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测绘新技术在测绘工程中的应用探究
吴林林 钱中杰
湖州市空间规划编制与研究中心
DOI:10.12238/gmsm.v5i2.1330
[摘 要] 在测绘工程中,需要完成相关的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应用与表达等。测绘技术状况对
于测绘工程的综合水平将会产生直接影响,测绘新技术的应用,能够适应于测绘工程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促进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的提升。因此,业内的相关人士对于新技术的应用极为重视。基于此,本文将结
合现实的技术应用状况,分析测绘新技术在测绘工程中的应用意义,并探讨新技术在测绘工作中的具体
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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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mplete relate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expression. The statu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ies can adapt to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need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work quality and work efficiency. Therefore,
relevant people in the industr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nd discus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new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technical applic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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