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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遥感图像是基于现代化科学技术衍生出的新型技术,其优势是可以远距离、大范围、非接触性
的对目标对象进行检测。主要操作方式可依靠无人机、卫星设备以及其他飞行设备研究对象收集电磁
信息,从而获取被测对象的基本情况,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和展现。遥感图像技术不仅具有高效、实
用和动态检测的特点,还可以对检测图像进行清晰地展示。由于遥感技术可以节省现场调查与测量工作,
通过航空遥感检测就可获得海量数据,因此在水域环境中应用广泛,可以解决部分水域难以人工检测的
情况。本文主要通过针对遥感图像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深入分析遥感图像的处理过程,从而提升该技术
在水域环境检测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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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environment detection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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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ote sensing image is a new technology derived from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advantage is that it can detect target objects in a long-distance, large-scale and non-contact manner. The main
operation method can rely on drones, satellite equipment and other flying equipment to collect electromagnetic
information, so as to obtain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measured object, and analyze, process and display the
data. Remote sensing image technology not onl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fficient, practical and dynamic
detection, but also can clearly display the detection image. Because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n save on-site
investigation and measurement work, and massive data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aerial remote sensing detection,
it is widely used in water environment and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manual detection in some water
area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technology,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processing process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so a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is technology in water
environmen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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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预处理；其次,预处理过的数据
信息进行属性分类,随后选择相应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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