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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在我国的逐渐推广,GIS在数据利用方面的巨大优势也得以展现。但在部分
城市的测绘工作中,DWG还是首先技术选项,显然DWG的快速转换对GIS技术来讲意义十分重大。本文
先对比了传统地形图和地形图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又阐述了地形图数据库的实际建立流程,最终研究了
CAD到GIS常用数据层转换方式,以及基于CAD平台开发实现工作细节,希望为相关工作的优化提供合
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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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great
advantages of GIS in data utilization have also been shown. However,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of
some cities, DWG is still the first technical option. Obviously,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DW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firs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topographic map
and topographic map database, then expounds the actual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topographic map database, and
finally studies the common data layer conversion mode from CAD to GI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k details based on CAD platform development, hoping to provid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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