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不动产测绘特点及测绘技术
田青
滁州市自然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DOI:10.12238/gmsm.v5i2.1350
[摘 要] 在我国众多工程测绘工作中,不动产测绘是重点内容,它不仅可以为房产测绘工作提供数据指
导,同时也可以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帮助。然而不动产测绘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
足,这就导致不动产统一登记管理工作无法发挥出实质性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实施。
因此,相关研究工作人员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切实提高不动产测绘的水平和质量,确保不动产统一登记
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加快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基于此,文章就不动产测绘特点及不动产测
绘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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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olog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Real Estate
Qing Tian
Chuzhou Natural Resources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 In many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n China,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the
key content.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data guidance for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but also provide
help for urban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process of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hich make the unified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al estate
unable to play a substantial role, and also hinder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relevant research staff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sure that the unified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al estate is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ultimately accelerate the pac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ology of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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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动产测绘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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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动产测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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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3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行测量工作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规定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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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动产测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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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过程中,不动产测绘工作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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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过程中该技术的应用发挥出了不

支撑。不动产测绘技术的权威性对于保

技术,是GPS测量技术发展中的一个突

可替代的作用,其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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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面能够发挥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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