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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现代自动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
金杰 李明
湖州诚建联合测绘有限公司
DOI:10.12238/gmsm.v5i2.1333
[摘 要] 工程建设中的地形、位置等信息的测量对于其规划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现阶段工程
技术的复杂化趋势给测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为了促进工程测量技术的发展,创新测绘技术的应用
模式,本文就自动化测绘技术的意义与应用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测绘技术的发展与工程建设的质量与效
率的提升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动化；测绘技术；激光扫描；三维信息
中图分类号：P234.4 文献标识码：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Automat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Jie Jin Ming Li
Huzhou Chengjian Unit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o., Ltd
[Abstract] The measurement of terrain, loc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t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However, the complicated trend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t this
stage has brought certain challenges to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e the application mod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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