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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我国根据当前土地情况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这样可
以及时地推动我国对国土资源的管理和应用,也可以满足我国土地发展的需求。第三次全国工作调查具
有一定的全面性和基础性,它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我国国土现在的变化和现状,可以为日后的管理工作
奠定一定的基础,能够更好地保护土地资源,增强我国对土地的保护力度。同时,将互联网+应用在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中,可以保证在调查中数据的准确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对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进行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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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Based on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Xi Hua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stitute of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validity of the data, China launched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and situation, which can promote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n time and meet the needs of l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is
comprehensive and basic, which can more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hange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land and lay a certain foundation for future management. It can better protect land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land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us in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can ensur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n the survey, which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inquiry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based on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Keywords]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technical inquiry and analysis
为了满足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和国土

1 我国第三次国土调查的意义

联网+”作为一种应用在国土调查中的全

资源管理的需求,方便国家的管理,我国

国土调查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新技术,可以在第三次国土调查中发挥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三次国土调查。

通过国土调查可以知晓我国的土地资源

重要的作用。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

在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过程中,管理

情况和我国的综合国情。在第二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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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调查的基础上,我国的第三次国土

好的效果,让我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

已经进行了资源上的管理和资料上的分

调查已经尝试通过互联网+技术让国家

顺利地开展下去。

析,通过专业人员的判断进行信息的反

准确掌握土地资源的变化和现状,对于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带动了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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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这种国土调查的形式不仅满足了工

查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需要对于土地

互联网+技术进行调查,可以确保数据的

作的需要,也为建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解,利用互联网+技术

真实性和准确性,为我国的土地管理奠

提供了一些便利。我国的第三次国土调

能让人们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相关核

定夯实的基础。我国进行第三次国土调

查加强了我国对土地的管理,对我国的

查人员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制定出改

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我国国土的综合情

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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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分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的时间较少,任务又比较复杂,通过传统

查出来的数据进行有效地管理,为我国

力优化打好稳固的基础。

的方式很难将工作顺利的开展下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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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进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析。第三次国土调查就很好地规避了这

的上传及精度,从而耽误工作的进度。同

有效地节约了我国的资源成本,让土地

一问题,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土地进行全

时,对土地情况进行核查,现场并没有足

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利用,也让管理工作

面拍摄,让获取数据的效率大大提高,不

够的样本去佐证核查的准确性,就会导

得到了更好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保

仅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也让获得

致工作人员在调查过程中缺少一定的可

护了我国的国土资源。我国作为一个农

的数据变得更加精确,在一定程度上降

信度,容易导致数据产生偏差。在利用互

业大国,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土地调

低了生产成本,为我国第三次全国国土

联网技术对国土进行调查的时候,对工

查工作,可以更好地对土地进行保护和

调查技术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作人员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如果工作人

开发,因此管理人员需要要建立一个长

2.3保障了数据的准确性

员的技术不过关,就可能会导致工作无

效机制,完善土地保护政策,将互联网+

在我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过程

法顺利地开展下去,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技术更好地落实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中,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保证数据的准

一定要提升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以确

查中。

确性。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带有卫星定位

保核查人员能够高效完成任务。

2 利用互联网+开展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的好处

或者是方向传感器的通讯设备进行实地

4 利用互联网+开展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的方法

2.1保障了调查数据的安全性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重视了前几次调查

利用互联网+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

与以往的调查方式不同的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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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是指工作人员使用通讯设备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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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率,也降低了我国国土调查的成本,

联网加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过程

国国土调查中,虽然运用了技术设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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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发端与移动端进行审核,保证每一

的连通性,要不断的细化调查之中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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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应该严格遵守调查过程中的政

节,只有采用专业有效的方法对各项信

能够将当地的土地内容更好的反馈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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