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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测量工作在工程建设和施工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为工程的建设和施工提供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数据。

本文主要分析了建筑工程施工测量实践以及相关技术,希望通过本篇文章的论述,能够给业内者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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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测量是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如果其

工作人员需采用经纬仪在轴线相交处置镜, 用测距仪以及

中有一项数据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偏差, 就会对建筑工程的

钢尺在建筑边线外 6m 的位置,设置一圈控制桩,同时使用

施工质量及施工水平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采取有

两栋塔楼圆心的 4 条轴线,进而形成井字形控制网。

效措施,改善和创新建筑工程测量工作。

在土方开挖时,采用控制桩来测量轴线,从而确定开挖

1 测量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积极作用

线的具体位置, 在边界外两米的位置还要设置一圈辅助桩,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工程测量是一个基础环节,其能够

以此控制开挖的具体范围,辅助桩的间距为 2m。

为工程的后续施工提供更加便利和可靠的条件。若在测量

若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采取交叉作业的形式, 则不应

工作中出现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方面会影响工程建设和施

采用控制桩, 此时可应用红外线测距仪的动态跟踪测量功

工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会损害工程建设的质量及效果。

能对弧形部位进行开挖处理。地下室则应采用并型的控制

因此工程测量在建筑施工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工程

网,地下结构基坑变轴线护桩应向下投测控制轴线,以控制

测量是采用技术手段对工程的地下水数据和地质结构进行

轴线为基础来引测其他的轴线。在弧形部分的测量中,施工

全面勘察,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人员主要采用极地坐标法的形式来测设。在完成控制轴线

2 工程概况

的引测工作后,应及时进行距离复核工作,将轴线放线误差

某高层建筑总高度为 75.98m,地下 2 层,地上 25 层,建

控制在 3mm 以内。

筑面积为 8987 平方米,由主楼、裙楼和地下结构构成,该工

高程控制,则主要借助水准仪转测控制点。首先按照建

程轴线较多,同时立面的结构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且墙板、梁

设方设定的水准点来完成引测工作, 并使用闭合回路法对

板等均为曲面弧形的结构,半径不同的圆弧形梁有近 50 种,

其进行核对和复查。将测得的高程点标注在附近固定的建

若采用创新型设计, 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施工的难度,而

筑物上,以确保建筑物不发生沉降。之后还需以该高程点为

采用常规测量放线的方法也无法满足工程建设与施工的要

基础引测其他的控制点,将其科学地设置在施工地点周围。

求,所以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克服施工难度,保证建筑物轴

在基坑开挖的过程中, 每隔一米就应设置一个高程控制点,

线以及弧形部分的精度成为了工程中的关键内容。

同时还要对土方开挖的深度进行粗略地估计。若土方开挖

3 施工测量方案设计

的深度距基底较近,则可以制作一个混凝土基座,并将垫层

3.1 基础及地下室施工测量方案及流程

底部的高程转移到基座的测量上, 从而更好地控制垫面层

3.1.1 施工测量流程

的平整度和底板的高程。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地下室各层的

轴线: 复测红线→建筑基础轮廓线放线→精放建筑物

高程都应以该点为基础向上引测,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累计

主轴线→确定基坑开挖范围→设立轴线控制桩→动态控制

误差的出现。

基坑开挖→电梯坑、集水坑定位→并字形控制网测设→其

3.2 裙楼及主楼施工测量方案及流程

他轴线引测→柱、剪力墙边线弹墨线。

3.2.1 施工测量流程

高程: 高程引测→设立±0.000m 高程控制点→控制基

轴线: 设立轴线传递基准点→预留轴线引测孔→轴线

坑开挖→引测相对高程点至基底→控制基础底板高程→由

控制点竖向投测→确定控制轴线→确定其他轴线→柱、剪

基底向上引测高程→控制地下室各层高程。

力墙边线弹墨线→关键部位模板检查线弹墨线。高程:转

3.1.2 轴线及高程控制方案

测±0.000m 高程控制点→设置各层高程控制点→脚手架

在完成场地平整后, 应按照建筑红线和设计图完成工

高程控制→模板高程控制→混凝土浇筑高程控制。

程现场的主轴线的测试和敷设,同时还应设置轴线控制桩。

3.2.2 轴线及高程控制方案

在设立轴线控制桩时,要确保其科学性及准确性,且户型部

在标准基准点以上, 只有一层裙楼的放线位置比轴线

分的土方开挖范围控制以及控制桩的保护需要重点注意。

控制桩的位置低,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井字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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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控制网, 而对标准线上方位置的楼层则采用轴线垂直

用钢筋绑扎后,检查环节难度会加大,所以需要借助检查尺。

引测的方式。激光垂准仪在架设过程中对环境有着十分严

在制作检查尺的过程中,应粗略地制作出加工单,之后再用

格的要求, 所以为了能够有效避免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一

中 15 镀锌钢管在弯管机上加工制作成型。在应用的过程

定的负面干扰, 应将轴线传递基准点设置在地下一层的位

中,只需要将检查尺靠在钢筋或模板上,就可对其进行有效

置。

的检查和控制。
轴线传递点的选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反复

的研究和探讨之后确定四个成等腰梯形的 A\B\C\D 四点为
基准点,在施工组织设计中采用四点传递,相互闭合的轴线
传递方案。

4.2 裙楼及主楼施工
4.2.1 设置基准点
施工测量的精度与基准点的精确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
系,通常基准点设置在钢板上,用 2 块厚度为 8mm 的钢板制

横轴线为 a,b 两点,纵轴线为 c,d 两点,而 b 和 c 之间的

作成 200mm×200mm 的预埋件,对其进行初步定位之后,应

连线必须要能够对内天井走道的位置。完成 a、b、c、d 四个

将其焊接在地下 1 层的楼板面筋上,与楼板共同浇筑。在放

点的引测之后,应用极坐标法来确定圆心的具体位置,之后

线施工过程中, 从基坑边轴线的控制点向下投测的主轴线

再以圆心 O 为基础,放出扇形部分的轴线,此外还应做好复

接线至钢板上,后采用经纬仪复核角度。在复核距离值的过

核工作,轴线间距的复核一定要使用钢尺,每一层楼的轴线

程中,应科学使用红外线测距仪,对差值进行科学调整后获

转测均应自地下一层开始,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这一过程中

得基准点,之后还要在周围砌筑高度为 30cm 的砖,另外为

出现累计误差问题。

了起到保护作用还应设置盖板。

地上高层的测量以标准点为基础。待地面一层的施工

4.2.2 改进预留孔

结束后,将±0.000m 引测到建筑物上,于电梯井和内天井当

轴线传递点设置于室内, 所以每一层的楼盖板都应设

中设立三个±0.000 标准点,之后的每一层高程的测量都应

置轴线预留孔,确保楼板混凝土初凝过后即可贯通使用。一

以此作为标准点,且用钢尺进行测量。采用水准仪对闭合差

般而言,楼板底筋上应设置一个型号为 Ф150 的 PVC 管,混

进行测量时,其误差应不超过 3mm,因为建筑物的总高度要

凝土初凝后即可拔掉管材。在应用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

比钢尺的尺长大, 所以在二分之一高度时还应设置一个高

PVC 管难拔的现象,这会对混凝土或 PVC 管造成较为明显

层控制点,从而对上部楼层高度予以科学有效的控制。

的破坏。

3.3 数据资料的整理归档

另外,底板模板开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口位

测量和放线工作完成后, 需对数据实行科学的整理和

置精确度不高还有可能出现模板大面积损坏的问题, 这对

分析,并将工作的内容、流程、参加的人员以及最终结果记

孔四周混凝土的结构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经过仔细的

录到测量记录本上, 同时还要在复核之后由检查人员签字

分析和改进,施工人员决定先开孔,之后再采用预埋的方式

存档。所有的原始数据和测量结果都要录入到计算机当中。

进行处理。此外,还需以钢板为原材料加工预留孔器,这样便

且对于一些重要的资料, 其原件应由项目资料室进行科学

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
5 结束语

统一的管理。
4 施工测量方案的落实

测量是建筑施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特别是复杂的高

4.1 基础及地下室施工

层建筑形式, 测量也会对建筑的外观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4.1.1CAD 辅助施工测量

因此现场测量技术的质量也会对工程的建设质量产生十分

该工程在放线环节,大范围的应用借线引测、极坐标法

显著的影响,所以工程建设中应重视测量工作,进而以此为

和弦线法等。若采用极坐标法,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直角坐

基础推动我国建筑工程的快速进步。

标系转变为极坐标系的运算工作；弦线法在使用时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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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弧形剪力墙, 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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