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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借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之机,探讨“国土三调”内业地类预判的流程与机制,收集、分析与处理数据、制作样例

图库、勾绘城镇村用地范围、构建土地利用框架、勾绘图斑及地类预判、数据质检、工作底图等七个环节,以期为今后年度
日常土地变更提取图斑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法。
[关键词] 国土三调；地类预判；技术路线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国土三调”)工作自

业核实及补充提取。

2017年10月正式启动至今已近两年,国土三调不同于二调的

1.4外业调查底图编制输出。在国家、省统一下发的调

工作流程,采用“国家整体控制、统一制作底图、内业判读

查基础底图的基础上,套合Z市1:500航空正射影像图、县级

地类,地方实地调查、地类在线举证,国家核查验收、统一分

利用本地区城镇规划、数字城市建设以及其他行业专题等大

发成果”的流程推进。其中内业判读地类(内业地类预判与

比例尺地形图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成果,制作土地利

矢量化)是开展外业核查举证的基础和前提。

用现状调查工作底图,并经过符号化、地图整饰、打样等输

下面以中部Z市为例,详细阐述内业地类预判工作制作
过程并探讨在今后年度变更调查工作中的可行性。
1 项目任务
以最新时相分辨率优于0.05米的影像为基础,对Z市的
土地利用现状开展细化调查,查清农村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出地图作为外业调查底图,同时将图斑切片上传至国家外业
核查系统。
1.5图斑任务上传与分派。在国家下发图斑和市级新增图
斑的基础上,重新按地类分割图斑,上传至县级客户端,并将调查
任务分配至县级调查用户。

城镇村内部各类土地利用类型、位置、范围及相关属性信息、

2 技术路线

土地权属情况。包括以下内容：

按照继承和创新的原则,充分继承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

1.1基础资料收集与数据处理。重点收集调查范围内的
地籍调查成果数据,包括0.05米分辨率正射影像图以及农村

果,充分利用3S一体化和外业核查手段,以提高调查工作效
率,确保调查成果准确性。

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成果、农村承包经营权成果、地名地
址、土地规划、城市规划、城镇村建设规划、城镇村大比例
尺地形图、土地审批、土地供应、土地登记及不动产登记、
土地整治、国土执法监察等相关资料。全面搜集现有基础资
料,客观评估资料完整性、现势性、有效性,并根据评估结果
划分不同类型区域。调查前期,各类基础数据的预处理以及
数据分析汇总工作。
1.2土地利用现状内部矢量化采集与地类预判。分析资
料的现势性和可利用性,以高分辨率影像为底图,结合农村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城镇地籍调查中宗地界线、土地用途等
数据,按照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分类标准,合并土地利
用类型一致的宗地,结合影像特征初步判读,转绘、勾绘土地
利用现状图斑。参考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资料、农村
承包经营权资料、城镇地籍调查、城市规划、不动产登记等
资料,开展图斑地类预判,判读图斑的地类、范围、权属等信
息并加以标注。
1.3疑问图斑及其他图斑业内预判。综合利用遥感正射
影像图、农村地籍调查成果、地理国情普查等数据信息,内
业预判新增地类、耕地细化属性、行政村调查界线等内容,
结合国家和省下发工作底图,对疑问图斑及其他图斑进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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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技术路线是基于2000国家坐标系,采用Z市0.05
米航空影像和国家下发的1米分辨率卫星影像资料,在继承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全要素土地利用地
类判读与信息提取,以外业核查为补充,检验内业地类图斑
勾绘成果的准确性,充分利用3S技术,完成地类图斑空间拓
扑检查及属性完整性、正确性的检查,结合人工自查、互查
及抽查等手段,在确保数据成果的质量的基础上,利用空间
数据处理软件完成外业底图的制作。具体技术流程如上图
所示：
3 准备工作
3.1航空正射影像图制作
制作中心城区范围内分辨率优于0.05米航空影像图,
结合行政区划或图幅进行划分,制作符合项目需要的影像
图。
3.2图斑地类转换
将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按照《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工作分类》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完成地类转换。
对于一次性可以转换的地 类 ,直接将土 地 变更调查库中
的图斑转成第三次全国国 土 调查工作分 类 ,详情见下图
所示：

图3

地类编码转换

3.3数据库部分地类合并。考虑到数据库图斑数量多、
类型复杂,为了提高不一致信息对比分析的效率,对相邻同
类型图斑以及部分相同一级类的二级类图斑进行合并。
4 工作流程
根据实验区的经验,我们将实施过程细化为收集、分析
与处理数据、制作样例图库、勾绘城镇村用地范围、构建土
地利用框架、勾绘图斑及地类预判、数据质检、工作底图等
七个环节,每个环节的实施过程及结构如下：
4.1收集、分析与处理数据。构建数据收集清单,包括国
土、农业、林业、水利、交通、民政等部门格式不同结构不
同的数据,利用空间数据处理软件ArcGIS、FME对数据进行清
洗、转换,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要求,对数据的现势性、
完整性进行分析,评估其使用优先级,为后续工作做准备。
4.2制作样例图库。为了规范作业过程,保证项目成果质
量,项目组专门制作样例图库帮助准备判定地类,包括《影像
解译样品库》、
《Z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内业图斑处理手册图斑勾绘》、《Z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内业图斑处理手册数据自检》等作为内业地类预判标准。
4.3勾绘城镇村用地范围。根据最新土地变更调查数据
库,确定的城市(201)、建制镇(202)、村庄(203),结合国家
下发的影像、最新航片和其他参考数据,并利用辅助软件快
速抽取土地变更调查库中20X图斑,按照“集中连片”原则,
人工判读勾绘20X图斑范围,以单独图层保存在数据库中。

图2

图斑地类转换

对于无法直接转换,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地类的图斑,

4.4构建土地利用框架。土地利用框架数据指的是在城市
(201)、建制镇(202)、村庄(203)内部的交通运输用地、水域

先在数据库中标注出来,然后利用其它基础数据结合最新正

及水利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等构成的城市土地利用框架。

射影像数据进行判读,细化图斑地类。需要细化调查的地类

利用高分影像、地籍调查、数字线划图、城乡规划或地

见下图所示：
92

理国情普查等数据,采用转换、提取或矢量化等方法,勾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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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土地调查区内的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公

5 项目难点

园与绿地等,构建土地利用框架,制作城镇内部地类细化调

5.1本项目采用最新航飞的0.05m高分辨率影像为底图

查的工作分区,即进行网格化控制。
此项目使用高分影像图、不动产数据、国情普查构建土
地利用框架,从地理国情普查地表覆盖数据抽取在作业区域

开展地类预判及成果矢量化,该种影像具有很好的现势性,
对于地类图斑勾绘精度有了基础保障,但边界勾绘也产生较
大工作量。

范围的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公园绿地,同

5.2构建土地利用框架。在城市(201)、建制镇(202)、

时从不动产数据中抽取交通运输用地,套合到高清正射影像

村庄(203)内部的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公

图上,参照正射影像图调整修正后,制作土地利用框架数据。

园与绿地等构成的城市土地利用框架,有时无法准备判定地

4.5勾绘图斑及地类预判。构建地类图斑图层,细化图层

类,需参考其他数据。

中每个字段,建立字段字典项,规范输入,纳入空间数据库。

5.3线状地物图斑化。从Z市最新土地变更调查库中抽取

然后在已有道路河流和面状化线状地物的基础上,结合国家

线状地物,利用空间ETL工具,按照现状地物宽度值将线状地

下发的图斑、正射影像和其他可参考的数据,勾绘城镇村等

物图斑化,保留要素原有属性,内业工作人员在此数据的基

用地范围外的剩余地类图斑到地类图斑图层中。需要处理的

础上重新勾绘线状地物边界,并判读其地类,尽可能减少内

图斑有：(1)根据影像新增的建设图斑,如：公路用地、农村

业工作勾绘成本。

道路、动土区等；(2)国家下发的A类图斑转绘并调整边界；

5.4多源异构数据融合。项目组通过空间ETL工具将这些

(3)原地类图斑被面状化后线状地物裁剪边界调整；(4)原一

数据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规程》进行转换,保留下有

致图斑发生变化等。按照以上四类逐图斑处理不一致图斑,

用的要素和属性,将不同领域地类代码转换成《第三次全国

得到地类图斑。

国土调查工作分类》中的地类代码,使之足以满足辅助“三

4.6数据质检。在完成内业土地利用地类图斑和专项调

调”内业图斑勾绘和地类预判的要求。在内业勾绘过程中,

查图斑勾绘的基础上,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成果要

通过这些数据再结合最新正射影像,可以快速完成国家下发

求,制定质检规则,通过GIS软件、空间ETL工具实现对成果图

图斑的核对,完成图斑的勾绘和地类预判,给紧张的外业调

斑实施质检,以满足最终成果汇交入库。

查工作提供可靠的数据参考。

根据检查结果,出具检查报告,指明错误类型、位置、修
改意见等,作为第三次土地利用调查建库的依据。

6 结束语
通过此次有效的尝试,不仅对国土三调外业调查工作提供

4.7工作底图输出。将生产后的资料进行规范化整理,

了详实的底图参考、提高了外业调查效率；而且对于后期地方

根据城镇村划定范围,将正射影像数据、城镇土地利用调查

后期探索日常变更、实时监测土地变化情况提供了行之有效的

图斑、农村土地利用调查图斑、专项调查数据及各类注记数

技术方法,满足了前后时像影像对比矢量化的需要。在内业地

据叠加,抽取地类用途疑问图斑、细化属性疑问图斑、权属

类预判工作完成后,跟国家下发底图进行对比,可进行数据统

性质疑问图斑、用途边界疑问图斑、需举证图斑,制作成外

计分析,较高分辨率的影像在反映影像边界、种植种类、利用

业调查底图。

特征等方面有明显优势,有助于外业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中,外业调查底图制作中主要抽取以下地类图斑：
(1)地类用途不明确图斑：根据影像数据特征及其他资
料内业无法确认用途的图斑(表现为图斑地类不唯一或者没
有按照工作分类要求细化的图斑)。
(2)图形不明确图斑：图斑边界根据影像数据特征无法
确认的图斑。
(3)权属不明确图斑：根据集体土地所有权及独立建设
用地使用权资料,无法确定权属属性的图斑。
(4)细化属性不明确图斑：内业判读难以明确细化属性
的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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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耕地种植属性不明确的图斑：对于耕地地类,其耕地种

渠甲源(1984--),女,河南开封人,汉族,硕士学位,郑州市

植属性不明确的图斑。通过叠加正射影像图、地类图斑、城镇

土地测绘服务部工程师,从事工作：土地勘测定界、土地变

村划定范围、疑问图斑等,在进行整饰后,输出外业调查底图

更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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