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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国土调查是我国土地法要求的一项查清全国国土利用现状的重要政治,也是查清查实
查空间自然资源利用现状的重要手段。山西第三次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采用大于 1 米的高清遥
感影像,根据最新的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地理国情普查成果、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成果、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成果等工作的
基础资料及调查成果作为这次“三调”的参考资料,采取国家整体把控和地方全面细化调查相结合的形
式,利用遥感影像内业判图、外业实地核实、“互联网+”一体化核查等技术,按照统一规程和实施方案
全面查清山西全省域所有图斑的利用现状、面积大小、权属和分布情况,分析历年调查成果查找数据异
常,使用“互联网+”技术外业核实调查数据真实,通过国家云平台建立的进度督导和外业核查系统检查
是否弄虚作假,经过县级自检、市级预检、国家级核查,最终建立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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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chnical methods and measures of the third land survey in Shanxi Province
Jian Liu
Shanxi coal g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Mapping Institute
[Abstract] The third land survey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measure required by China's land law to fin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land us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find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ace
natural resources. The third land survey of Shanxi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ree surveys") adopts
high-defini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greater than 1m, based on the latest annual land change survey results,
geographical national survey results, special survey results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firmation results of rural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registration of rural homestead and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 The
basic data and findings of the survey results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re taken as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three tone". The technology of combining the overall control of the whole country with the local
comprehensive survey is used to make use of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the field verification, and the "Internet
Plus +" integration verification. According to practise fraud and unified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check the utilization status, area size,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of all the spots in
Shanxi Province, analyze the abnormal results of the survey results over the years, verify the survey data by using
the Internet plus technology, verify the fraud through the progress supervision and the external inspec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national Yun Ping station, and pass the self inspec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Municipal
pre inspection and national verification, and finally establish the third land survey database.
[Key words] "Three tones"; Technical methods; Technical route; Survey results
引言

相关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等不同机构的

节约用地分析,形成第三次国土调查成
果数据综合信息分析服务技术机制。

利用“互联网+”国土云平台、大数

特点,对海量数据进行优化处理并提升

据分析挖掘等技术,面向各级政府、自然

效率,提供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信息共

1 “三调”技术背景

资源管理部门、林业草原管理部门、农

享平台相关业务接口,开展各类自然资

十九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国家机

村农业管理部门、水利相关服务部门、

源专项调查、村庄振兴规划、重点城镇

构改革,2018年4月10日自然资源部作为

15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图 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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