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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地理信息测绘,从过去丈量土地到现在利用成熟技术的图纸测绘与数字化
测绘,又到初步形成的信息化测绘,不断进步的测绘技术又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持续深入,使人们进
入新地理信息时代。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新地理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测绘相关理论,希望给有关机构提供
一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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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inseparable from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From measuring land in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using mature technology of blueprint surveying and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o the preliminary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promotes people enter the new era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related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the new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ra,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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