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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于城市建设的要求也在逐渐提升,在城市测绘的过程
中地理信息系统是一种先进的测绘技术,可以为城市规划布局提供准确的数据作为支撑,保证城市建设
的经济效益。地理信息系统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显著的提升城市测绘的工作效率与水平,为城市建设
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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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re also gradually improv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surveying and mapping, GIS is an advanc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which can provide accurate data as support for urban planning and layout
and ensur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GIS, 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urban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data for urban construction.
It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ical form in the process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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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管理还需要关注城市发展

可将旅游景点图像直观呈现到观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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