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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与其他自然资源相比具有特殊功能,所以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工作十分重要。由于我国地
形地貌的多样性,导致其分布不均匀出现西北部水少干旱的局面。一直以来野外实地调查是传统勘察的
主要方式,不过这种调查方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形地貌、交通环境和人为因素等,所以调查期
间难免会遇到诸多阻碍,在科技水平迅速发展的今天,水资源调查监测中卫星遥感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使得水资源调查监测效率明显提升,从技术上为地下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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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have special functions, s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very important.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landform in China,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is uneven, resulting in the situation of less water and drought in the northwest. Field investig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method of traditional investigation, but this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opography, traffic environment and human factors, so it is inevitable to encounter many
obstacles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Toda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water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Technically, it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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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供水量、水质和供水保证率,确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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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调查效果更为显著使调查中所需

水资源污染问题,营造优质的水资源环

3.6土壤水资源调查监测

要的技术方法更加丰富,尽可能的降低

境。对全市范围做出划分,得到多个细分

土壤水分的卫星遥感监测主要包括

水资源调查期间所产生的问题,可见未

的监测区域,结合各区的实际情况,灵活

光学遥感监测和微波遥感监测两种。微

来水资源调查情况想要得到充分改善促

应用水文水资源监测技术,并加大对污

波遥感监测又分为主动微波和被动微波

进调查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对卫星遥

水排放点的水质检测力度,及时掌握水

进行土壤水分的反演。国内外学者先后

感技术的应用给予高度重视,同时确保

资源的实际状况,判断排放污废水的水

利用光学、主动微波、被动微波和多传

该技术能够在水资源调查,效果评估工

质是否达标,若有不达标的情况则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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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反演,以及三者联合反演土壤水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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