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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工程下新技术的应用转变了传统测绘的不足,能够在提高测绘准确性的同时,降低成本投
入,丰富图像信息,更好的满足测绘工程测量的具体要求。本文旨在对工程测量的优势与新技术的应用价
值进行分析,并探讨新技术的应用与设计思路,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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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has changed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duce the cost input, enrich the image information, and better me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surveying.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engineering survey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new technology,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ideas of new technology, as well as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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