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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 

信息系统的应用 
陆 柳 

(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运用系统工程与软件工程结合起来的方式，用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相应的开发方法，采用新的研究和开发模式，在分析 GIS 

技术在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中的应用。在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管理系统的需求基础上，实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的二次开发。 

与现有土地利用规划系统相比，本文所涉及并研发的系统实现了土地利用信息管理与规划辅助决策支持的集成，具有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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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 言 
土地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如何高效地 

进行土地管理，成为更关键的问题。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 

统等技术，结合工作的相关要求，建立基于 S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系 

统，有利于解决土地资源变动所引起的信息增多等问题，满足动态信息 

管理的需求。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 GIS技术使得数据能够及时更 

新、实现数据动态化管理、提供辅助决策等方面，具有实际价值。 

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的关键问题 

2．1基于数据引擎的集成技术 

在传统数据仓库的基础上引入了空间维数据，是空间数据库技术和 

GIS技术的结合。数据抽取、清理工作分别针对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建 

立空间数据抽取模块、属性数据抽取模块，并进行转换处理，然后建立新 

的数据库。针对不同的主题，需要针对土地结构特征、适宜性等，构建管 

理系统的土地利用数据仓库。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多等级数据结构，支 

持土地利用规划中的高等级服务。 

土地利用数据是为了形成物理上的分散和逻辑上的集中，实现空间 

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关联性转换。这种技术主要有数据转换、数据互操作、 

直接数据访问及元数据库等模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采用空间 

数据和属性数据分类集成的模式管理工作中的多源 GIS数据，通过 

ODBC属性数据库的相关管理达到属性数据库的集成。 

2．2 GIS集成技术 

工作流建模后，进行 GIS的数据处理、空间分析等，以工业流为主， 

COM技术为基础实现 GIS的集成，建立工作流嵌入 GIS插件，这个插件 

将成为主线的关键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的业务都是建立在统一的 

标准数据库上，工作人员身份通过验证才能进入，同时可以使用权限施 

行相关工作。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设计 
3．1管理系统需求分析 

用户进行需求分析，是 aS系统的设计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 

理系统主要满足几个基本需求。系统需要能够辅助人员完成总体规划， 

不再需要借助 GIS软件进行图纸的制作，系统提供相关分析功能。同时 

进行各类土地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管理。建立针对性的数据库，可以 

随时监控土地的变更以及现状，按级别管理不同地区土地的数据 ，为用 

户提供高效的检索服务。 

3．2管理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的目标就是建立起完善的，又能够完美适应各处调用数据，提 

供辅助决策以及高校利用和规划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管理系 

统的设计应遵循相关土地资源部门和城市规划局的设计规定，符合 GIS 

系统设计的相关标准，满足诸如实用性、规范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要求。 

本文设计的管理系统主要包含数据层、逻辑层及应用层这三部分，可实 

现人机互动、土地利用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各模块的调用等工作。结构上 

主要由基本的GIS系统、土地利用规划辅助决策功能这两个部分。决策 

功能做到快速更新数据、及时查询统计、灵活变更分析、高效管理成果 

等。 

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实现 
4．1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 

本文以C语言为编程语言，以 G1S系统为开发平台，完成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管理系统的实现并加强各功能的实现 数据包含经济社会，人 

文土地的基本情况和相关属性，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来说，对数据进 

行分类管理，建立联系，实现管理一体化，综合空间和属性的关系，才能 

界址点成果表和土地面积分配表等有关图形图标的绘制。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开展城镇地籍测量工作的过程中，把数字测量图技术 

科学的应用其中，不但可以有效减少地籍测绘中成本的投放量，同时还 

能在不具备完善相关设计的状况下，采用经纬仪或者测距仪等技术实现 

测量工作的开展，以此提升测量工作的便捷性，并且，给继承图方式以及 

数据核算提供了条件，促进了测量结果精准性的大幅度提升。通过把数 

字测量图运用到城镇地籍测量工作中，不但可以实现劳动力投放力度的 

减少，同时还能提升劳动效率，给我国城镇地籍测量工作的开展和发展 

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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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夯法处理粉土湿陷性的应用 
周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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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3-程实例．介绍了采用强夯法处理湿陷性粉土地基的技术，本文对施工工艺、检测效果等方面进行 了阐述，验证了 

强夯法可以消除粉土湿陷性、提高地基承载力的效果，对于强夯X-艺在粉土湿陷性处理中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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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一 __一  

刖 舌 

湿陷性粉士处理目的主要是消除其湿陷性，满足地基变形、强度以 

及边坡稳定的要求。鉴于湿陷性粉土的特性和工程危害，必须对其进行 

处理。目前湿陷性粉土的常用处理方法主要有换填法和强夯法。换填法 

就是将：t基 F的湿陷性粉土全部挖除，然后采用工程性能良好的土分层 

回填碾压密实。换填法的优点是可以彻底清除湿陷性粉土，用工程性能好 

的土源替代，可以保证填料的均匀性、稳定性和密实性，施工工艺简单。但 

对面积较大的湿陷性粉土进行换填，不仅工程量大，而且工期长。强夯法是 

用夯锤提高至一定高度使其自由下落，给地基施加冲击和振动能量，从而 

提高地基土的承载力，降低压缩性，改善工程性能。采用强夯法处理，不 

仅施工简单，工期短，处理效果好，还可减少外借土方量。因此在粉土分 

布面积较广且厚度不超过 10～15m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强夯法处理。 

1工程概况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位于天山山脉北麓荒漠 

冲积带的边缘，东、南、西三面为天山tJ．1脉延伸坡地，北面及西北面为开 

阔地带，该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原场地遍布 1．2～3．8m厚粉土，粉土具有湿 

陷性，且厚薄不 一，在大面积高填土作 F，可能产生较大沉降，尤其是 

差异沉降对场地后期建设和使用带来不利影响。 

航站区最大填方厚度 28．3m，平均填 厚度约为 10．2m，人面积高填 

方填筑体填筑及处理方案设计和施工质量，直接决定了该区域高填方场 

地的整体稳定、沉降总量以及变形发展趋势。 

表 1粉土层主要物理指标和工程特性指标 

霞度 承载力特征值 变形模量 基准基床系数{黏聚力 c 【内摩擦角小 

(dkN／m ) fak(kPa) EO(MPa)l kV(kN／m l (kPa) l (o) 
l7 140～18O Es=6 I 20000 30000 f 15 f 15 

2 强夯处理目的 
针对原场地浅层士区域内存在的湿陷性粉土，采用 2000kN·m能级 

强夯处理试验，在强夯前、后，分别进行室内土工试验、平板载荷试验、标 

准贯入试验和夯沉量监测，获得一{：体压实度、湿陷系数、承载力和变形模 

量等指标。 

3施工过程 

3．1施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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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地展开土地工作。管理系统涉及关键的数据空间，针对设计对象的 

相关属性。属性数据帮助用户理解土地利用现状、地址结构、气候人LJ等 

信息，合理设计组织结构，使结构更加清晰。通过关键字实现对应，土地 

之间能够相互查询。数据库的安全性相当重要，是国家的机密资料。可以 

用过存取管理、加密备份与再恢复等技术加强数据库的安全管理。可以 

从数据库的完整度、访问控制、身份控制等方面衡量其安全性。 

4．2 系统结构设计 

CLUPMIS涉及多方工作，具体包括界面设计、人机交互、数据处理 

等。我们将其设计为三层思想，用户层负责界面的表达，实现与用户共同 

工作，同时实现用户信息的增减以及密码的设置管理。权限管理进行用 

户权限设置，通过使用模块和控制模块进行控制。业务逻辑层处理核心 

的业务，根据土地利用规划业务的分析及系统设计的要求，整个系统合 

理规划内容和模块，增加图形编辑模块，加强土地规划成果管理和查询。 

数据服务层负责管理数据，进行区域编码与名称设置，同时进行数据库 

的备份和导入，根据实际工作中的业务需求，来精准配置各地区的数据 

流转顺序。 

4．3 系统的应用分析 

建立在土地采集信息的基础，查询模块很好地进行了用地类型的分 

析。经过综合查询与数据统计汇入数据库系统。在供需方面主要负责供 

给、需求以及供需平衡的分析，实现供需情形的有效检测。分析功能模块 

应用于总体规划，是专业分析功能模块，为总体规划提供实时的辅助决 

策，最终结果为规划编制提供了及时的辅助信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辅 

助编制功能模块是系统的核心部分，负责图件的编制，例如规划方案、土 

地信息提取、指定规划指标、方案对比分析以及专题规划辅助编制等。其 

中规划指标是土地利用结构的后期预测，针对个别地区而言，统筹全局 

进行合理的用地规划指标分配。 

为了更好地利用因子的关系，采用了模糊综合指数实施 { 地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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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建立相应的模型。系统采用标签管理模式实现动态管理，建立土地 

规划辅助编制和动态管理之间的联系。通过实施规划管理可以有效分 

析，及时为土地规划编制提供准确信息。系统以国家土地制图规范为基 

础，建立了相关的符号，设计制图模板，采用直接输出和按比例输出两种 

模式。管理类型按照行政等级划分了图件管理和文档管理，并建立相应 

的数据立方体，实现综合管理。利用辅助规划模块提取地图中的各种属 

性，进行数据比较分析，得出各地土地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力。利用预测模 

型，进行各地土地需求量的预测，有效利用资源，充分发挥数据的实际应 

用。对文档统一管理，对图形信息选择编辑，查询属性，用户可以高效完 

成文本的编辑和输出，实现了统一化管理，使得系统充分应用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5 结 语 
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涉及多种技术应用，具有很高的实际应 

用性。本文在分析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系统目前状况的前提下，运用系统 

工程与软件工程结合的方式，利用县级土地总体规划为基础，结合数据 

库、GIS等技术，实现并设计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系统，适用于土地 

数据的分析与管理。论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方面的技术，实现了 

管理系统的开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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