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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不动产测量期间面临的难点与问题,本文对测绘工程技术特点做出分析,提出测绘工程
技术在不动产测量中的应用要点,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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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TK定位技术原理图

3.3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应用。作为
一种新型的测绘工程技术,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在不动产测量工作中逐渐推广开来。
该技术也被称作实景复制技术,其测量精
度、效率相对较高,能够在不接触目标地
物的情况下,实现对三维信息数据的有效
采集。在利用实景复制技术进行不动产测
量工作时,主要流程如下：其一,控制网的
建立。该技术利用期间首先要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地面控制网的建立,并对GPS技术
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有效的结合,利
用GPS技术所具有的静态观测功能,实现
对控制网的合理布设。之后,再借助三维
20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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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利用航天技术,可以对不动产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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