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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精密工程测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工程测量方面,
通过精密工程测量技术能够得出准确的数据,进而保证工程的整体质量。本文对精密工程测量技术及其
应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针对其现状提出了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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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precis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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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cis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Especially i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ccurate data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precis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roject. In
this paper, the precis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are analyzed, and some
thoughts are put forward in view of its pres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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