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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程项目要求的提升以及建设环境的复杂化,传统的工程测量技术已经不再适用,数字化
测绘技术在我国科技的支持下应运而生,并在工程测量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测绘技术有
着一定的技术优势,能够利用较短的测量时间达到较好的测绘效果,因此,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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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地图测绘技术在工程
测量中的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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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数字化测绘技术在数字地球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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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快越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工程地质测绘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其中,岩土工程
勘察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岩土工程勘察前,相关人员必须进一步明确工程项目特点,并结合工程项目特
点,采用对应的勘察技术手段,以改善勘察工作质量。
[关键词] 信息技术；工程地质测绘；岩土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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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区域的地质结构条件不同,
为此,在接受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前,必须
进一步明确工程项目特点与技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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