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测绘新技术在测绘工程中应用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王秋菊
济南泰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OI:10.12238/gmsm.v4i5.1225
[摘 要]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测绘工程也逐渐朝着现代化、智
能化的方向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用到测绘工程当中,不仅提高了测绘的精度,同时还在最大
程度上保证了测绘工作的顺利开展。基于此,本文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就测绘新技术在测绘工程中应
用的问题与策略展开探讨,希望可以为同行业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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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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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it driv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Chines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is gradually develops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modern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Nowadays, more and more new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pplied to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ut also ensures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to the greatest extent.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applying the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workers in the sam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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