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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之中,城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城市对于
一个国家来说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其不仅拥有着让国家经济进行发展以及让人类进行繁衍生息的作用,
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文化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作用,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作用和功能往往在其他
的工具所不能实现的。本文所指的智慧城市建设就是希望在不久的未来中可以将城市的各种作用发挥
到极限,所以,针对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对面向智慧城市的测绘地理信息共享模式进行一定的研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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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citi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cit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a countr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ole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production also has the rol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se roles and functions are often not achieved by other tool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is to hope that various functions of cities can be utilized
to the limit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fo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in my country, we will carry out
certa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haring modes for smart citi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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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带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城市建设朝向智能化智慧

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促使“大城市病”得到及时、有效地缓解,

化发展,自规划至今,智慧城市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试点逐步扩大,

同时还能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城镇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如今

到目前政府开启PPP模式建设的过程,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耗资巨

智慧城市的构建也有较大的发展,例如：新加坡、仁川等对于智

大,而且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类海量数据和信息,这就对提供支

慧城市的应用比较成熟,我国目前还处在建设发展初期,已经有

撑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实现地理信息

很多城市都是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通过这些年的不断调查,我

大数据筛选传输实时化、处理智能化和分析快速化。在智慧城

国的智慧城市发展趋势良好。

市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地理空间框架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建设的

2 测绘地理信息的意义

实际需求,需要更准确、更丰富的地理信息数据,推动智慧城市

2.1空间地址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地理信息进行收集,

建设的快速发展。

1 智慧城市的含义

获取准确的地理信息,可以将城市的实际空间状况进行全面的展

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现在依旧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就是

示。城市的建设和设计有着较高的难度和复杂性,不同的建筑物

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

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用户的需求也各有不同,只有采集

成,从而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优化城市管

精准的数据信息才能够保证城市规划的合理性。相关的技术工作

理水平,还能够促进市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地改善。智慧城市

人员可以通过使用物联网技术准确识别空间地址,准确定位城市

把新的信息技术运用在城市中,这样做可以实现信息化、工业化

建筑,合理应用测绘地理信息,为智慧城市的顺利建设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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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物联网的建设

4.3加强资源集约化建设

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物联网技术有着重要的作用。应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以信息资源集约化为根本要求,统

用物联网技术,构建完整的监测系统,提高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

筹规划、搭建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通过测绘地理信息的应用,

准确性。通过分析测绘空间底层,不仅可以提高设备的运行的效

能够促进城市信息高度融合和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管理的顺利

率,还可以将多个不同的地址空间进行连接,最大限度地发挥物

实现。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需重视测绘地理信息的应用,加强集

联网技术的管控功能,对管控对象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了解。

约化建设,提高地理信息资源分析能力,优化城市管理方案,促

2.3智能化应用

进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例如打造智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对测绘地理信息服务进行合理的应用,对城市的建设工作

将各种来源的空间规划数据进行整合并集成到“一张图”上,

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例如,可以在电力建设中对城市电线系统

对规划区域内的全部空间要素进行管理、查询、分析。地理信

进行合理的分配,并对城市空间进行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

息数据库是一个综合性的信息模型,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技

作用,不断地推动着地理信息服务向着便捷化的方向发展。

术,可以存储和管理矢量数据、属性、影像、地形和3D对象,提

3 智慧城市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式的不足
现阶段主要通过卫星系统、遥感技术等获取地理数据,通过

升智慧城市建设效率和建设成果。
4.4由项目管理转变为综合信息管理

项目形式开展生产作业,工作人员分工序、分专业,根据工艺流

现阶段,测绘信息服务主要是有限动态与静态模式为主。基

程采集地理数据,也就是生产标准数据,此种形态采集的数据有

于智慧城市不断落实与建设,网络、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已经渗透

限,主要通过数据库形式进行保存。虽然,现阶段基础地理数据

到各个领域中,通过不同遥感设备与智能传感器收集信息的方

具有较高的更新周期,然而主要提供例数信息服务。将数据采集

法日益丰富,实时地理数据更加庞大,数据共享以及交换更加频

作为中心,将项目作为管理单元,主要采用层级管理模式,无法

繁,数据形态与类型不断朝着多样化与复杂化方向发展,相关生

保证不同项目地理数据的通用性与一致性,例如,基础测绘、地

产流程、作业单元、作业机组等界限开始模糊,数据收集以及处

理国情监测等由于采集标准不同,所以无法进行融合,与指挥管

理更加灵活,促使要素级互动更新、移动端更新、传输端更新以

理要求存在一定差异。

及其他作业方法交替开展,因为数据收集、处理和服务等方面界

4 基于智慧城市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式

限日益模糊,因此需要积极改变管理方式,传统项目形式管理的

4.1事件型地理测绘信息服务模式

效率以及质量等均无法满足当前工作要求。所以,需要对管理模

传统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式一般提供的是基础的地理信

式进行创新,采用综合信息模式开展管理工作。

息服务,一般在地图以及4D产品中应用面比较广,但是因为当下

4.5一测多用

相关产品的需求量较少,所以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得不到有效的

点、线和面图形必须单独收集。为DLG和DEM生产收集的数

应用。而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的方式也

据有时与为DOM和DRG生产收集的数据大不相同。在智能城市的

将随之改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应当建立事件型的服务模式,及

背景下,必须在短期内迅速收集同一区域的地形数据,收集到的

通过当下已经发生或者有发生迹象的事件为主体,进而有效挖

数据必须用于产生许多称为单一用途的测绘结果。推广这种制

掘相关事件所包含的地理信息,并且根据该事件的具体情况,提

图模式需要在实际生产中广泛使用诸如低空倾斜摄影测量、激

供相应的服务,进而有效满足其需求。将时间和相关信息进行有

光雷达和其他制图技术等制图技术,以便在获取坐标的同时,获

效结合,不仅有助于将相关事件有效解决,还可以充分发挥信息

得地物表面和周围特征及环境的纹理和图像数据以这种方式收

的作用,优化测绘地理信息的服务模式,有效推进信息化城市的

集的数据可能是完整的城市综合地形图、授权外国产业研究、

建设。

建筑精细三维建模、应急图等。并且由于倾斜摄影测量和激光

4.2加强信息服务管控体系构建

雷达等技术的优点,有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地收集目标区域的

智慧城市时代下,数据信息量不断增加,给测绘地理信息服

数据。使用单一用途模式对制图单位提出了更高的制图设备、

务效率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结合现阶段的服务情况,为了能

操作员、数据存储和处理要求,但减少了制图单位在外部行业的

够促进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升级,需要加强服务管控体系构建。在

劳动力,减少了操作员在外国行业观察错误的风险,并促进了测

实际的服务管控体系完善中,需要引入精细化管理模式,加强控

绘外业工作向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制理论知识学习,保证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管控体系的形成和完

4.6多源时空信息数据一体化整合

善,根据相关产业的实际情况,做好服务计划设计,加强实施过

地理数据信息内容众多,不同时间、地域条件下的地理数据

程控制,实现服务升级的目标。通过对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管控体

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保证地理数据整理的精准化,必须坚持属

系不断完善,做好各项实施措施是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采取科

地、时间、空间等原则,对多源时空信息数据进行一体化整合,

学化的指导措施,保证服务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减少服务环节

确保测绘地理信息真正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以智慧空间规划

中的问题,为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升级提供保障,促进其服务工作

全要素“一张图”为例：时空数据库用于存储和管理位置或形

水平不断提升。

状随时间变化的各类空间对象；形成完整的多源时空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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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整合管理体系；空间数据库的更新是维护空间数据现实

术等测绘技术手段来辅助自然环境变化监测单位获取各地区各

性、提供多元化服务的主要手段。数据与传统的单机化软件不

类自然保护相关数据信息,为环境污染治理提高重要支持；在建

同,数据平台通过跨平台集成技术,基于中间平台软件(如FME和

筑工程施工单位合作方面,测绘单位可以将自身的数据与建筑

ArcGISPro)搭建规划信息集成管理平台系统,实现规划成果的

工程施工单位的BIM模型库相结合,进而通过建筑工程施工单位

多时态版本管理动态更新,确保现状数据现时性和历史数据的

来更为精准地获取建筑模型数据信息,对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提

可追溯性,完成数据更新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供更为完善、精准的信息补充。

5 结束语

4.7增强智慧城市的智能性
智能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创建便民、利民的

智慧城市建设是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规划设计新思路,

智能化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管理是城市建设过程中比较突出的

从实际效果来看,基于地理测绘信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将平

问题,如何实现城市的科学化管理是智能城市建设致力于解决

面的图纸信息通过多维视角进行更加直观地展现,同时,传统城

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上升,打破了城市人

市规划设计中的数据得到了完善,利用智慧城市三维建模,结合

口平衡,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功能,调节城市压力,测绘地

相关变量的动态变化,使智慧城市建设更加智能化、规划化、科

理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量数据信息是智慧城

学化,促进现代智慧城市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更加

市的特征,为此,在数据信息处理过程中必须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安全、宜居的城市空间。

和准确性,这样,才能实现城市高效运行。测绘地理信息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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