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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根据省级测绘外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提出了一种信息化外业综合作业系统的技术方案,介
绍了生产业务流程、系统架构、数据库设计和通信设计等,为信息化外业提供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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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iz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Field Comprehensive System in
Provinci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asks
Weichao Ren
The First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provinci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field produc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technical scheme of an informatized field integrated operation system, and introduces the
production business process, system architecture, database design and communication design, etc.,which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the inform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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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测绘的外业生产进入了数字化作业
时代,改变了以往使用纸图调绘的局面,
让基础测绘外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目前平板调绘已经被广泛用于基础测
绘和地理国情监测以及管线采集等。但
是这种平板调绘系统存在两个关键问
题要解决,一个是基础测绘的外业生产
一般都需要使用不同的软件,特别是在
测绘系统归入了自然资源部之后,测绘
行业涉及的任务越来越多,但是项目多
的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项目的要求很
多,因此要使用不同的软件才能满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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