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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技术支持下,测绘技术发展速度加快,以新测绘技术为代表的测量方式,被广泛应用到测绘
工程中。群众开始关注工程建设相关问题,对测绘结果准确性提出严格要求。本文主要围绕测绘工程测
量展开讨论,重点分析测绘新技术的应用问题,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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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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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modern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accelerated, and the measurement method represented by the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he masse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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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绘工程测量中,合理应用测绘
新技术,可以维护测绘工程测量高效性,
满足实践生产活动要求。测绘工程测量
期间,联合实际情况,合理应用测绘新技
术,综合评估技术应用效果,以此加强应
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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