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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开展土地资源动态监测活动,以便为土地资源进行充分保护,同时强化对土地资源的有效
治理和科学利用。其主要是依照政府部门的有关规定,利用采样分析、3S 技术手段等,对土地资源的空
间布局结构进行调查分析。基于此,本文综合说明了土地资源动态监测的相内容,旨在有效提升土地资源
的动态监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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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Dynamic Monitoring of Land Resources
Hongbin Zhao
Land Resource Surveying & Mapping Institute of Guangxi Province
[Abstract] By carrying out dynamic monitoring activities of land resources, we can fully protect land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scientific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t mainl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land resources by means of sampling analysis and 3S techn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lains the contents of dynamic monitoring of land resources, aiming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ynamic
monitoring effect of l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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