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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模式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进入人们的生活,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信息技
术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尤其是地理信息在城市测绘中的系统化应用。城市测绘作为一种典
型的管理,收集信息方式极其复杂,因此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对相关信息整理就要将地理信
息系统和城市测绘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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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big data era and the "Internet plus" mode,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have entered into people's lives. This reflects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especially the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urban surveying and mapping. Urban surveying and
mapping as a typical management, the way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s extremely complex.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llat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requires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urba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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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全面分析,研究是否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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