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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测绘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互动,特别是3S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城市”和“智
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这就要求当前基础测绘必须向高精度、属性化、信息化、数据共享的方向发
展。因此,基础测绘在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基础测绘；优势；建设
中图分类号：P25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dvantages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Jianxia Bai1 Dengfeng Yao2
1 Zhejiang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Co., Ltd
2 Zhejiang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nterac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3S technology, "digital cities" and "smart
cities" have emerged and developed. This requires that the current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must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high precision, attribu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data sharing. Therefore,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local economy, politic,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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