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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开头分别对大地测量及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展开简单概述和说明,之后对现有的北斗卫星
导航定位技术在大地测量中的具体应用实行分析探讨,以期通过实际应用对我国大地测量及卫星导航
定位技术有进一步了解,在明确优势和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优化,提高大地测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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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a brief overview and description of geodesy and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nd then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existing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geodesy,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China's geodesy and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hrough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realize its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eodes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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