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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当中,数字地图应运而生,它是将地图制图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在
一起,让数据信息可以得到高效的整合,并且也能让位置定位的准确性得到很大提升。本文主要是从技术
概述和应用出发,对地图制图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探究,旨在更好的提升地图制图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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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Integration of GIS Data
Jing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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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novativ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map has emerged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combines mapping technology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so that data information
can be efficiently integrated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location positioning.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technical overview and application, and explores the map mapping technology in detail, aiming to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p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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