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简析 3S 技术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中的应用
王义东
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5i8.3968
[摘 要] 近些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荒漠化和水
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受到了公众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各种新技术和新方式不断涌现,3S技
术是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统称,在荒漠化治理中应用3S技术,可以建立完善的水土
流失监测平台,对荒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的具体情况进行动态监督和调查,为各项防治工作提供信息支撑。
本文主要针对3S技术在水土保持和荒漠化防治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给予我国相关领域以些
许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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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made world-renowned achievements, but it has
caused hug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oblems of desertification and soil erosion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have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 public and society. In this context, a variety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continue to emerge. 3S technology is the collective name of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3S
technology i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can establish a complete soil erosion monitoring platform, and conduct
dynamic supervision and investigation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soil erosion and desertification,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vario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3S technology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opes to give some reference to related field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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