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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各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持渠道,进一步促进了行业及企业的进步发展。在
此背景下,作为测绘管理的重要部分,地理信息系统在测绘管理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对测绘的精度、
测绘管理的效率等诸多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日渐成熟,为更好的发挥其应用价值,
本文对地理信息系统在测绘管理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从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具体应
用,以期为测绘管理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促使测绘管理工作得以高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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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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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new support chann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In this
contex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and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the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application
valu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from multiple levels, in
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technical support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and facilitate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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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供给使用者相关的地理信息,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及现实意义。

测绘管理工作的质量效率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其行业市场关

具体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以通过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存储、整合、

注的热点问题,在科技领域不断发展的背景环境下,测绘技术及

运算、分析处理等方式实现专业化管理,其技术要点在于呈现精

地理信息系统取得了新的进步,为测绘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大支

准的位置及地理信息,辅助使用者更好的完成测绘工作。在科技

持。而如何将地理信息系统有效应用于测绘管理当中,还需对其

飞速发展背景下,地理信息系统在近年来也获得了进步与发展,

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其特点、应用范围、具体应用等各个方面,

其功能更是逐步实现了优化完善,给予测绘管理、科学研究、发

使之能够将其功能优势充分发挥,更具价值意义的提供给测绘

展规划等各个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

管理工作支持,以更好的提升测绘水平,提高测绘信息的准确性
及科学性。

从整体的角度而言,地理信息系统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功能,
即空间数据管理功能、地图制图功能。首先,对于空间数据管理

1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功能而言,其能够提供给多元形式的数据录入方式,诸如基于

1.1地理信息系统简介

AutoCAD的地形图基础数据中,其录入内容涵括地形地貌、水系

地理信息系统属于空间信息系统的一种,同时也是计算机

植被等诸多类别。此外,地理信息系统还可基于现实情况分类处

硬件及软件系统的集合,通过对地理数据信息的科学处理,以提

理各项数据,提供给使用者良好的应用体验,如检查更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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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其次,在地图制图功能方面,主要是以改善以往的手绘

地理方向感,有效解决出行问题的同时,还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最

制图的方式,使制图效率得以提高,以更好的配合测绘工作。

佳线路,节省相应的出行时间。现阶段地理信息系统与车辆定位

1.2地理信息系统特点

系统已逐步形成功能结合,并广泛应用于交通领域当中,在此发

在科技发展支持下,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有效优化,并逐渐

展趋势下,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将不断扩大,为社会及科技

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当中,提供给测绘管理人员更好的支持。从

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其特点的角度分析,具有提升测绘效率、提高数据精度、具备较

2 地理信息系统在测绘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强抗干扰能力等。

2.1应用于数据采集

首先,在提升测量效率方面,工作人员能够通过对地理信息

过去在测绘工作方面,工作人员在进行地理信息的采集期

系统的应用,有效改善过去测绘工作中反复多次的测量方式,同

间,往往存在缺乏全面性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地理信息数据涉及

时,能够避免因气候及地形等因素的影响而停止测绘工作,使测

多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且在采集数据信息期间易于受外

绘工作能够高效、持续的进行,实现测绘管理工作效率的切实提

界环境因素影响。期间,更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及物力展开采

升。譬如,在勘察地形地貌方面,则可直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测

集工作,导致地理信息采集的成效不高。特别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量以期进行工作,通过对区域地形地貌的扫描处理,同时开展各

加之吃区域地势复杂,更是难以有效推进数据采集工作。而地理

部分测量工作,从而实现工作效率的整体提升。

信息系统以其科技优势,能够有效避免上述问题,不仅能够使测

其次,在提高数据精度方面,科技的提高是提升数据精准性

绘工作顺利展开,亦能够有效保障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在数据的

的重要因素,在以往的测绘技术下,测绘结果虽具有一定的准确

存储方面,地理信息系统主要有两种存储方式,即栅格存储和矢

度,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地理信

量存储。其中,栅格存储是以网格宽度制定测绘分辨率,并结合

息系统则能够以更优的技术功能实现高精度测量,如将测绘技

网格的行与宽对存储单位的量进行确定。而矢量存储则是以依

术与遥感技术相融合进行应用,能够更好的测量大型建筑,且测

据环境内部物体自身形态实现的存储方式。在数据采集应用中,

量结果更具实用性。

通过这两种方式的有机结合,能够更具普适性的应用于测绘工

最后,在抗干扰能力方面,传统测量方式会因气候天气、地

作当中。除此之外,地理信息系统还可结合其他机械设备完成数

理地形等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测绘工作停滞或测绘数据

据采集工作,如搭配雷达激光、摄影机等,以此提高数据信息采

准确度不高。而地理信息系统的优势在于将过去测绘工作中的

集的精确度。

影响因素有效规避,能够对存在复杂地理条件的区域进行测绘

2.2进行数据转换和处理

处理,直接、顺利的展开测绘工作,具有较大的测量范围,且不受

作为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技术功能,数据转换和处理的应

其他不良因素影响。既能够在空旷的平台上进行测量,亦能够实

用亦是现阶段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应用方向,其系统内部有专

现对复杂地区的测绘。

门的软件,将上传的数据信息进行集中处理。其整个处理过程

1.3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

为：①上传数据至系统当中；②编辑处理已上传的数据信息；

具体而言,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包括技术层面的应用、

③进行预处理操作；④拓扑建模；⑤分析数据；⑥对数据进行

专业层面的应用以及生活导航的应用。首先,在技术应用方面,

图形处理。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数据实现转换与处理,能够更好

即表现在依托网络科技实现对地理位置、地貌特征等地理信息

的实现对数据的分析工作,从而明确各类数据的属性及空间关

的及时了解,是以通过地理测绘呈现的结果,将各类地理信息进

系。对较为复杂的实体数据,则可通过建模的方式分析数据。另

行数据处理之后,通过网络平台以图像、数据等形式直观提供给

外,在数据转换和处理操作过程当中,还需对数据的重构部分加

使用者。在测绘期间形成的影像信息,相较于其他系统而言,地

强重视,使数据能够有效转换为能够直观识别的表现形式,确保

理信息系统更具专业性、全面性,且具有更高的精度优势。其强

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更好的对数据进行优化处理,使各数据信息

大的功能既能够应用于科学调研、图形绘制,亦能够实现财产管

间相互兼容。为更好的满足不同情况的应用需求,解决数据属性

理等,具有更为便捷、系统的应用优势。

不统一的问题,相关人员在测绘工作期间,可先利用转换投影机

其次,在专业应用方面,地理信息系统所具备的空间分析、
定位搜查等功能,能够更为准确的提供给使用者相关数据信息。

对数据建立对应模型,进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分析。
2.3可以进行空间分析

在高效率数据处理基础上,进一步借助计算机系统进行智能整

空间分析也是地理信息系统功能的一大亮点,在这方面的

合。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更为便捷的分布地理区域内的对象。同

应用过程当中,需要在进行数据预处理前期,对数据做好计算与

时,这一系统还具备较好的数据转换处理功能,能够帮助使用者

分析工作,将空间物体与其位置间的关系找出。作为重要的地理

更好的获取常规形势下无法获取的性格信息,从而提高对地理

信息系统功能,这部分技术涉及专业知识相对较为广泛,涵括诸

地形地貌信息的精准度。

多专业领域,包括如地球学、物理学、区域科学以及经济学等多

最后,在生活导航应用方面,地理信息系统能够依托其导航

个领域。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期间,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处理,

及定位系统,提供给使用者对应的地理信息,帮助使用者提高其

能够将所需信息进行描述,整合多个专业知识理论,通过融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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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而获取空间数据信息,以达到对空间的真实预测与模拟功

计和完善后续救援方案。

效。在此期间,还可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完成相应的设计与制作工

3 总结

作,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相对较为便捷,

地理信息系统对测绘管理有着重要的价值作用,其功能优

能够更好的把控数据的精准度,同时,还能够使工作人员的工作

势使测绘工作取得新的进步与发展,能够使测绘管理水平获得

量有效降低,实现工作效益的整体优化提升。

有效提升,提供给测绘工作更优的科技支持。因而在测绘管理工

2.4模拟现实场景

作开展期间,需加强对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重视,对地理信息系

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现状,地理信息系统中的虚拟现实技术

统充分了解,将其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减少人力测绘工作强度,

亦可为当下在测绘管理工作中的应用方向,旨在借助计算机进

提高整体测绘效益。同时,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地理信息系统

行三维立体空间形态的模拟处理,能够提供给使用者更为直观、

还需在应用期间不断创新与改进,以更好的给予测绘管理工作

形象的数据信息,给予使用者多种感官体验,包括如视觉、听觉

支持,促进测绘技术的有效发展。

以及触觉等方面。具体应用上,是将测绘数据通过分析处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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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万方数据库简介：
万方数据成立于1993年。2000年，在原万方数据(集团)公司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国科技出版传媒
有限公司、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和科技文献出版社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是国内较早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20年来快速稳定的发展，万方数据目前拥有在职员工近千人，其中硕士以上学
历约占25%，专业技术人员占70%，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提供信息资源产品为基础，同时集信息内容管理解决方案与知识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内容服务
提供商，形成了以“资源+软件+硬件+服务”为核心的业务模式。
万方数据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依托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应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检索技术，为决策主体、科研主体、创新主体提供高质量的信
息资源产品。在精心打造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万方数据还基于“数据＋工具＋专业智慧”的情报工程思路，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数据定制、
分析管理工具和情报方法，并陆续推出万方医学网、万方数据企业知识服务平台、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等一系列信息增值产品，以满足用户对深层次信息
和分析的需求，为用户确定技术创新和投资方向提供决策支持。
在为用户提供信息内容服务的同时，作为国内较早开展互联网服务的企业之一，万方数据坚持以信息资源建设为核心，努力发展成为中国优质的信
息内容服务提供商，开发独具特色的信息处理方案和信息增值产品，为用户提供从数据、信息到知识的全面解决方案，服务于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推
动全民信息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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