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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阶段中,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工程测绘技术也具备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与过去的
测量技术相比较而言,GPS测绘技术具有多种方面的使用优点,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工程建设领域
的高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可以确保工程进行的稳定与精确性,由此可见,GPS技术具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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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current stag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ed is very rapid, and the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past measurement technology,
GPS mapping technology has various advantages of us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ield, and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project, which shows that GPS technology has a broad space fo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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