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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些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扶持,国家越来越重视起对于土地的管理,严格管控
土地的使用情况。对现有土地进行信息管理系统的调查和管理,保证城乡土地的地籍消息,确保地籍信息
可以能迅速处理,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当前的遥感技术可以和各种新型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将遥感
技术与土地结合到一起,实现对国有土地的监督和管控。将数据的采集、数字化和数据处理作为基础,
以各种新兴技术为辅,建立土地的数据库,实现对数据的动态管控,最终实现遥感测量技术在土地地籍中
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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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land and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use of land.
The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xisting land b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an ensure the cadastral
in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and ensure that cadastral information can be processed quickly. The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current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n be combined
with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to realize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state-owned land. Based on data
collection, digitiza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supplemented by various emerging technologies, a land database is
established to realize the dynamic control of data,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rational use of remote sens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land cadastre.
[Keywords]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dastral; appli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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