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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矿产资源的需
求量也相对较大,而在矿产资源开采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对于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就需要
加强对于环境的监测,通过数据收集来有效的了解矿产开采对于矿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并及时的调
节开采方法,以此来维持生态平衡,而在调查和环境监测的过程当中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可以
起到较高的帮助,本篇文章也将目光集中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如何将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
应用于地理环境勘测的可行性并且探究了矿产资源开采的生态环境影响,确定了研究方向和数据处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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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well known to be a very populous country, Large population base, Large new population,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 demand for mineral resources is also relatively large, In the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t will inevitabl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ffective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mining on mining environment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and timely adjust mining methods to 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an provide higher help.This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remote sensing and GIS, Analysed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remote sensing and GIS to geographic environment survey,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of mine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determin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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