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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生产中的相关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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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年地理国情监测生产实践经验,结合2020年监测新增内容与要
求,总结了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为后续的常态化监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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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about the relevant technical points in 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data
Lin Wang
The First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and production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new contents and requirements of monitoring in 2020,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echnical points and precaution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data,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norm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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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DVI值范围自动进行提取,经过裁切、
滤波、平滑、合并小面等处理,由人工检
查后形成最终植被覆盖专题数据。采取
自动提取时应注意,屋顶绿化或树冠下
实际是房屋的情况应进行排除。通过与
人工解译成果的对比发现,自动提取方
式所获得的成果精度比人工采集正确性
更高,效率更高,后续的植被覆盖专题采
集可采用自动提取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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