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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测绘技术的应用目的是获取国土资源相关变化信息,从而保障国土资源部门的管理工作
可以正常开展,但是受到技术原因影响,土地测绘工作的质量难以控制。本文针对会影响测绘质量的因素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参考建议,以期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土地测绘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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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the contro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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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to obtain the relevant
change information of land and resource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manag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carried out normally, but is affected by the technical
reasons, the quality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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