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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现阶段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孔雀河中下游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问题非常严重,而且
仍呈现恶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国土辽阔,破坏的范围比较大,难以进行有效的防范,因此,水土流失和荒漠
漠化的防治效果并不理想,但3S技术的出现有助于我国实施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环境监测,从而有效地
提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孔雀河中下游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防治效果。本文主要是对3S技
术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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