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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GIS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城市规划设计方面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而且有的
城市已经建立了以GIS技术为基础的城市规划管理系统,这对于现代化城市规划设计来说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不仅能够提高城市规划的质量和效率,而且能够确保城市规划设计更加符合城市的发展方向。
GIS技术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可以对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快速的区划,从而有效的推动城市规划设计
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了基于GIS技术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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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IS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some cities have established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urban planning, but also ensure that th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ity. The 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can quickly regionalize the land use func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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