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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地理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发展中,要想更方便清楚的了解地表形态、地表覆盖与国情变化
等重要情况时就要先对地理国情监测有更好的了解与应用。科技的发展与进步造就了新型测绘技术得
到了广泛的发展和使用,同时测绘技术的发展对地理国情监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测绘技术的应用,大大
节省了人工劳动,同时也提升了地理国情监测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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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face form, surface coverage and changes in national conditions,
we must first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monitoring.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nitoring the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greatly saves artificial labor, but also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geographical monitor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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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绘在地理国情监测中的具
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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