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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遥感技术(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在数字化地质勘查工作中逐渐深入,使用范围也变得越来
越广泛,数据的采集、处理以3S技术为基准,对当前的资源利用情况和长期规划提供了大量且准确的数
据。同时,利用遥感技术可以获得地质地貌的更多信息,比如说岩石、地层构造、矿产、地下水、地貌等
方面的信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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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都有效地提高了数据采集效率 。
图1 地理信息技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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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GIS在地质勘查中的作用
随着GIS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地质
勘查中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资源的开
发与管理也有着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以

表 1 RS 与 GIS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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