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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国土调查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17)48号)、
《第
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国士调查办发(2018)1号)、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
发(2018)3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开展的十年一次的土地调查工作。本文中结合某某县具体调查过程,对设
计中遇到的难点和重点进行分析、总结。包括技术路线、数据建库、质量控制等内容。
[关键词] 第三次国土调查；技术路线；数据建库；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P285.2+39 文献标识码：A
1 项目概况
项目调查总面积约800多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22万。地处东部沿海的滨海冲

根据外业核查记录,内业人员开始

认定,初始调查前期,坟地按照特殊用地

对内业成果补充修改,完善地类图斑的

(09)认定。项目中后期,根据省三调办发

各个属性信息。

文要求,对于坟地无建筑,图斑范围内树

积、海积平原,地势低洼、地形平坦,平

数据处理完成,成果核查无误后,

比较多的情况,修正为林地(0307),这就

均海拔4.35米,县域涵盖耕地、园地、林

开始进行数据建库和质检工作,建库软

需要工作人员对于地类的认定有准确的

地、草地、盐碱地等多种地类。本次调

件和质检软件均是由省里和国家统一

认知。

查涉及县辖域内9个乡镇及农场。

下发。

2 技术路线

3 数据建库

质检无误,并经过县三调办审查通

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库建设内容包

按照省三调办要求,对参加三调工

过后,提交省级核查单位,根据核查单位

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图

作的技术人员进行省级、国家级的技术

意见修改后,提交省三调办,再次核查改

斑属性标注,土地利用单独图层)、土地

培训,考核合格后发放工作证书。

正后,提交国家三调办,国家反馈核查意

权属数据、专项用地调査数据等矢量数

见,项目组修改通过后,三调初始库数据

据,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DOM数据、

库基本完成。

扫描影像图数据等栅格数据和元数据等

某某县第三次国土调查项目组成立
后,由项目组技术人员参照相关方案规
程要求,结合县实地情况,编制某某县第
三次国土调查技术设计书。
对需要的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准备
仪器,对工作人员进行职责分工和业务
培训。
项目初期以内业为主,结合国家下
发图斑、影像、2016变更数据库等数据,
进行电脑绘图矢量化,并对勾绘出的图
斑做初步地类认定。
利用内业矢量成果和遥感影像叠加,
制作出外业工作底图,开展外业核查工作。
外业工作需要对图斑的地类认定、

利用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
正射影像图和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图斑提
取结果,变更后的数据库经各级检查合
格后增量上报国家,三调工作完成。
在项目实际进行过程中,按照时间

数据于一体,互联共享的第三次国土调
査数据库及管理系统。
第一阶段为建库准备：主要包括建
库方案制定、人员准备、数据源准备软
硬件准备、管理制度建立等；第二阶段

节点分为三调初始调查阶段和统一时点

为数据采集与处理：主要包括基础地理、

更新调查阶段。

土地利用、土地权属基本农田、栅格等

项目的重点是内业疑问图斑判读提

各要素的采集、编辑、处理和检査等；

取、以及外业的核查举证工作,要对工作

第三阶段为数据入库：主要包括矢量数

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对工作分类有深刻

据、柵格数据、属性数据以及各元数据

的认识,保证内外业图斑的判定核查不

等的检査和入库：第四阶段为成果汇交：

出错,举证照片符合工作要求。

主要包括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图件成

边界、权属进行核实。对不一致(与国家

项目的难点在于,工作进行中工期

判读不一致、与变更数据不一致、与影

和上级政策总是在不断变化调整,这就

4 质量控制

像不一致)图斑进行拍照举证。对举证照

需要项目负责和技术负责对工作内容和

为 了 保 证 调 查 成 果 质 量 ,统 一 调

片进行审查。对耕地的种植属性、图斑

人员进行合理安排,才能避免返工、窝工

查成果的标准,按照《技术规程》及项

的细化属性、权属等信息进行补充。

情况,并保证项目质量。例如关于坟地的

目验收规范的相关要求,在国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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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省、国家四级检查前提下,项目

12月31日期间的行政界线、图斑界线、

(4)耕地和林地穿插种植。对于在连

组同时设立了的内部的调查成果检查制

地类信息和权属界线的变化调查,通过

片耕地中,插花或套(间)种其他作物未

度,以保证作业成果的真实性、可靠性。

增量的形式上报。

达到地类认定标准或未达到最小上图面

根据项目的特点,项目组对项目作

针对三调工作特点,项目组制定详

业的全过程将进行质量监控,对每一个

细的检查方案。自作业小组自检开始,

阶段、每一道工序的工作成果都将经过

对本项目内外业成果进行三级检查,即

6 结语

严格质量检查,检查合格后才能进入下

作业组自检、作业组之间互检、项目组

第三次国土调查项作为一项重大的

一阶段工作。同时在质量监控过程中,

检查。

做好质量检查记录,进行质量跟踪调查。
为保证项目成果质量,实行过程检

项目检查组对作业的全过程进行检
查监控,以便进行质量跟踪。

积标准的,不单独调查,归并于相邻主要
地类。单行树的整体按耕地调查。

国情国力调查,是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众
多工作和决策开展实施的基础。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够全面掌握

过程检查由项目部负责监督。小组

辖域内地类分布及利用状况和耕地数

项目检查组对作业的全过程进行质

作业完成后对初步成果100%自检,整改

量、质量、分布和构成,建立集影像、地

量监控,对每一阶段、每一道工序的工作

复核后,由各作业组互相全面检查,检查

类、范围、面积、权属和相关自然资源

成果都进行严格质量检查,检查合格后

整改完成复核后,提交项目组检查,外业

信息为一体的国土调查数据库,健全了

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工作。全过程的质量

全部核实检查,内业抽查20%图斑,整改

国土及森林、草原、水、湿地等自然资

控制体现在每一个工序和环节中,同时

合格后提交成果。检查过程填写检查质

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计和全天候、全

在质量监控过程中,认证仔细做记录工

量评分表。

覆盖遥感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

查和最终检查制度。

5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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