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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现代化技术在很多行业和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为人们日常
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现阶段,我国正大力推进数字化城市设计与建设工作,且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和人才。其中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数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并且其对于保证数据应用的科学性,
以及提升数字化城市建设质量与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对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在数字城市
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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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industries and fields, which provides great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daily life. At this
stage, China i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ities, and has invested a lot of funds
and talents in this regard. Among them,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cientificity of data
applica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digital c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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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在数
字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2.1促进数字城市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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