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GPS 土地测绘精度的影响因素浅析
谢亚萍
河南省平顶山市大地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DOI:10.32629/bd.v4i7.3454
[摘 要] 信息技术在科技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现阶段,人们十分重视信息技
术,信息技术在土地开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若想更加科学和深入地研究土地测绘技术,就应深入分析测
绘精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就将探究GPS土地测绘精度的影响因素,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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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 升 GPS土 地 测 绘 精 度 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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