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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尤为关键,
我国测绘技术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信息化也成为了测绘行业的发展趋势。本文结合笔者工作实际,就测绘
地理信息新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应用展开论述,以供参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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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测绘
地理信息新技术的具体应用

卫星遥感影像多采用2.5m分辨率的国外

库技术,第一时间更新了现有的二调土

卫星遥感数据,如SPOT(2.5m)、P5(2.5m)、

地使用数据库,在更新土地使用数据库

测绘新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Qui ckBird(0.61m)等,以及国产卫星北

的同时,也增强了土地使用类型面积与

中的诸多环节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下

京一号(4m),影像分辨率较低,而三调采

分布的合理性,使技术人员更加全面客

笔者就测绘地理信息新技术在第三次全

用分辨率大于0.5m的遥感影像作为底

观地了解土地的产权及权属信息,进而

国国土调查中的应用予以简要分析。

图。可见,高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对于图

也为土地资源规划、使用及管理提供强

4.1遥感和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

斑的提取及变更范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

大的技术和资源支持。

遥感与摄影测量通过影像研究信息

意义。

5 结语
传统的土地调查工作中主要采取人

的获取、处理、提取和成果表达的门信

4.2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的应用

息科学是对非接触传感器系统获得的影

城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采用无人机

工测量调绘模式,该技术方式具有较为

像及其数字表达进行记录、量测和解译,

进行航空测量,要求精度优于0.2m。无人

明显的局限,工作周期长,加大了土地调

从而获得自然物体和环境的可靠信息的

机航拍具有机动灵活性、响应快、时效

查工作的难度,且工作周期也会因此延

一门工艺、科学和技术。遥感数据处理

性强等特点,所获取的影像数据空间分

长,例如笔者参与的第一次土地利用现

技术在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中占据

辨率高,能精确获取城镇土地利用变化

状调查,历经了8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重要位置,遥感数据能够提供强大的技

情况,并根据城镇内部土地利用调查底

物力和财力。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需要

术和数据支持。遥感数据所呈现的图像

图为基础,按照工作分类,参展城镇规划

提高调查工作效率,提升调查成果质量

能够为测绘人员提供准确的空间分布信

功能分区,结合影像特征,综合判断土地

和精度,降低调查工作成本。测绘地理新

息和应用概况,满足定性需求分析和定

利用类型,无人机航拍及数据处理主要

技术的应用高度满足了上述要求,这使

量需求分析的总体要求。测绘人员可利

步骤为：飞行路径的规划,根据飞行航行

得测绘地理信息新技术在第三次全国国

用遥感数据制作模型,从而为土地资源

获取原始影像数据,使用ENVIOneButton

土调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极大缩短了

合理分级,保证土地应用管理工作得到

进行影像处理,最终生产正射影像图,将

工作周期,显著提高了调查效率和精度,

切实有效、科学合理的指导。

无人机应用于补充卫星遥感影像监测空

保证了成果质量,创造更大的综合效益。

三调总体要求：原则上,农村土地利

白区域,形成多元数据合成镶嵌影像。

[参考文献]
[1]曾来生.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线

用现状调查采用优于1m分辨率的遥感影

4.3 3S技术的应用

像资料,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要采

社会经济前行中,我国土地管理工

用优于0.2m的航空遥感影像资料。相关部

作也开始应用3S技术,该技术的应用极

门和工作人员需以既有的土地利用数据

大地改变了土地管理采集、管理模式和

[2]李晶.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在

为基础,在最新DOM基础上,按照土地利用

应用方法。在日常工作中,静态GPS定位

第三次土地调查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

现状分类标准,依据影像特征内业逐地块

技术可为第三全国国土调查工作提供强

科技投资,2019,(07):235.

判读土地利用类型,获取准确可靠的土地

大的技术支持与保障,且该技术应用过

[3]廖斌杰.测绘新技术在第三次全

应用信息,从而全方位了解土地资源利用

程中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极大地融合

国 国 土 调 查 中 的 应 用 分 析 [J]. 价 值 工

概况和变化情况。在第二次土地调查中,

了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响和土地GIS数据

程,2019,38(24):280-28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状地物转图斑的构建方法[J].华北自然
资源,2019,(4):90-93.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