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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简称“三调”)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其结果将广泛地应用于土地规
划、国土资源管理等。“三调”是在“二调”的基础上,对已有内容的细化、变化内容的更新、新增
内容的补充；“三调”工程量大、时间紧,而只有新技术的应用才能支撑其高效、准确地完成调查任
务。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开辟了新形式下土地调查的新方法,提高了土地调查的效率。本文针对“三调”
中新技术应用的这一问题,介绍了无人机、云计算、互联网+、3S 一体化以及内外业一体化在“三调”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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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Yue Cao
Aerial Survey and Remote Sensing Bureau of China Coal Geology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referred to as "the third survey") is a major survey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 and its results will be widely used in land planning, land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so on. "The third survey" is the refinement of the existing content, the update of the changed content and the
supplement of the new cont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econd survey". The project of "the third survey" is large and
time is tight, and onl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can support it to complete the investigation task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 has opened up new methods of land survey
in new forms an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land survey. Aiming a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surve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3S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dustries in "the third survey".
[Key words] the third survey; UAV;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3S;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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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过这种方式,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
信息可以按需提供给计算机和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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