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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地理国情监测中地表覆盖水域范围与地理国情水域要素套合时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提
出了利用DEM水文分析法和ArcGIS空间关系排查法进行优化处理的方法。实践证明,利用该方法能解决
两类数据时空不一致以及其他情况引起的套合问题,使得在全国尺度上的地理国情监测水域数据成果
更加准确、客观、可靠,为提高地理国情监测成果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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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many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ange of waters covered by the land
surface and the elements of the waters of the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monitoring of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method using DEM hydr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ArcGIS spatial relationship investigation method.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use of this method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nsistency in time and space of the two types of data and the integration problems caused by
other situations, and make the results of national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water area data
more accurate, objective and reliable,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onitoring
results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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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地理国情监测水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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