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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调查工作具有系统性强、涉及面广、数据要求严格的特点,如何利用规范的数据流程,
指导生产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确保调查质量,第三次国土调查改变了传统的调查模式和调查
方法,突出了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本文作者对第三次国土调查新技术与新方法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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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村集体资产清算和验收工作要结合我国

展了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

地籍测量可以作为第三次全国国土

土地权属调查和城市土地利用建设的成

工作,但是现阶段已有成果的分类体系

调查城镇村内部打开重要数据参考。调

果以外土地登记的使用权结果,在国土

及监测成果现势性无法满足政府对经济

查需要采取可行的技术方法,按照统一

调查落实成果的过程中,补充调查引起

发展、能源开发、农业保护、生态建设

技术标准对勘察区的城市土地利用现状

的土地权属变化,涉及到土地所有者的

及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决策提供可靠、有

进行综合调查,确定各土地的位置、边

切身利益,因此我们高度重视土地权属

力支撑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界、面积、使用情况,编制并绘制相关地

情况,若是无法将调查土地权属的工作

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有关规

图。测量数据,权属数据和结果数据,建

做好,极有可能使土地纠纷激化,从而使

定,国务院决定自2017年起开展第三次

立城市土地数据库。建立现有土地利用

社会矛盾产生,根据规定程序,严格的到

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其

数据库,实时、快速、准确地反映土地资

土地现场进行调查,将法律要求和技术

目的是全面查清当前全国土地利用状况,

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变化,为各级政府和

规范掌握好,调查土地权属的准确性,保

掌握真实的土地基础数据,健全土地调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土地利用决策和

护土地的合法权益。

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

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实施各种管理

1.3专项用地调查

社会化服务。在一调特别是二调之后,

措施。

专项用地调查的内容包括耕地细化

国内在卫星遥感、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

1 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的工作
重点

调查、批准未建设的建设用地调查、永

云计算等领域技术发展迅速,高分辨率

久基本农田调查啊、耕地质量登记调查

遥感影像数据源更加丰富,无人机低空

1.1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评价和耕地分等定级调查评价。对专项

摄影测量实地获取超高分辨率影像更加

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是全国第三次全

用地进行调查时,应严格落实有关的精

快速；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遥感技

国土地调查工作中的一项重点调查内

细化管理与集约用地评价,有效真实的

术的结合,极大提高了影像判读和解译

容。该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相关技

掌握实际的各种专项用地情况,继而实

的效率及精确性；在地理国情监测、农

术规程,以高分辨率影像作为调查底图,

现对自然资源优化利用的作用。为今后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集体林权确权、

实地调查每个图斑的地类、位置、范围、

我国国土的现代化空间治理与生态修复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重大项目的支撑下,

面积等利用情况。

能力方面提供服务。

国土资源信息内涵更加丰富,这就致使

2 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呈现的
新要求

“三调”对数据精度的要求更高、时效

土地权属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将已完
成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和城镇国有建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城市化快速

设用地范围外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成果

扩张,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随着时间不

落实在国土调查成果中,结合其他相关

断加剧,虽然我国在第一次全国土地调

3 现代测绘技术在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中的作用

资料,对发生变化的开展补充调查。土地

查(以下简称“一调”)及第二次全国土

3.1为图纸的绘制提供准确的数据

权属调查在农村是关键的部分,当前,农

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之后,持续开

1.2土地权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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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强、分类更完备及其与其他行业专
业数据关联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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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第三次国土调查对于我国土地

测量相比,它无需再架设基准站,可以全

形式将图斑从网页端分发到对应的调查

资源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第三

天候作业,保证精度的同时大大提高了

部门,并严格控制各级的权限,户外调查

次国土资源调查中,通过先进测绘技术

国土调查工作的效率。一方面,利用CORS

人员利用附带方向传感器和卫星定位功

应用得到的数据和信息能够实现国土资

技术可以快速为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无人

能的智能手机,手机预装调查APP,根据

源的统筹安排,保障我国资源的合理利

机航空摄影测量进行像片控制测量,同

图斑显示的位置现场采集图斑信息,包

用,同时能够强化地籍测绘的科学性。只

时还可以高效地检核遥感影像和航拍

括图斑空间坐标、方位角、现场照片、

有确保地基测绘工作的稳定运行,才能

DOM成果数据；另一方面,CORS系统还可

拍摄时间以及举证说明等材料,同时统

够实现对该地区国土特征的掌握,以技

现场快速补测地物,取证测量坐标,核实

一上传到Web端,审核人员再通过Web端

术资料为基础,及时分析图纸绘制信息

监测图斑的范围,测量硬化地面的面积,

审核所有的外业调查信息,这种将“互联

的准确性。

实现各类专题信息与每个图斑的匹配连

网＋”技术应用到国土调查工作中,进一

接,弥补了卫星遥感和无人机航航测技

步提高了国土调查工作的效率,同时增

术的不足。

强了管理控制力,提升了调查成果的质

3.2为进一步进行国土的调查工作
打好基础
在进行国土资源的开发与统筹安排
时,需要针对地籍调查中的地形特点开

4.3 “3S”技术在土地调查中的
应用

量并降低了调查成本,形成了可追溯的
零距离审核机制。

5 新方法的应用

展相关分析,及时实现对土地资源利用

土地监测调查多以年度变更调查为

情况的评估,针对评估结果中的所有数

主,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土地资源被

据和信息进行预测,在确保预测与评估

破坏的问题日益明显,有的自然资源部

为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用地保

的准确性之后方可进行国土资源调查,

门为了掌握土地利用现状,采取了动态

护需求,加强湿地保护,准确掌握新产

确保国土资源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巡查的方法。两种方法的实施过程中,

业、新业态用地状况,实现土地利用现状

5.1创新调查工作分类

4 新技术的应用

测绘技术支持是关键,也是离不开的。在

分类与其他部门用地分类标准衔接,第

4.1遥感技术的应用

自然资源管理领域,随着3S技术的不断

三次国土调查创新了工作分类。工作分

无人机获取遥感影像数据是近年来

发展,无人机遥感影像和卫星遥感的应

类在维持原有分类整体框架体系的基础

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技术,具有机动灵

用越来越普及,所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

上,保证了调查数据的继承和衔接,满足

活、快速响应、时效性强等优点,获取的

广泛；GNSS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土地动态

了将湿地保护落到地块的需求,体现了

空间影像数据分辨率能够达到0.2ｍ。将

监测、土地勘测定界、矿山、地籍测量

“湿地”的概念,对新兴产业用地类型进

无人机航测技术应用于国土调查能精确

等测绘工作,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全天

行了显化和明确。

获取城镇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并能根

候性和高精度。CORS系统在国土资源测

5.2创新耕地细化调查。

据城镇土地利用调查底图,结合所拍影

量管理中的推广和应用,具有很大的价

为夯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

像的特征,综合判断土地利用现状类型。

值,它对于提高GNSS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位一体”保护的基础,完善耕地占补平衡,

由于卫星遥感手段容易受到卫星重访周

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更方便建立

响应中央出台的耕地轮作休耕政策,以

期的影响,难以获取现势性较强的影像,

征地和迁建数据库。因此,要实现精细

及耕地精细化管理的需要,第三次国土

无人机航测技术较好的弥补了卫星遥感

调查,提高三次调查质量,建立以3S技

调查根据耕地的位置和立地条件,对河

的不足之处,两者结合可以形成多元数

术为支撑的三次精确化调查技术体系

道耕地、湖区耕地、林区耕地、牧区耕

据合成镶嵌影像。

至关重要。

地、沙荒耕地和石漠化耕地实地开展细

4.4利用GIS系统与“互联网＋”技

化调查。

术开展内外业核查
在过去的国土调查工作中,因为地
方举证材料缺乏可信度,导致举证多次,
上级反复核实,使得程序反复,工作周期
加长,浪费了社会资源。本次三调工作将
全面采用“互联网＋举证”的方法,并搭
建三调调查平台。三调调查平台的搭建
主要分为开发移动端调查APP和基于Web
4.2利用CORS技术获取空间数据

端的审核分发系统,Web端系统主要是实

CORS系统的全面推广和应用,在测

现对调查成果进行核查和查看影像,主

绘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传统的GPS

要工作流程为：在调查过程中,以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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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耕地

6 工作意见

数据缺少关联。外业举证结束后,内业

6.1过程检查有效开展

矢量数据与举证照片的属性无法关联,

(1)核查工作开展前,核查人员应

对修改及检查工作造成不便,建议举证

职责分工明确,并与作业单位保持实时

软件导出的照片能够给予属性,提高工

沟通,时刻掌握作业区工作进展,保证

作效率。

各阶段核查工作有效衔接,有利于核查

7 结束语

工作按时按要求顺利完成；(2)建议做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是一项重要的

好各阶段核查工作的工作记录及检查

社会性调查工作,这一工作对于进一步

记录,并共同探讨核查中出现的问题,

完善国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实现成

及时做出解决方案,有益于统一思路和

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宏观调控、自

核查方法,交流先进经验,解决技术问

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统一确权登记、

5.3创新图斑细化标注

题。(3)建议充分利用和借鉴已有各单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各项工作的需要具

为更好地与地理国情普查、林业、

位及部门的相关资料,如农村土地承包

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从源头保障这一

农业等相关数据衔接,加强国土调查成

经营权确权所采用的分辨率0.2m的遥

工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但必须注意的

果在其他部门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本着

感影像资料、地理国情普查成果资料、

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品种多

事实就是调查的原则,第三次国土调查

林业部门数据、湿地保护资料、自然保

样、规模庞大,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要

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基础上增加了相关

护区数据、城镇开发边界数据等,作为

熟练掌握和运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

细化标注内容,能够更加适应自然资源

内业图斑判定以及细化属性、标注属性

术规程,立足于整体性的调查目标,协调

管理的要求。如,对调查为耕地的图斑,

认定的参考依据,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各方的力量,以达到高质量的调查成果。

根据实际利用情况,标注种植属性；对调

并为与已有林业、农业、水利、交通等

总而言之,第三次国土调查是我国的重

查为建设用地的图斑,标注相应的20X；

成果的衔接打下基础,以利于后期成果

要战略部署,关系着我国经济增长和人

对林区内的种植园用地,标注林区内的

的共享和应用。

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通过对第三次国土

种植园用地属性。
5.4创新检查方式方法

6.2外业举证软件的使用

调查中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保障调查

(1)数据导入不便。由于内业自主

效率提升,满足我国土地利用和保护的

为了保证调查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

提取的疑问图斑数量较多,需外业核查

性,第三次国土调查建立了分阶段、分级

的工作量较大,建议举证软件给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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