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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机构改革的新形势下,全国基础测绘工作面临着新的需求与挑战,本文在分析传统基
础测绘产品的基础上,针对其劣势与不足,提出新型基础测绘产品体系的构成,对不同的产品类型进行
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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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nation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s facing new needs and challeng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system, and studies
different product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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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单一现象的直接抽象。如路灯,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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