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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农房房地一体权籍调查工作,基于温州市洞头区农村宅基地及房屋不动产权籍调查项目,
具体阐述了其工作基本路线,并介绍了一些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优化方法和小技巧,使工作流程得以优化,
一些重复的工作得以简化,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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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ass10.1的批量导出宗地图的功能
绘制宗地图。Cass10.1优化了地籍数据
处理流程使成果高度可定制化,在快速
成图编辑、属性录入、成果输出等环节
采用全新技术。批量输出成果达到秒级
输出,极大的提高成果输出效率。而且
Cass10.1使地籍成果开源,用户可灵活
定义定义宗地图、地籍调查表、界址点
成果表等成果样式。通过定义宗地图样
式,可批量生成符合相应规范和规程的
要求的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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