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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科技的发展下智慧城市诞生,为城市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打造了全新的城市形态,为
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保障,备受人们的关注。其中,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离不开测绘技术,而地理信息系统更
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特定的十分重要的空间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在智慧城市测绘中的应
用效果非常明显。在本文中主要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内容,并分析了运用在智慧城市测绘中的一
系列表现,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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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Smart Cit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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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irth of smart city has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lso created a new urban form, which has brought
prot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Among them,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indispensable in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special and very important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as
obvious application effects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smart city.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ten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nalyzes a series of performance applied in smart city mapping,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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