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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施工测量内容

建筑工程测量是指在建筑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竣工
 验收、运营管理等阶段所进行的各种测量工作的总称，其
 主要任务可概括为：

(1) 施工控制测量

施工控制测量是根据勘测设计部门提供的测量控制点，
 在整个建筑场区内建立统一的施工控制网，作为后续建筑
 物定位放样的依据。

(2) 施工放样

施工放样是指将设计建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标定在实
 地的测量工作。它为后续的工程施工和设备安装提供方向、

 标高、平面位置等各种施工标志，确保按图施工。



(3) 竣工测量

在各项、各分项、各分部工程施工后，进行竣工验收测
 量，检查施工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以便进行纠正和修改。

(4) 变形测量

对一些大型的重要建筑物进行沉降、倾斜等变形测量，
 以确保它们在施工和使用期间的安全。

此外，在施工期间尤其是基坑开挖期间，还需要测绘大
 比例尺方格地形图，为工程的土方估算、景观设计等提供
 必要的图纸资料。

11.1.1 施工测量内容



11.1.2 施工测量原则

为确保施工质量，使建筑物的平面和高程放样位置符合
 设计要求，施工测量中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先控制后

 细部，前一步未作检核，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原则。

即：先在施工现场建立统一的平面及高程控制网，然后
 再依据已建立的控制网去测设建筑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位
 置。



11.1.3 施工测量特点

(1) 施工测量的成果应体现设计的意图，满足施工的需
 要，并达到工程质量的要求。

(2) 施工测量贯穿于施工全过程，因此测量工作应配合
 施工进度的要求。

(3) 施工现场工种多样，交通频繁，大量的填挖使得现
 场地面变动较大，故对测量标志的埋设、保护与检查有着

 严格的要求，点位有损坏或丢失时应能及时恢复。



11.1.4 施工测量准备工作

(1) 了解设计意图，熟悉校核图纸
对于建筑工程测量，首先要了解建筑总体布局、建筑定

 位依据和建筑定位条件。

定位依据一般有两种：一是根据城市规划部门指定的建
 筑红线，二是依据原有建筑物或构筑物的相对位置。

建筑红线，又称“建筑控制线”，指城市规划管理中，控
 制城市道路两侧沿街建筑物或构筑物靠临街面的界线。

(2) 仪器的准备

根据现场条件和测量方法，选择好观测仪器，包括经纬
 仪、水准仪、全站仪及GPS等，并保证仪器设备工作正

 常，经过了相关指标检验。



11.1.4 施工测量准备工作

(3) 观测计划的制订

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好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的位
 置，充分估计其在整个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方便性和安全

 性，对观测方法的制定要依据测量对象和内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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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工程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形式

施工前必须建立施工控制网。施工控制网包括平面控制
 网和高程控制网，它是后续施工测量各项目实施的基础。

施工平面控制网的布设形式，应根据建筑物的总体布置、
 建筑场地的大小以及建筑场地周围地形条件等因素来确

 定，主要布设形式包括：

1. 建筑基线

这是建筑施工中 常采用的方式，适用于建筑场地狭
 小，平面布置相对简单时的情况。建筑基线应平行或垂直

 于主要建筑物的轴线，长的一条基线尽可能布设在场地中
 央。根据建筑物的分布和地形状况，建筑基线可布置成三
 点直线形、三点直角形、四点丁字形、五点十字形等。



11.2.1 工程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形式

建筑基线在不受施工影响的条件下，应尽量靠近主要建
 筑物，相邻基线点间应通视良好；为了便于检查点位是否
 有变动，基线点的数目不应少于3个；纵横基线应相互垂

 直。

一般建筑基线的测设是利用周围场地附近已有的施工控
 制点，利用坐标反算出放样参数，按极坐标法进行施测，
 也可以按直角坐标法定位。



11.2.1 工程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形式

2. 建筑方格网

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总平面图布置，要求建筑坐标的坐标
 轴与建筑物的轴线平行。

因此，建筑方格网应根据设计总图上各建筑物、构筑物
 以及各种管线的位置以及现场的地形情况，首先选定方格
 网的主轴线，然后再布置其他的方格网点。

主轴线应尽量布设在建筑区的中央，并与主要建筑物的
 轴线平行，其长度应能控制整个建筑区；格网的点、线在
 不受施工影响条件下，尽量靠近建筑物；格网各边应严格
 互相垂直。



11.2.1 工程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形式

当建筑方格网的建筑坐标系（平行或垂直建筑主轴线）
 与测量坐标系不一致时，为利用测量控制点来测设方格网
 主点的位置，应先将主点P的建筑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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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工程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形式

(3) 建筑场地高程控制网布设

建筑场地内应有足够数量的高程控制点，水准点的密度
 应尽量满足安置一次仪器就能测设出所需的高程点。

水准网应按两级布设，首级按四等以上水准测量组成闭
 合或附合水准路线。在此基础上进行图根水准点加密，建
 筑格网点或建筑基线主点也可纳入高程控制网中。

在整个施工期间，要注意保护、经常查看，确保高程控
 制点的安全稳固。



11.2.2 建筑施工控制网特点及测量方法

(1) 平面控制网测量

施工平面控制网既可以单独建立，也可利用原有地面测
 图控制网代替。但测图网的密度和精度有时不能满足施工
 测量要求，需要增补控制点，并重新对网进行高精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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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2、3、4、5为精密
 施工平面控制网控制点，而点A、

 B、C、D、O的坐标由设计图纸
 给出。利用这些控制点，采用

 工程放样的方法，将主轴线A、
 B、C、D、O各点测设出来，并
 埋石桩或混凝土桩作为控制标

 志，称为平面控制网测量。



11.2.2 建筑施工控制网特点及测量方法

(2) 高程控制网测量

为了保证整个建筑场地各部分高程的统一和精度要求以
 及高程测设的便利，在开工之前需要建立施工高程控制网。

对一般民用建筑物，可采用四等附合或闭合水准测量施
 测其高程；对工业建筑物，应按三等或三等以上水准测量
 施测其高程。

观测仪器可以选择水准仪按水准测量法实施，也可以利
 用全站仪按三角高程法实施。



感谢大家！



测量学考试形式

1. 概念解释（8×3分）

2. 简答题（ 2×8分）

3. 计算题（5×(10~15) 分）

期末考试：70%

课后作业：15%（10次）

实 验 课：15%（6次）



测量学教学大纲

1. 绪论

测量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测量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展望。
 地球的形状及大小，大地水准面的概念及其在测量工

 作中的作用，地面点位的确定，测量的三项基本工
 作，测量工作的基本原则，测量在土木工程各专业的

 作用。GPS技术在测量中应用。

2. 距离丈量及直线定向

两点间的距离，地面点的标志，直线定线，量距工具，
 钢尺的检验与尺长改正，钢尺量距的精确方法，距离

 丈量的精度要求及注意事项，红外测距仪及全站仪简
 介。直线定向，真方位角，磁方位角，坐标方位角，
 方位角的推算。



测量学教学大纲

3. 水准仪及水准测量

水准测量的原理，水准仪的主要部件及基本构造，望远
 镜及其光学成像原理，视差及其产生的原因及消除的

 方法。水准管、水准管分划值及水准管的灵敏度。水
 准尺及尺垫。水准仪的安置及使用，水准测量的外业
 工作，水准测量的检核方法及精度要求。水准路线高
 差闭合差的调整及高程计算。水准测量中误差产生的
 原因及其消除的方法。地球曲率及大气折光对水准测
 量的影响。微倾式水准仪主要轴线应满足的几何关

 系，微倾式水准仪的检验校正。自动安平水准仪与精
 密水准仪简介。



测量学教学大纲

4. 经纬仪与角度测量

水平角测量原理，光学经纬仪的基本构造。J2经纬仪简
 介，J6经纬仪的读数方法。经纬仪的安置与使用，水平
 角观测方法，竖盘构造与竖盘指标差，竖直角测量，

 水平角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的方法。经纬仪
 的主要轴线及其应满足的几何关系，经纬仪的检验校
 正。

5. 测量误差基本知识

测量误差的来源及其分类。偶然误差的特性。衡量精度
 的标准，观测量的算术平均值，观测值函数的中误

 差，观测值中误差的计算。测量误差知识应用举例。



测量学教学大纲

6. 平面控制测量

国家控制网的概念，控制网的形式，导线测量的外业，
 导线测量的内业计算，小三角测量的外业，小三角测

 量的内业计算，控制网加密方法。

7. 高程控制测量

国家水准网的概述，水准点。三、四等水准测量的技术
 要求。三、四等水准测量的观测方法，三、四等水准

 测量的高程计算，具有一个结点的水准网的平差，三
 角高程测量。



测量学教学大纲

8.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

地形图概述，测图前的准备工作，视距测量原理，视距
 测量方法。平板仪的构造，平板仪的安置与使用，碎

 部测量的方法，包括经纬仪测绘法、小平板与经纬仪
 联合测图。等高线及等高线勾绘。地形图的检查、拼
 接与整饰。

9. 航空摄影测量初步

摄影与航空摄影测量，中心投影与正射投影的概念。航
 空像片摄影测量基本知识。像片比例尺，像片立体观

 察。



测量学教学大纲

10. 地形图的阅读及使用

地形图的分幅与编号。在图上确定一个点的平面位置与
 高程。在图上确定一直线的长度、方向及坡度。利用

 地形图绘制端面图，确定汇水面积，面积计算。场地
 平整中的土方计算。

11. 施工测量的基本工作

施工测量概述。测设的基本工作，距离放样、角度放样、
 高程放样及高程传递。已知坡度线的测设。圆曲线放

 样、测设点位的方法，施工控制网的建立，建筑工地
 主轴线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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