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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卫星导航和地基增强精准定位技术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测绘科学技术向智能化方
向演进。指出设备虚拟化、数据处理多样化将成为测绘导航的基本形式,从而拓展测绘的内涵和外延映
射,智能滤波是未来导航定位理论的一个重要方向。人工智能芯片将成为导航测绘设备提高滤波效率和
实用性的关键部分,文中提出了嵌入式导航模块的开发过程和同步获取原始信息的关键技术,提出了嵌
入式固件的延迟补偿、自适应定位算法、延迟片优化和无缝网络定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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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ground-based enhanced
accurat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equipment virtualiza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diversification will become the basic form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navigation, so as to expand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mapping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telligent filtering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futur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p will become a key part of navigation
mapping equipment to improve filtering efficiency and practic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mbedded navigation module and the key technology of synchronous acquisition of original information are
proposed. The delay compensation, adaptive positioning algorithm, delay slice optimization and seamless
network positioning module of embedded firmware are proposed.
[Key words] surveying and mapping navigation;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seamless network positioning;
on-board navigat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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