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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设计图纸是施工的重要依据,设计之前,工作人员需要关于施
工区域的实际相关数据,测量的准确性直接决定设计的有效性和施工的顺畅性,这需要工作人员使用数
字化测绘技术进行测量,数字化地形图能够给设计人员提供直观的水文地形图像和准确的数据。
[关键词] 数字化；测绘技术；水利工程；应用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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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design drawing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struction. Before design, staff need actual relevant data about the construction area. The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esign and the smoothness of construction,
which requires staff to use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for measurement, Digital topographic map
can provide designers with intuitive hydrological and topographic images and accura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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