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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和人类的生活与生产息息相关,人类一系列的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陆地
环境。人类进行的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变化是发生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土地利用的研究已成为
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遥感技术以覆盖面广、信息量大等优势为土地利用分类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光学遥感影像凭借其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适合的光谱分辨率以及共享度高等优势,在土地
利用分类中被广泛使用,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利用光学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分类的工作进行分析总结
归纳了土地利用分类时所用到的光学遥感影像数据、分类方法,分类效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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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of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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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fe and production. A series of human activities are affecting the
land environment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The change of land use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is the main
factor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land us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global change research.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technical means for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advantages of wide coverage and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are
widely used i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because of their high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lution, suitable spectral
resolution and high shar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work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using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summarizes the optical remote sensing image data,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classification effects used i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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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遥感技术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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