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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遥感技术的应用。为进一步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森林
资源监测,本文主要针对森林资源监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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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use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for forest
resources monitoring,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forest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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