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基于测绘发展现状的工程测绘技术应用分析
彭程 胡建军 胡晓瑞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DOI:10.12238/gmsm.v4i6.1275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程测绘技术也在不断改革创新。在进行测绘工作的过程中,不断使用先
进技术,可以有效提高测绘工程的精度,保证测绘工程的质量,为施工质量奠定基础,提高施工的效率以及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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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also constantly reforming and innovating. In the proces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continuous u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ensur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lay the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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