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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得以顺利建立并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
中,并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只有切实有效的完成规划才能够保证城市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进行城市规划测绘时,应用地理信息
系统能够有效的提高测绘工作的效率和精准性,从而使得城市规划测绘工作更加高效。这几年地理信息
系统在城市规划测绘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在测绘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此情况,本文主
要分析了城市规划测绘中地理信息系统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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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IS has been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nd gradually applied in all walks of life, and has provided great technical suppo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walks of life. Urban planning is an essential link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nly by effectively completing the planning can we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urban
plan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application of GI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so as to make urban plan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more efficient. In recent years,
GIS has been well applied in urban plan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urban plan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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