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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维激光扫描仪是一种能够客观反映和体现各种事物的现代化技术,在国土测绘工作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三维激光扫描仪也得到了持续性的优化与完善。基于
此,本文重点针对三维激光扫描仪在国土测绘工作中的实践运用对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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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3 D Laser Scanner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hao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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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3 D laser scanner is a modern technology that can objectively reflect and embody all kinds of
things , and it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day, the 3 D laser scanner has also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improv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3 D laser scanner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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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10三维激光扫描仪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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