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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现代工程测量技术的作用逐渐凸显。通过现代化的测绘技术进行
工程测量,可以有效地转变传统测绘技术操作难度大、测量时间长、强度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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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modern engineering survey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y means of moder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the problems of difficult operation, long surveying time and high intensity of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can be effectively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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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计量的具体应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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