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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现代化建设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地理国情监测
是国家基本国情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更好地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地理信息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依据。地理国情监测变化信息是基于矢量成果数据提取的反映地理空间变化、加强数据应用
性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主要服务于地理国情数据动态更新与资源管理综合决策等。变化信息提取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直接影响相关决策正确与否。基于此,文章就地理国情监测变化信息提取及其质量控
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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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very rapid, and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and it is the basis for
bette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change in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is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vector result data to reflect geographic spatial changes and enhance data applicability,
which mainly serves the dynamic updating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data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cision-making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chang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directly affects whether the relevant decision is correct or no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geographical national conditions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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