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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兴的大数据正作为创新源而蓬勃发展,反映了城市空间中人
员的集中和流动,物流,信息流等,这是对传统静态数据的有益补充。数据功能的识别,工作居民关系的提
取,交通的模拟等已被广泛使用,并逐渐成为研究城市问题的热点。本文审查了人口普查和国家地理条件
监测的过程和主要内容,并分析了将大数据应用于国家地理条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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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monitoring geographic conditions
Xia Jiang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merging big data is booming as an
innovation source, reflecting the concentration and flow of people in urban spaces, logistics, information flow, etc.,
which i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static data. data.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extraction of working-resident
relationship, traffic simulation, etc. have been widely used, and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for studying urban
problems. It reviewed the process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census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monitoring,
and analyzed the prospects of applying big data to nation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monitoring.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y country, big data has been continuously applied in every industry.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o the monitoring of nation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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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应用,在建设生态文明体系中,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还需要对国家地理
条件进行紧急监测。因此,研究了用于监
测基本国家地理条件的技术方法和质量
控制分析方法。非常有必要的是,如果监
测方法合适,并且质量控制得到保证,那
么对国情信息的跟踪标准化提供信息支
持和服务。通过结合这种生产实践和分
析,我们发现,尽管中国的基本地理条件
已经相对发达,但总体而言,仍有许多问
题需要解决。我们需要发展创新,发挥其
作用并丰富其含义。另外,需要探索和发
现新的基本地理条件,并进行全面的监
测和分析。还必须与以前的状态进行对
比,并找到科技的进步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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