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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的测绘技术是从现有的测绘技术中衍生出来的。它是一项高度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
技术,对测绘工程测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测绘的发展。新的测绘技术不仅可以为测绘工程测量提
供准确的数据,保证测绘项目的质量和效率,弥补了传统测绘技术在测绘工程测量中的应用缺陷,并进一
步促进了测绘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文章就测绘新技术在测绘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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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Yanho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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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derived from the exist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t is a highly information-based, intelligent and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provide accurate data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make up for the application defects of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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