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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地理国情普查或监测外业的工作内容和要求,设计并开发了一套移动GIS版外业调绘系统
产品,并对其关键技术,如地图瓦片和缓存、嵌入式矢量数据管理和内外业数据格式转换等技术方法进行
了研究和开发。应用证明,本产品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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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Field Industry Adjustment and Mapping System for Geographic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in Mobile GIS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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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 point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 set of mobile GIS version field mapping system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the work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census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or monitoring
the field industry, and its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map tiles and cache, embedded vector data Technical
methods such as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business data format conversion have been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The application proves that this product has certai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similar products.
[Key words] General Survey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obile GIS; Embedded Database; Data Format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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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调绘功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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