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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土地利用的整体架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耕地面积降低的趋
势,因此动态、精准地把握现有土地的质量、数量和利用情况成为推动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环节。本文首先对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技术进行了概述,之后介绍了其技术在土地监测中的实现路径,
最后分析了其应用特点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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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land use survey and
dynamic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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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domestic land use has under
changed dramatically, showing a trend of decreasing arable land area, so dynamic and accurate grasp of the
quality, quantity and utilization of existing land has become a key link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This paper first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imaging
technology, then introduc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ts technology in land monitoring, and finally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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