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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中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森林相关工作的特殊性,导致
其容易存在较大的火灾隐患。在相关的工作中,森林发生火灾时,一般不容易被及时发现,火灾一旦失去
控制,就会对整个森林资源造成严重的损毁,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会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森林防火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依靠人工或者飞机对森林火灾进行检测,其成本较大。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遥感技术
逐渐被应用到了森林火灾检测工作中,它能很好地促进森林防火工作的开展。本文主要研究遥感技术在
森林防火工作的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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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Forest Fire Prevention
Chongwen Zhong
Culai Forest Farm,Tai'an,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Forest is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forest related work, it is easy to have large fire hazards.In relevant work, when
forest fire occurs, it is generally not easy to be found in time. Once the fire loses control, it will cause serious
damage to the whole forest resources, and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untry's economic construction,
so the forest fire prevention work is very important.It costs a lot to detect forest fire by labor or aircraf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the forest fire detection work, which can we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work.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forest fire
preven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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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林火监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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