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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国土调查是一项国家十分重视的国情和国力调查,国家为了清楚地了解全国自然资源整
体利用情况,需要开展全国性的国土调查,这样中央才能掌握整个国土资源的基础性数据,并通过建立科
学健全的监测和统计方法,为社会提供精确的自然资源信息化服务；由于我国国土面积比较大,同时调查
中涉及到的数据类别比较多,因此数据量特别大,且容易丢失,这就导致了国土管理混乱,难以与其他国家
部门共享,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多去思考如何有效存储和管理国土调查数据,并且努力去推进国家相关部
门的信息化建设,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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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 is a survey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strength, to which the stat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In order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overall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the state needs to carry out a national land survey, so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master the basic
data of the whole land and resources, and provide accurate natur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the society
by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and sound monitoring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Due to China's relatively large land area
and many data categories involved in the survey, the amount of data is particularly large and easy to be lost,
which leads to confusion in land management and makes it difficult to share with other national departments.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 to think more about how to effectively store and manage land survey data,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national departments to truly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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