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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对于自然资源的监管工作的不断深入,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工作也变得越发重要,其
监测结果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相关人员根据地理国情监测的成果来进行日常
的自然资源的调查与统计分析,基于此,基础性地理国情的监测成果的准确性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主要
探讨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希望带给相关工工作人员一些参考
意见。
[关键词]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问题分析；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P25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Common Problems of Basic Geographic National Condition
Monitoring
Nan Shangguan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supervi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monitoring of basic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application of its monitoring results i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s are more and more. Relevant personnel conduct daily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geographical monitoring. Based on this, the
accuracy of 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basic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monitoring process of basic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amendments, hoping to bring some reference opinions to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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