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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的普及带动了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各个行业工作模式的巨大变化。在工程
测量领域,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推广使得测绘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工作效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今,数字
化测绘技术不断在进行完善更新,在工程测量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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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mputer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ings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king mode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we have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work efficiency. Nowadays, the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being improved and updated,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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