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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国情属于我国的重要国情之一,对地理国情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进行充分分析和
研究,能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储备,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能源,推动社会发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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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Dynamic Updating of Geographical Country Monitoring
Mengping Shen Hongbo Guan
Jilin Province Basic Survey and Mapping Institute
[Abstract] Geograph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nation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Sufficient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can provide more energy and resource
reserves for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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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理国情监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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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地类图斑工作原则,对外绘作业进行调
节的基础之上,再利用平板调绘具有的独
特工作优势,进而将内外业工作步骤进行
同步的展开,运用性质比较统一的工作软
件和对应的符号库将内外业工作方面的
管理工作进行统一,这样的操作流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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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监测工作的进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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