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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mapper 软件在水文地质野外调查中的应用
韩庆洋*，杨瑞刚

（新疆地矿局第二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根据水文地质野外勘查工作的开展情况，以野外调查过程中能够实时定位为切入点，详细研

究了通过 global-mapper 软件结合外置 GPS 模块，以 USB（或蓝牙功能）连接笔记本电脑，实现野外工
作过程中实时定位，记录航迹、记录航点并导出至 MAPGIS 等相关软件中直接利用，该方法可免去水
文地质野外调查过程中利用手持 GPS 定位投图使用麻烦等问题，
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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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水文地质野外调查过程中，
到达一个目的点
之后，需利用手持 GPS 在地形图上进行定位，同时需对
比查看该点的地质图、水文地质图、遥感卫星影像图等
图件来确定所处位置的相关地质资料信息，
之后还需要

参考图像”功能使生成的图片根据所需要的地理坐标
系校准到 1∶1000 比例尺的标准位置上。其二，通过
MAPGIS 软件中的“文件转换功能”把所需要的图件转
换为 AUTOCAD 的“*.DXF”格式（经反复试验比对，

手动记录点位置坐标等数据，其操作步骤过于繁琐，工
作量大，所行走的航迹记录难以保存，在没有参照物的
地段还容易走失、找不到行走过的路线等，且存在一定

此处转换过程中，选择“全图形方式输出 DXF”比使用
“工程输出 DXF”的兼容性更好），然后所换换的 DXF
格式文件可以直接在 global-mapper 软件中打开，只需

的人为性失误等问题。而通过 global-mapper 软件借助
外置 GPS 模块进行野外调查中的实时定位方法，
可有效
地改善上述问题。本文试对其做详细分析和说明。

设定正确的投影参数即可。
2 外置 GPS 模块在 global-mapper 软件中的设定
市面上比较容易购买到的外置 GPS 模块分为 2

1

种，一种为 USB 串口连接方式，一种为蓝牙连接方
式。本文所使用的野外实时定位方法 2 种 GPS 模块均
可，但考虑在使用过程中 GPS 模块信号传输的流畅性，
本文采用 USB 串口连接方式的外置 GPS 模块进行分
析说明。
首先，在所使用笔记本电脑上预装 USB 外置 GPS
模块的驱动程序，安装驱动程序成功后，GPS 模块连接
笔记本电脑的同时，会自动生成一个 COM 端口，该端
口可在笔记本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在 globalmapper 软件中的“GPS”功能中找到对应的设置窗口，
选择正确的数值（如图 1 所示），外置 GPS 模块与 glob⁃
al-mapper 软件连接成功后，选择“开始跟踪”选项，此
时 GPS 模块开始搜寻卫星信号，等待数秒后（搜星时间
与 GPS 模块和所处地域有关，时间长短不一），主屏幕
上会出现一个三角箭头，箭头所指示方位就是我们在
野外调查过程中所在的位置，打开软件“GPS”功能下

对水文地质调查野外用图的预处理分析
水文地质野外调查成果图件一般为 MAPGIS 格式
文件，少数是 AUTOCAD 格式文件，然而 global-map⁃
per 软件拥有强大的兼容功能，对多种格式的文件类型
均支持，虽然不能对 MAPGIS 格式直接支持，但是，可
以通过软件之间的相互转换来实现 MAPGIS 文件在
global-mapper 软件中应用已经可以完全实现，并完美
结合。
通过上述基础理论，可以分析，如果要做到 MAP⁃
GIS 文件在 global-mapper 软件中可以运行，有 2 种方
式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其一，通过 MAPGIS 软件中的
“工程输出”功能，把所需要的野外用图件输出成为于
图面比例尺相同比例的 JPEG 或 TIFF 格式图像文件，
所生成的图像文件默认情况下是不带有投影信息的，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 global-mapper 软件中的“矫正地理
参考图像”功能来为它添加投影信息，通过“矫正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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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调查过程中，global-mapper 软件可以对目的

的“信息”选项，可实时查看所处位置的地理信息，如方
里网坐标、经纬度坐标、高程、定位精度等。

点的地理信息进行存储命名，对所行走的路线进行保
留，所保存的点位置信息和航迹会在软件中生成一个
单独的文件，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把形成的文件进行
单独保存，
方便转入室内工作后随时查看和修改。
4 后期工作的处理
global-mapper 软件拥有强大的输出功能，可以把
野外调查过程中所存储的点、线、面以及航迹等文件转
存为所需要的格式。本文以水文地质调查野外成果图
件常用的 MAPGIS 格式为例进行说明分析。
global-mapper 软件所形成的数据文件默认比例
尺为 1：1000 比例尺，通过 global-mapper 软件“文件”菜
单下的“输出”选项可以看到有一个“输出矢量格式”功
能，把所需要的文件输出为 DXF 矢量格式的文件，然
后通过 MAPGIS 软件中的文件转换功能把 DXF 文件

图1

3

外置 GPS 模块在软件中的常规设置

实际野外调查工作中的应用
通过基础图件的矫正匹配和 GPS 模块的正确安

装 后 ，在 野 外 调 查 过 程 中 ，我 们 就 可 以 使 用 globalmapper 软件加载调查区范围内的地形图、地质图、水文
地质图、遥感影像图等基础图件，然后进行叠加查看，
在 global-mapper 软件的“工具”选项下的“控制中心”
功能中，可以对所加载的图件进行排序，关闭和打开，
根据需要随时调取需要的基础图件进行查看，也可设
置图片的透明度，
开实现叠加分析。

转换为 MAPGIS 格式的点线面文件，再通过 MAPGIS
软件中的
“整图变换”功能进行比例尺变换即可。
5 结论
以上是针对 global-mapper 软件在水文地质调查
过程中实时定位及后期处理的方法进行了分析说明，
事实说明，通过 global-mapper 软件在水文地质野外调
查工作中的应用，不但能够实现了野外调查过程中的
实时定位，同时也可大大提高野外一手资料在后期处
理过程中速度与步骤。简化了野外调查工作中的定位
繁琐步骤，提高了工作效率，有着较为突出的综合应用
优势，
值得关注和进一步发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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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部基岩山区面积广大，并有大面积的白云
岩出露，具备了优越的补给和径流汇集条件，因此黄帝
泉水量丰富。从水质方面来看，黄帝泉水化学类型与
F4、F8 断裂附近的矾山磷矿、龙王塘自流井水化学类型
相同，与 F5 断裂附近的上七旗村水化学类型也一致，矿
化 度 在 396.0~472.7mg/L，锶 含 量 0.27~0.330mg/L，
偏硅酸含量 18.04~21.67mg/L，与其也很接近，因此进
一步证实了黄帝泉水主要来自南部山区的补给。
5 结论
（1）黄帝泉位于河北省涿鹿县矾山盆地中，黄帝泉
泉域处在一个完整的水文地质构造单元，即矾山盆地

中，了解泉域地质环境条件对分析黄帝泉的成因非常
必要。
（2）主要介绍了黄帝泉的水质及水量特征，掌握这
些特征对开发和利用黄帝泉是必不可少的。
（3）分析和论证黄帝泉的成因是黄帝泉开发与保
护的前堤，
可为地方政府保护黄帝泉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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