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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当中,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对整个城市内部的人口和地理环境,以及
现有的硬件设施参数进行全方面的融合,之后对获得的参数进行处理,能够帮助城市规划管理进行优化。
此外在大部分城市规划建设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向着智能化城市的建设发展,主要是增加城市的各项
硬件设施,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人工管理的方法,对城市规划进行管理,就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且
获得的数据也不准确,所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更好的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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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use of GIS can integrate all aspects of the
population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within the whole city and the existing hardware facility parameters,
and then process the obtained parameters, which can help optimize the urban planning management. In ad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st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ity, mainly by increasing various hardware facilities of the city. If the urban planning is managed only
through manual management, the workload of staff will be increased, and the data obtained is not accurate.
Therefore, the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an better collect, analyze, sort out and use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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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城市制图

分析该规划方案是否能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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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数据转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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