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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变得日趋增多。并且工程建设项目的测绘工程涉及的范围
较广,包括地籍测绘、房产测绘等。如今的测绘工程相比较以前来说,难度更高,传统的测绘工作已经不
适用于当前。为了确保当今工程的测绘精确度,出现了“多测合一”的模式。而“多测合一”则是将多
项测绘工程集合起来,使它们变成一个综合性项目。“多测合一”的出现,促进了测绘工程的发展以及节
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升了工程建设项目的效率,促进工程测绘项目的精确化发展。本文主要对新形势
下“多测合一”测绘工作进行了探讨,希望给予有关人员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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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Multi-measurement in O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under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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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volve a wide range, including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tc. Today's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are more difficult than before, and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today's engineering, a
"multi-measurement in one" model has emerged. The "multi-measurement in one" is a collection of multiple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making them into a comprehensive project. The emergence of
"multi-measurement in one"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saved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moted
the accurat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multi-measurement in on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ping to give some help
to the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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