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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国情监测成果是国家层面掌握基本国情、国力,制定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国务院批准
开展的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任务,是全面、持续地掌握人类活动、环境生态、自然资源等基本情况的基
础性工作。外业调绘是地理国情监测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步骤,是辅助内业判读的重要手段,因此高效完善
的外业调绘技术方案,不仅可以保证地理国情监测成果的有序展开,而且在技术层面上对地理国情监测
常态化任务提供参考。本文以新疆地理国情监测项目为例,分析探讨外业调绘的整体技术流程以及在核
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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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Method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Based on
Electronic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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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of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level
to grasp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national strength, and formulate national policies. The task of normalizing
the monitoring of geographic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approv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s a basic task for
comprehensively and continuously grasping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human activities,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Field mapping is the main step for obtaining information in the monitoring of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assist in-house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efficient and complete
field mapping technical solutions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results of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but also in technical At the level,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normalization task
of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monitoring project of Xinjiang's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s an example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overall technical process of field survey and
mapping,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and the solutions.
[Key words] geograph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field surveying and mapping; electron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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