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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幅员辽阔,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各个城市进行规划建设,需要加强对土地的合理利用,以及有
效开展地籍测绘工作。地籍测绘工作主要是对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面积的大小、城市界限的划分、
权属等各种情况进行调查与规划测量,并进行登记。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地籍测绘的方式在不断创
新,从最开始的人工测量记录数据,到现阶段使用各种技术、仪器进行测量,这样可以快速的得到测绘数
据、图形、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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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In order to better plan and construct each city, the rational use of lan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should be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is mainly to investigate, plan and register the urban geographical location,
size of planned area, the division of urban boundaries, ownership and other condition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way of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
from the initial manual measurement and recording data to the current use of various technologies and
instruments for surveying, so that the data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figures and tables can be quickly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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