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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为建筑行业领域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尤其在建筑工程测量测绘工作中
发挥着重要的技术应用价值。本文分别从GNSS测量技术、摄像测量与遥感技术等数字化测绘分支技术
进行阐述,列举这些技术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实际应用策略,以期为实际工程测量工作提供参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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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a subversive impact o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application valu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branch
technologies such as GNSS surveying technology, camera surveying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list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actual engineering survey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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