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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态文明的发展背景下,矿山工程施工遇到了更大的挑战。恶劣的生态环境会给施工造成空
间限制,也会造成更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损失。为了解决矿山测绘中的阻碍问题,本文以激光雷达测绘
为例,对激光雷达测绘的技术原理进行研究,分析了该技术的测绘要点,提出了激光雷达测绘技术在矿山
工程中应用策略,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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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in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encountered greater challenges. The hars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limit the construction space and cause
greater loss of human, finan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obstacle problem in mi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takes LiDAR surveying and mapping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technical principle of
LiDAR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alyze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key points of the technology, and put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LiDAR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mine engineering,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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