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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农村建设,各种类型的工程建设,
数量越来越多,工程规模越来越大,工程建设对于测绘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数字化测绘技术不断的被
补充完善以及更新它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本文在进行研究时,以GPS技术,GIS技术以及RS技术作为
代表,以实际工程的需求为例,探讨数字化测绘技术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单的说明。除此之外,还分析现
阶段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意义优势以及具体的应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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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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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peed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s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Whether it is urban
construction or rural construction, various type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e increasing in number and scale, and
the demand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been continuously supplemented and improved, and its appli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In this paper, taking GPS technology, GIS technology and RS technology as representatives, taking
the needs of practical projects as an examp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re
discussed and briefly explained. Besides, it also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advantages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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