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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上升,我国测绘工作正在面临着改革与挑战。为了保证测绘工作的高
效进行,相关人员需要高度关注新技术的应用设计。测绘技术在多种行业中均有应用,主要体现在工程建
设、土地资源管理等工作中,通过新颖的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测绘效率,并提高精准度,为工程建设等工作
提供有效的依据。但是当前测绘工程的技术应用存在部分问题,本文对工程测绘新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
实际应用来提出设计思路,从而提高技术应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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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desig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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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ing level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s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s facing
reform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igh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levant personnel ne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design of new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applied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mainly reflected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ther
work. Through novel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fficiency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ccuracy can
be improved, and effective basis can be provided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other work.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echnical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idea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ech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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