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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各类突发事件数量逐渐增多,它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
全带来危害。对此,通过使用测绘地理信息能够更好的处理应急突发事件。本文首先讲述了应急测绘体
系结构,最后讲述测绘地理信息在应急测绘当中的具体应用,以此来供相关人士参考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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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various emergencies in my countr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t not only
brings huge economic losses, but also brings harm to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In this regard, the us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an better handle emergency emergencies. This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the architecture of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finally describ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communication for related parties.
[Keywords]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mergency surveying and mapping;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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