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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国情是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国情监测是综合利用各种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现
代测绘技术,综合时空测绘结果,展开对为我国自然资源、道路、城镇等诸多要素的动态化监测,从而形
成各种监测数据和研究报告等,借助这些监测数据和研究报告为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参考。
可以说地理国情监测是我国早日实现伟大复兴梦的重要基础所在。在大数据环境下,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得到了信息化发展,也由此带动地理国情监测的创新变革。下文正是基于大数据环境下的地理国情监测
作业展开重点探索,分析大数据技术为地理国情监测所带来的变化影响,以及大数据技术在地理国情监
测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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