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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城市”“生态文明”等国家战略的快速推进,对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和产业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需求,急需突破传统思维、转变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升级。在测绘行业全面实现数字化、信息化的
背景下,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测绘行业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测绘行业思维模式、作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家规划、战略背景、实际
需求等背景和高新技术支撑下,基础测绘向新型基础测绘转型升级已成必然。因此须对新型基础测绘的
内涵进行探讨和分析,为新型基础测绘的深入研究和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与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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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smart ci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t is
urgent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thinking, change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aliz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of digit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i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Internet,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Thinking patterns and work patterns have
had a huge imp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lanning, strategic background, actual needs and other
backgrounds and the support of high-tec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to
a new type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s become inevitab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of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direction guidance for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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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基础测绘的探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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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比例尺固定、获取的要素固定,难以

工作要适应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相关需

式“新”、成果形式“新”、服务方式“新”。

满足新时代快速高效的测绘数据生产与

求。基础测绘工作与自然资源管理工作

下文从测绘体系建设、实景三维建设、

更新需求。用户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决定

二者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自然资源管

按需测绘、多测合一、基础测绘与基础

了测绘地理信息产品应具有采集要素按

理需要基础测绘提供技术支持。美国、

地理信息、基础地理信息与专题地理信

需获取、尺度按需定制、信息服务实时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自然资

息、联动更新等七个视角对新型基础测

动态等能力,这给传统测绘数据采集和

源管理工作十分先进,这些国家的基础

绘展开分析。

处理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按需测绘是

2018年自然资源部成立,基础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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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不同尺度的地理数据采集,并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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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全域覆盖、资源汇聚、时空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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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地理过程。

管理与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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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多测合一
多测主要指地形测绘、工程测绘、
地籍测绘、房产测量以及各类专题测绘。
由于历史上分属不同主管部门,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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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采用的技术手段均存在较大差异,

息的基础上,同时要记录和描述语义、过

立各部门在数据汇交、质量检查、融合

导致重复测绘,测绘成果难以共享使用。

程、关系、作用和属性等信息,实现测绘

处理、数据汇聚等业务流程中的协同管

多测合一则需要不同类型测绘的“合一”,

几何信息到地理信息的提升,使得地理

理与同步更新机制。需要利用航天、航

以及不同测绘阶段的“统一”。对不同类

信息可看、可用、能用、好用。

空、无人机、塔基、地基、车载遥感、

型的测绘,应基于统一的时空框架,构建

3.6基础地理信息与专题地理信息

摄影测量、视频、Li-DAR等新型测绘技

覆盖不同业务类型的地理实体分类体

基础地理信息是测绘地理信息在不

术精准动态获取信息,需要发展基于互

系、地理实体颗粒度分割体系,以及数据

同领域应用的最大公约数,是测绘地理

联网环境的信息抓取技术,利用大数据

获取的技术手段,提供满足不同测绘应

信息服务不同行业领域的基础数据。专

和人工智能方法,及时发现地理实体、地

用需求的测绘产品和服务。如在房产测

题地理信息是指在基础地理信息的基础

理现象、地理事件和地理场景的变化,

绘时需基于统一的空间基准和房屋地理

上,根据不同行业应用需求,将满足行业

及时获取空间位置、几何形态及相关属

实体,除了幢、层、户信息外,还需要补

应用需求的测绘地理信息叠加到基础地

性的信息,通过国家-省-市-县多级审核,

充室、屋顶、门、窗等地理实体。在地

理信息中,形成展现特定行业领域的专

一次更新,多级受用。

籍测绘时需要采集界址点的三维信息。

用信息。一般情况下,专题地理信息是行

在地形测绘时需要补充采集房屋外部三

业、专业独有的专题信息,但也还有相当

现阶段的测绘技术不断的进步,伴

维几何数据。对测绘过程的“统一”,

一部分与基础地理信息相同,或在基础

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在新型基础测绘工

则需要面向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土地收

地理信息基础上进一步分类。例如道路

作中的优势日益突出。因此必须有效的

储、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竣工验收到

信息既是基础的地理信息的重要组成部

结合信息化测绘的基本特点展开实际工

使用管理等全生命周期所实施的测绘过

分,也是交通部门、公安部门的专题信

作,切实的为现代化测绘以及实际的数

程,实现现状测绘、过程测绘、房屋预测

息。交通和公安部门不仅直接使用基础

据处理发挥实际作用,切实的对于数据

绘、竣工测量等阶段性测绘工作的有效

地理信息中的道路数据,而且还会对道

进行综合的治理,促进网络化信息服务

衔接,保证现实地理空间与规划设计的

路数据进一步开发,一方面为道路增加

的不断进步,结合有效的分析智慧化服

虚拟空间统一,规划设计图纸或BIM模

语义、属性信息,另一方面将道路进一步

务为城市的规划贡献力量。要结合信息

型与工程建设施工之间的一致性。在土

划分为路段、车道等。这些基础与专题

化与智能化的测绘系统,为地理信息的

地开 发 过 程 中 的 竣 工 验 收 环 节 ,是 地

地理信息在语义和颗粒度方面的差异,

建立健全作出实际的贡献,结合有效的

形、地籍、房产等不同类型测绘合一的

导致了基础数据的更新和专题地理数据

基础设施,为测绘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

关键环节,在该环节统筹协同不同测绘

的维护之间的严重矛盾。因此,需要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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