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2年上半年全国地类变化监测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22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地类变化监测和相关

要素更新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围绕部“两统一”职责履行，在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

测 评价框架下，统筹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监测工

作， 以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监测对象，监测

2022年上半年全国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含冰川及

常年积雪）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类型、面积、范围、分布和变化

等情况，满足国土变更调查日常变更、耕地保护、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及实施监督、用途管制、开发利用、权益管理、生态

保护修复、督察执法、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国土空间

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二、工作内容与要求

（一）遥感影像数据采集与正射处理

采集2022年 6—7月为主，覆盖全国的卫星遥感影像数

据，其中，重点地区（东部和城市及周边约 300 万平方公

里）采集优于1米分辨率影像，其余地区优先采集优于1米

分辨率影像、不足区域补充优于 2米分辨率影像，包括高分

系列、资源三号、北京二号等国产公益卫星遥感影像，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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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采购国内外商业卫星遥感影像进行补充，优先以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初始调查正射影像图为基础，必要时收集利

用高程模型数据提供辅助，组织开展正射影像处理，加工

制作正射影像图，为上半年地类变化监测提供影像保障。

（二）地类变化监测

依据加工制作的正射影像图与 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数据库等基础数据，采用人机交互影像判读等多种技术方

法，分类提取2022年上半年地类变化信息。

一是分类提取疑似新增建设图斑，在2021年度国土

变更调查数据库建设用地图斑范围外，根据影像特征，提

取各类新增建设图斑，类型包括明显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

别墅、水工设施、道路、铁路、疑似建设用地、疑似设施农用地、

推（堆）土、光伏板、足球场、高尔夫球场、围填海等类型。在

疑似新增建设图斑提取工作中，参考 2022年季度卫片执法

发现的变化图斑。

二是提取疑似拆除图斑，在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数据库城市（201）和建制镇（202）单独图层覆盖范围外

（含边界周围），监测地类为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的图

斑拆除情况, 提取建（构）筑物拆除图斑，按照正在拆除、

拆除已清理和植被已恢复等类型细分拆除图斑。

三是耕地变化监测，在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库耕地图斑范围内，提取影像特征疑似变化为园地、林地和

坑塘等其他地类图斑。

四是园地、林地、草地及其他农用地变化监测，在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园地、林地、草地及坑塘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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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农用地图斑范围内，提取影像特征与相应农用地地类不

一致的图斑。

五是未利用地变化监测，在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数据库未利用地范围内，提取影像特征与相应地类不一致

的图斑。

六是单独图层变化监测，对 2021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数据库中临时用地、推（堆）土、光伏板等单独图层，根据

遥感影像特征，跟踪监测其变化后现状情况。

七是新增围填海情况监测，依据2021年年底和2022

年 6—7月两期遥感影像，提取影像特征为新增围填海图斑，

并按照影像特征细化分类。

（三）建（构）筑物监测更新等

一是建（构）筑物监测更新。以2021年地理国情监测

成果地表覆盖数据中的房屋建筑（区）覆盖类型图斑为基

础，依据 2022年监测影像，根据变化情况对其进行更新，

对综合程度较大的房屋建筑区图斑进行细化采集。监测更新

范围不包括 107个现行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划城市（名单见

《2022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实施方案》）。

二是冰川及常年积雪监测。依据冰川及常年积雪分布

区域的季节气候特征，结合前期监测成果，采集最适宜反

映冰川及常年积雪分布范围对应时相的遥感影像，监测冰

川及常年积雪分布范围及变化情况。

三是滑雪场及周边区域监测。采用夏季和冬季两期卫

星遥感影像数据和相关部门的滑雪场分布数据，开展滑雪

场及周边区域监测，提取滑雪场范围、滑雪道、教学练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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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情况，提取建（构）筑物、林地、草地等地类信息，

分别构建全国室外滑雪场及周边区域夏季非积雪期和冬季

积雪期监测本底库。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通过多种方式，

监测滑雪场及周边区域地类变化等情况。

四是重要地理单元划定。参考相关自然地理和人文历

史等资料，明确重要地理单元空间范围界限划定规则。在此

基础上，逐步划定跨省区、省级行政区范围内等不同空间尺

度的山脉、湖泊、流域、平原、高原、盆地、沙漠、戈壁、经济带、

城市群等类型的重要地理单元范围界限，形成重要地理单

元数据集。

（四）质量控制及要求

一是总体要求。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质量管理导

则》相关要求，按照全过程管理的原则开展质量控制，实行

“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确保监测成果的完整性、规

范性和准确性。监测作业单位负责监测成果质量的“两级检

查”，主管责任部门负责组织质量检验机构对监测成果开

展验收。对明显新增建（筑）物监测图斑、明显建（构）筑

物拆除监测图斑、农用地间明显变化监测图斑及面积大于10

亩的其他监测图斑，漏提率不大于 1%；其他监测图斑漏提

率不大于 5%；所有提取的监测图斑地类判读错误率不超

5%；所有提取的监测图斑误提率不超过 10%；图斑编号、属

性标注等其他错误率不超过 2%，满足以上要求的为合格成

果。

二是成果质量检查验收。各监测作业单位在完成数据

汇总检查并形成完整成果后，提交最终检查验收。各级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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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责任部门组织专业质检机构，依据监测成果检查验收

与评定有关规定，完成对监测成果的质量检查验收，并形

成质量检查验收报告。验收合格的成果作为最终监测成果进

行汇交，并同时汇交验收报告和总结报告。

三是监测成果质量评价。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司组织开

展汇交成果的质量抽查评价。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每个监

测任务区抽取不少于 5%（最少 2个）进行全面检查，对监

测成果质量进行评价。

（五）监测成果统计与分析

在监测成果基础上，面向不同业务需求，开展统计，

形成建设用地、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变化图斑数据集，

服务于相关管理工作。同时，利用监测成果开展监测分析，

围绕国家对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

条控制线严格管理、监督、考核的需要，对三条控制线开展

监测分析；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

国家重点战略区域开展监测分析；围绕国家公园、风景名胜

区、自然和文化遗产、自然灾害频发区域、边境地区等重要领

域开展监测分析；围绕国家重点项目开展监测分析。各监测

单位和各省份可结合自身技术优势和区位特点，统筹开展

监测分析工作。

（六）成果数据建库与归档

各承担单位按照各专项技术方案完成监测成果汇交，

国家组织完成集成与入库，建成 2022年上半年监测成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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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并与历年监测成果集成，进一步优化完善数据库管理

系统功能和性能，纳入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体系。

数据库成果及时提供部相关单位和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

三、主要成果

主要成果包括基础成果、统计成果和分析成果三类：

（一）基础成果

包括正射纠正影像数据，地类变化监测成果，以及其

他监测更新成果。

（二）统计成果

基于基础成果进行汇总统计形成的数据成果。

（三）分析成果

根据相关管理需求，结合其他调查监测成果和社会经

济数据，通过分析提取形成的各类数据集及分析报告。

四、任务分工

（一）总体任务分工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司负责监测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

检查，协调解决相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按照“统一总体

设计、统一组织实施、统一影像保障、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质

量管控、统一成果汇交”的要求，推动全国监测工作整体开

展。

国土空间规划局等相关单位按职责参与指导监测分析

工作。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负责牵头组织实施、技术培训、

质量检查评价、数据汇总与建库等工作，并按需开展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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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服务。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负责提供监测底图。

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负责遥感影像采集和冰川及常

年积雪、室外滑雪场及周边区域监测。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承担监测结果统计分析，重要地

理单元划定规则制定及部分区域划定工作。

陕西、黑龙江、四川、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重庆测绘院

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等单位分

工承担正射影像纠正、地类变化信息提取、建（构）筑物监

测更新等工作。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承担监测成果质量抽

查评价工作。

（二）任务区域划分

陕西、黑龙江、四川、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重庆测绘院

以及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等单位具

体分工见下表。

任务区域划分表

承担单位 任务范围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甘肃、宁夏全域。

新疆：乌鲁木齐（含五家渠市及兵团管辖区域）、克拉

玛依（含兵团管辖区域）、吐鲁番（含兵团管辖区域）、

哈密（含新星市及兵团管辖区域）、昌吉（含兵团管辖

区域）、博尔塔拉（含双河市及兵团管辖区域）、伊犁

（含可克达拉市及兵团管辖区域）、塔城（含石河子市、

胡杨河市及兵团管辖区域）、阿勒泰（含北屯市及兵团

管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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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单位 任务范围

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 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全域。

内蒙古：除乌海、鄂尔多斯、阿拉善以外地区。

山东：德州、聊城。

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 福建、江西、湖南、四川、西藏全域。

云南：保山、昭通、丽江、大理、德宏、怒江、迪庆。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广东、海南全域。

部重庆测绘院 重庆、贵州全域。

中国地

质调查

局自然

资源综

合调查

指挥中

心

任务区1 广西全域。

任务区2 北京全域。

内蒙古：乌海、鄂尔多斯、阿拉善。

任务区3 青海全域。

河南：开封，安阳，鹤壁，新乡，濮阳，漯河，商丘，

信阳，周口，驻马店。

任务区 4 山东：除德州、聊城以外地区。

任务区 5 新疆：巴音郭楞（含铁门关市及兵团管辖区域）、阿克

苏（含阿拉尔市及兵团管辖区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含兵团管辖区域）、喀什（含图木舒克及兵团管辖区

域）、和田（含昆玉市及兵团管辖区域）。

河南：郑州、洛阳、平顶山、焦作、许昌、三门峡、南阳、济

源。

任务区6 云南：昆明、曲靖、玉溪、普洱、临沧、楚雄、红河、文山、

西双版纳。

任务区7 湖北全域。

五、进度安排

6 月 25日前，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司组织编制自然资源

监测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

6月 30日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组织完成基础数

据准备，并陆续分发至各个监测任务承担单位；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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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培训。

8月 5日前，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完成覆盖全国的卫

星影像采集，并分批推送至各单位。

8月 15日前，完成地类信息提取任务，并将成果汇交

至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陆续按需提供应用。

9月 30日前，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完成成

果质量抽查评价。

11月 15日前，完成建（构）筑物监测更新、冰川及常

年积雪监测任务，滑雪场及周边区域监测（12月 31日前完

成）。监测成果汇交至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11月 30日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组织完成监测成

果的建库，并根据需要开展成果提供应用；中国测绘科学

研究院完成统计分析。

六、实施保障

（一）技术保障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司组织编写监测实施方案和技术方

案等。监测任务承担单位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制定相应的具

体方案，细化技术要求和作业规程。

监测单位应具有承担监测任务的专业技术能力，具备

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责任落实到位，保障体系运行

有效。加强业务培训、技术交流和指导；同时，对数据生产、

建库、管理、分析所需的软硬件设备进行保障，确保工作顺

利开展。

（二）质量保障

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要建立完善全过程质量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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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要求。鼓励采用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方法，提高监测成果质量。对工作不认真、不负责，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由相关部门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

原则，从党纪政纪、法律责任、经济处罚等方面严肃处理。

（三）安全与保密

监测工作过程中，各单位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和

防控要求，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规定，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制定和完善安全保障与应急预案，完

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

训，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和监测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对在监

测中所获得和使用的涉及国家秘密的资料和数据，必须认

真落实保密管理各项要求，严格成果安全保密关键环节的

管理，并对涉密资料使用与管理人员开展岗位培训和保密

形势与防范知识技能培训，切实树立并增强作业人员的安

全保密意识，确保数据安全，不出现失泄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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