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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技术实力的增强,测绘行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测绘工程质量作为
测绘行业关注的重要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测绘产品的质量,为此必须要做好测绘工程质量管理工
作。测绘工程系统控制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决定测绘企业的经济收益以及社会影响力。为此,必须要做好
测绘工程质量管理与系统控制工作。本篇文章简要介绍了测绘工程质量管理与系统控制,分析了测绘工程
质量管理与系统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希望能够为测绘工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 测绘工程；质量管理；系统控制
中图分类号：P25 文献标识码：A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ystem control analysi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Lanxia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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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echnical strength,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has achieved good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concerned by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can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system control
can determine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terprises. Therefore, we must
do a good job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ystem contro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ystem contro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ystem contro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Key words]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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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然资源开发、整理、用地等过程中,需要制作专题图件对项目区进行研究分析,为项目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日照市某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制作为例,阐述了专题图件制作的技术过程,
为同类项目提供制图参考。
[关键词] 投影；坐标系；裁剪；配色；布局；属性；追加
中图分类号：P96 文献标识码：A

Application of Arcgis10 software in making thematic map of natural resources
Rujin Huang
Rizhao Shanhai R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rrangement and land us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matic map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project area,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ject decision-making.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map of a project in Rizhao City as an example,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thematic map production is described, which provides a mapp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projection; coordinate system; clipping; color matching, layout; attribute; addition
1 项目需求

由于甲方提供的坐标为GCS_China_

步骤：打开ArcToolbox 工具箱,依

受甲方委托,制作某项目土地利用

Geodetic_Coordinate_System_2000 地理

次点击数据管理工具------投影与变换

总体规划图,针对甲方提出的制图需求,

坐 标 系 坐 标,需要将地理坐标转换为

------要素------投影。在投影界面,

认为以上图件可利用Arcgis10软件加以

CGCS2000_3_Degree_GK_Zone_40 投 影

输入数据集或要素类下拉框输入甲方提

实现。

坐标系坐标。通过坐标投影变换,将坐

供的GCS_China_Geodetic_Coordinate_

标数据与已有的影像地名地址数据坐

System_2000地理坐标系坐标数据,输出坐标

标系统一。

系下拉框选择投影坐标系下Gauss Kruger

机技术进行应用,将所形成的数据储存到

现了较多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相关人

理 及 其 系 统 控 制 措 施 [J]. 山 东 工 业 技

硬件设施之中,并加大力度对其进行保护,

员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使我国

术,2016,(23):88.

避免数据丢失或者被篡改的情况发生。借

城镇化建设更加顺利的开展。

2 制作过程
2.1坐标投影

助于行之有效的手段对于有数据进行存
储,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及时的收集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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