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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逐渐加大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力度,稳步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进程,测绘地理
信息技术服务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深入应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应适应时
代,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应对各类挑战,促进自身服务产业更好地发展,也使其能更全面地融入自然资源
管理当中。本文将对自然资源管理与测绘地理信息的相关概念加以介绍,分析自然资源管理中测绘地理
信息工作的优势,探索自然资源管理中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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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intensity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teadily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refore,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adapt to the times,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its
own service industry, and make it mo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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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资源储量丰富,是经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

充分了解各类资源的属性信息和空间分布等,加快资源转化效

撑,在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

率,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此外,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为资源开发

用,成了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自然资源类型较多,而且分布范

和保护提供了依据,需要综合考量其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资产

围十分广泛,在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挑战较多,如果仍旧采用传统

[1]
资本等要素,制定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管理体系 。不同部门之

方式方法,则会对资源勘探和统计、利用等形成限制,无法与时

间也要做好职权划分,了解自然资源的内在逻辑,改善整体管理

代发展保持协同。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全面开展,可以引入先进

成效。

的测绘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为管理人员提供更加可靠的辅

在信息化背景下,测绘地理信息成为自然资源管理中的重

助,准确获取自然资源的相关信息,提高数据精确性、时效性和

点内容,通过融合先进技术和设备,能够构建可靠的三维数据模

全面性,解决传统工作模式的弊端。

型,从多个角度出发评估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状况,为管理方案和

1 自然资源管理与测绘地理信息概述

规划编制、调整等提供支持。测绘工作、地理信息和管理工作

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持,尤其是在社会

之间的协同度更高,可以更加深入的开发资源价值,创造良好的

发展速度逐渐加快的趋势下,只有做好规范化的管理工作,才能
60

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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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资源管理中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优势

在实施产权登记的同时,还应该做好确权登记工作,这也是

首先,可以获取更加可靠的资源信息。在技术革新背景下,

提高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由于资源类型和数量较多,因此

传统人工调查和管控的方式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先进

在确权登记中需要获取更加精确的数据信息,保障数据的标准

设备和集成化系统,除了能够获取全面的信息外,而且保障了数

化,因此可以发挥现代化测绘技术的作用,降低确权登记中的阻

据的详细性,比如资源分布特征、类别和数量等等,而且可以针

力。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

对各类资源实施高效化监测,在山林和湖泊、河流等区域仍旧可

高,可以实现国土调查报告的深入分析,以高分辨率影像为依托

以保障工作的持续推进,减轻工作人员负担。地理信息系统和数

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分析,在确权登记中划分不同区域内的自然

字化测绘技术的融合应用,可以保障良好的适用性,在复杂环境

资源属性和类别等。比如在森林资源、水资源和草原资源的定

条件下也可以开展工作,以数据信息为依托构建完善的数据库

位中,能够发挥CORS北斗卫星的作用,准确划分界址和范围等,

系统,实时化分析自然资源状况及未来变化趋势。动态建模和时

[4]
了解不同自然资源的内在关系,为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

[2]

空统计的效率更高,满足工作人员的动态化管理要求 。其次,

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开展定点测绘、面积测绘和边界测绘等工

可以实现生态问题的科学化预警。在物联网技术、卫星定位技

作,实现数据采集、整理、存储和传输的一体化,结合外业调查

术和遥感监测技术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准确评估区域内

数据得到更加可靠的成果。在自然资源产权机制建设中,需要以

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分析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在外部因素

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为基础,同时也有助于自然资源及环境保

影响下导致其超过阈值后能够及时实施预警,以采取切实可行

护工作的顺利推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的环境保护措施,避免造成严重的生态污染和破坏问题。自然资
源管理中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优势如图2所示。

3.3促进开发利用
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在新时期发
展中应该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使资源得到全面恢复,体现
自然资源的社会价值。引入先进的测绘技术,比如地理信息系统
和CORS北斗系统等,实现各类资源数据的整合分析,涉及国土调
查数据和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等等,做好开发利用方案的调整和
优化。特别是要针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违法现象实施监督
与控制,不断提升查处力度,在执法过程中始终保持透明性和公
开性,避免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问题。结合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对专项整治方案实施调整,在遥感卫星的帮助下分析
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变化情况,尤其是要针对异常区域实施重点
监督,利用专项数据执法信息库的数据提升管理实效性,真正解

图1 自然资源管理中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优势

决粗放式的开发利用问题。在土地和矿产执法工作中,也可以利

3 自然资源管理中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实施策略

用遥感卫星提高执法效率,不仅能够有效拓展覆盖的范围,而且

3.1开展产权登记

能够确保监管工作的实时性和动态性,重点对违法占地和建设

自然资源产权登记是目前管理工作中的主要内容,在此过

问题实施处理。在先进测绘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增进管理部门和

程中应该减少人工操作,以发挥先进测绘技术的作用,确保产权

执法部门、监督部门之间的密切协同,形成强大的工作合理,共

登记的全面性和精确性,防止人为主观因素对信息质量产生影

[5]
同维护自然资源安全,为科学开发和利用创造条件 。此外,自

响。管理人员要全面了解自然资源的资产属性和自然属性,结合

然资源的审计也是目前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要获取全面而真

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实际情况,编制切实可行的登记工作规程,符

实的地理国情监测数据,借助于清晰的影像对资源状况进行计

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解决登记过程中的混乱性问题。在登记管

算和评估。在此过程中也可以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作用,在地理信

理平台建设中,需要融合地理信息系统,不仅要做好资源权属的

息系统的支持下实施科学规划,分析资源变化特点,降低审计中

确定,而且要积极开展权籍调查工作,落实精细化管理理念,为

的误差。

资产核算提供必要的支持。此外,也应该对当前质量评价体系实
施优化,利用信息化系统确定更加详细的评价标准和权重,保障
[3]

3.4完善管理制度
为了保障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还要积极制定可

产权登记的规范性 。在国土资源调查中运用数字化测绘技术

靠的制度体系,增强各项工作的科学化和系统化。为了确保制度

及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帮助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资源状况,及时做

的良好执行效果,也需要发挥测绘地理信息的作用,及时针对目

好分类工作,针对采集的数据实现高效存储和共享,明确自然资

前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实现制度体系漏洞的有效弥补。

源管理体系的具体问题,避免在产权登记中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如前所述,在产权登记和确权登记中可以利用先进测绘地理信

推动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息技术实现,制度编制需要以实际情况为依托,这是增强执行力

3.2规范确权登记

度的关键。在制度建设中,要做好全方位的调查工作,遵循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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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在遵循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域内的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状况,而且能够有效评估自然灾

要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现状出发实施优化,避免制度实施中出

害对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影响,为国土执法工作奠定基础。国

[6]
现形式化的情况 。责任制度的构建,可以提高管理人员的责任

土资源管理人员借助于卫星地图影像,可以做好空间规划的

意识,尤其是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征显著,而

实时调整。

且工作内容多种多样,更需要划分明确的责任和权限,促进各岗

4 结语

位人员之间的协同配合,提高整体管理成效。

自然资源管理工作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点工作,可以在

3.5加强监测调查

了解自然资源储量和分布特点、属性的基础上,实现高效化开发

在先进测绘地理信息技术的帮助下,也可以保障自然资源

与利用。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全面融合,可以提升自然资源管理

监测调查工作的动态性,结合区域内建设项目实施情况、地表覆

工作效率与质量,充分发挥先进测绘技术的作用,获得更加可靠

盖情况、公共设施情况和道路交通情况等,评估各要素对自然资

的数据信息。在实践工作中,应该通过开展产权登记、规范确权

源的影响特点,以便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避免在人类活动中造

登记、促进开发利用、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测调查和推进管

成严重破坏。管理人员在获取国土调查数据和国情监测数据的

制规划等途径,增强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规范性,使自然资源的

前提下,还可以发挥无人机和激光车载雷达的作用,对区域内的

价值和优势得到体现。

复杂性地理信息实施采集,了解山水林天湖草等资源现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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