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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更新频繁,目前通过技术手段来处理图形的速
度和质量越来越高,地理信息系统便是信息化的产物。通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可以让城市建设的质量更
有保证,让城市测量的工作更加有效。从而带动城市的不断建设发展。目前来说,在智能城市测绘工作中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能够让城市测量的效率和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还能有效地促进测量工作的准确性,
避免更多问题的产生。基于此,文章就智能城市测绘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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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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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frequent upda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graphics processing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t presen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s the product of informatiz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he qual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can be more assured, and the work of urban
surveying can be more effectiv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smart city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urban surveying, and also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accuracy of surveying
work and avoid more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smart cit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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