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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使测绘工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转变,计算技术与空间信息的有效结合
为测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提高相关应用的精确程度与执行效率,应当将标准化作为基础测绘
的工作方向,使其能够达到良好的生产、管理应用效果,降低出现问题的概率,实现基础测绘的发展与完
善。同时,还应当结合相关标准措施,对基础测绘进行深入优化,使其能够达到最佳应用效果,提高测绘的
质量与实施效率,达到良好的工作目标。基于此,本文结合笔者工作经验,就新型基础测绘标准化进行分
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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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tandardization of New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Jianhui Ma
Changji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Land Resources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has brought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xecution
efficiency of related applications, standardization should be taken as the work direction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so that it can achieve good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pplication effects,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problems, and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in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standard measures, so
that it can achieve the best standardized application effect,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achieve good work goal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new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based on the author's work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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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外测绘地理信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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