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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学信息技术的推动之下,土地测绘工作中的新技术应运而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它改变传
统二维平面视图,逐渐转变成一个三维立体、动态的数据网络库,其中蕴含大量的地理参考信息,为工程
测绘提供强力的依据。土地测绘过程中使用地理信息技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空间信息,生成完整且
满足用户需求的地图。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执行过程中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测绘方式。在决策过程中,
它可以通过简单的地图简明的报告,更好地呈现决策者关注的重点话题,不必通过复杂的文字信息进行
描述,特别是在土地测绘过程中,能对测绘的具体应用进行探析,提高土地测绘水平。本文以地理信息系
统技术在土地测绘中的应用及其价值为研究课题,为我国的土地测绘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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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ies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have emerged as the time requir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two-dimensional plane view and gradually transforms into a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data
network library, which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geographic reference information and provides a strong basis
for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an obtain spatial information in the shortest time and generate a complete map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user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has revolutionized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methods in its execu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t can better present the key topics that
decision-makers pay attention to through a simple map and concise report, without the need to describe
through complex text inform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t can analyz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application and valu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as
the research topic, and contributes to our country's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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