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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测绘技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通过不断改进,测绘
精度有了很大提高,满足了工程基础设施的需要。高精度工程测绘的使用,有效满足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保证了工程的整体施工质量和安全。数字信息的广泛应用也极大地推动了测绘技术的发展,实现了计算
分析的自动化、智能化,测绘技术的数字化发展,也带动了产业化进程。在各类工程建设中,测绘工作至
关重要,精度越高,其发展质量就越好。文章主要分析了工程测绘中的测绘新技术,并提出了测绘新技术
在不同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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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also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urac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engineering
infrastructure. The use of high-precisio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effectively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oject schedule and ensure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of the projec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has also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realizing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also drive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all kind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s very important. The higher the accuracy, the better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differe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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