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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领域内都使用了先进的新技术。而测绘工程
作为地籍测量中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也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来提高测绘作业的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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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y fields have used advanced new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preliminary work of cadastral
survey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lso needs a higher level of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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