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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自然资源管理尤为重要,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高效利用,还可以减
少自然资源的流失。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使用测绘技术可以为其提供清晰的逻辑依据,从而提高管理效
率。而确权登记工作是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阐述了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流程以及测
绘技术应用的重要性,对于测绘技术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并提出了提高
确权登记工作的措施,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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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the Right Confi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ei Jin Bowen Zhou
Zhejiang Zhens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At presen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Doing a good job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but also reduce the loss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us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an provide a clear
logical basis,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Right confi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working proc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registration and application importanc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explor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natural resources registration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right confi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Key words]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natural resources; right confirmation and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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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权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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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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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进行全流程的登记,系统使用3D数

系统需要与科学研究单位共享数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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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为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提供开放
数据服务

理、显示、记录和绘制自然资源数据等

当下处于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

功能。②自然资源登记管理制度。通过

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样自然资源

22

3.6利用遥感技术进行自然资源确
权工作

权方面,遥感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多维
度分析,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对土地信息
进行综合分析。多遥感技术的使用允许
对所有要素、过程和自然资源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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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据是安全的 。

红外遥感和微波遥感不仅具有探测地表

在我国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测

的能力,而且具有全天候工作的能力。多

绘 技 术 发 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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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加大技术创新,提升北斗导航系
统应用能力
通过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

4.3加强专业人员素质提升,加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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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动态培训教育,在使用北斗导航

制点监测等控制方式。

创新方面再继续加大力度,使北斗导航

系统的基础上,有关部门也需要对房地

系统的适用性更高：首先需要加强技术

产登记员进行组织培训,使其快速掌握

3.7智能利用卫星定位技术,减少测
绘用工

创新,完善自然资源登记系统的功能。例

使用北斗导航系统的技能。其次,要强化

自然资源管理是一项比较复杂和系

如,在全国各地区建立的立体三维技术

大数据思维意识,提高团结协作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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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开展地理信息库技术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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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将具有基本地理信息的三维数据库

要整合所有已有的数据资源,所以需要

的卫星采集技术在地籍测绘实际过程中

集成到自然资源登记系统应用。其次要

参与的工作者必须意识到具备大数据意

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加快北斗系统的使用,建立与北斗系统

识的重要性,并培养使用大数据的合作

3.8线上线下和网络之间的有效沟通

相适应的测绘系统,确保自然资源登记

精神,破除部门之间的界限,增强自然资

自然资源勘探验证涉及数据采集、

的准确性。

源数据信息共享的意识。

内部数据处理、实地调研、成果整理等
环节,现场工作量大,以线下作业为主；
注册业务包括各个业务部门的验证和销

4.2对自然资源测绘标准体系进行
完善,对测绘技术流程进行优化
当前我国的测绘技术十分的多元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是一
项内容复杂、系统性强的工作,为提高工

售以及网上交易首页。因此,有效的线上

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测绘技术的应用

作效率和质量,必须重视测绘技术的运

线下和跨网络通信是注册系统有效的业

作用也是非常大的,能够很大程度上增

用,比如三位一体测绘技术、3S技术、北

务支撑体系的关键要素。第一、使用数

加数据系统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为了对

斗系统技术等。此外,还需完善自然资源

据交换格式对个人数据处理和数据结果

自然资源进行登记确定,我们要对测绘

勘查测绘标准体系,注重科技创新,加大

进行标准化。离线数据结果是在线审查

标准进行健全完善。测绘技术在使用过

提高相关人员素质,确保测绘技术合理

的重要要素和依据,为获取检索和权限

程中的优化与系统化包括：一方面,我国

科学应用,提高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

检查的结果并登记正确的检查,应根据

测绘部门要实时完善标准系统,对测绘

的效率和质量。

申请的内容、编码和格式提供技术规范,

技术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中的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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