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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广阔,物质资源丰富的国家,当前土地测绘工作在我国的受关注程度越来越
高。在土地测绘工作开展期间,数据整体准确性对于土地测绘工作的发展尤为关键。特别是土地测绘工
作中对地理信息系统的合理应用,不仅能够实现对数据的高效收集与整理,还能在科学技术手段的帮助
下完成高精准度测绘需求,实现全国土地测绘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将对土地测绘中地理
信息系统的应用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针对现有技术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希望通过对地理信息系统应
用效率的提升,实现我国土地测绘工作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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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IS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Shuangling Song
Guangrao County natur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zip
[Abstract] as a country with a vast land area and rich material resources,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data is particularly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particular,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GIS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efficient collection and sorting
of data, but also complete the needs of high-precis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national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opinions on the existing technical problems, hoping to real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China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pplication efficiency of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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