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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比例尺数字地籍图的测绘技术探讨
姚登峰 1 白建霞 2
1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 2 浙江省国土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DOI:10.12238/gmsm.v5i2.1351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的综合价值得到了有效提高,各地区对地籍图的需求和可靠性
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这使得数字地籍图得到了普遍关注。大比例尺数字地籍测量是数字测绘技术在地籍
测量中的应用。其实质是一种完全分析和计算机辅助的绘图方法。数字地籍测量是以计算机为基础,
以外部输入输出设备、硬件和软件为支持,采集、输入、绘制、输出和管理各种地籍信息数据的一种测
绘方法。数字地籍测量是野外地籍测量与内部地籍测量相结合的综合性操作系统。它是计算机技术应
用于地籍管理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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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land has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mand and reliability of cadastral map in various reg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which makes digital cadastral map get universal attention. Large scale digital
cadastral survey i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cadastral survey. Its essence is a
complete analysis and computer-aided drawing method. Digital cadastral survey is a surveying and mapping
method based on computer and supported by external input and output equipm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to
collect, input, draw, output and manage all kinds of cadastral information data. Digital cadastral survey is a
comprehensive operating system combining field cadastral survey and internal cadastral survey. It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in cadastr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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