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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我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开展中也大量应用了
信息化测绘技术,既实现了调查信息的准确性和详细性,也能够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调查效率和调
查质量。因此本文通过对信息化测绘技术的分析及其在第三次国土调查中的应用价值,对当前的应用技
术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以此促进信息化测绘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深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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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ll walks of life, China's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work has also been a larg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mapping technology,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accuracy and detail of the survey information, but also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survey. Theref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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