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平台——土地，是最基础也是最

重要的资源。伴随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土地资源的利用

格局和利用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土地资源毕

竟是有限的，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无限的作用，就需要

更为科学的利用方法。而要想提升土地资源管理效率，就

不得不依靠空间信息技术的支持。因此，研究分析空间信

息技术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1  空间信息技术

空间信息技术是继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之后的第三大新

技术，是RS技术(遥感技术)、GI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GPS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的一体化技术，其原理是通过遥感

技术与摄影测量调查土地资源，并获取土地资源相关数据

信息，借助GPS技术来实现调查目标的精准定位，借助

GIS技术来对获取的相关数据信息展开分析研究，进而在此

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决策支持。

2  空间信息技术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优势

2.1  快速获取土地资源信息

土地资源管理工作要想顺利开展，首先要获取土地资源

的相关数据信息，这是前提与基础。GPS技术的定位导航功

能对土地资源能够实现精确而快速的定位，RS技术能够对

土地资源进行多角度观察以及进行相关数据信息的取证。

2.2  存储与处理土地资源信息

对获取的土地资源信息进行后续的储存与处理，在土地

资源管理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获取相应土地资源信息

后，需要借助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土地资源信息进行存

储与处理等相关操作。针对存储的土地资源信息数据，GIS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所拥有的动态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以及

空间分析能力等都能够在其中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GIS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所拥有的咨询向导功能和综合辅助决策功能，

能够使整个数据分析与处理过程变得更加准确。

2.3  时空上分析土地资源信息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地资源的相关数据信息也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所以就需要借助空间

信息技术来分析和把握土地资源在时空上的变化情况，进

而掌握土地资源的整个变化过程以及全部变化规律。这

样，做出的分析才是全面与细致的。

2.4  土地资源管理决策支持

与其他信息管理不同的是，土地资源管理有着数据量庞

大、空间及相关属性数据种类繁多、数据更新频繁、要求

查询分析功能强大等特点，这些特点满足数据挖掘和数据

仓库的设计要求。鉴于土地资源管理工作要求强大的功

能，就不得不依赖空间信息技术来为土地资源管理提供相

应的决策支持。借助空间信息技术，不但能够将规定的大

量数据报表提供出来，而且能帮助土地资源管理人员有效

提升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

3  空间信息技术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3.1  在土地资源调查中的应用

土地调查是土地资源管理众多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

分，也是对土地资源进行规划和利用的基础工作。在土地资

源调查中，借助空间信息技术不仅可以根据边界和属性对土

地资源相关数据予以分类，还能够根据多种区域条件予以重

新组合，整理后的数据还能以电子信息的形式呈现出来。此

外，土地资源管理人员还可以在专业的地图绘图工具的帮助

下对这些数据进行输出及统计，并以图表形式呈现出来。这

样，各项土地资源信息数据会变得更加直观。

3.2  在土地资源规划中的应用

借助空间信息技术获取到土地资源的相关信息数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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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以潞城市为例

1  引言

《潞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实施以来，

作为落实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对强化土

地集约利用和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及依法履行

耕地占补平衡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

全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

的要求日益提高，规划目标、政策和措施已经滞后于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无法满足潞城市“十三五”期间的
[1]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为更好地满足“十三五”期间国家、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保障潞城市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规划调整完善势在必行。

2  规划调整完善的必要性

2.1  发展市域经济 

在人口持续增长、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

高、城乡建设用地进一步扩大的形势下，潞城市对于数量

有限的土地资源需做出统筹兼顾的长远安排，以促进国民

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统筹安排各

项建设发展用地指标和区域布局，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用

地，引导区域产业布局逐渐优化，带动潞城市经济的快速

发展，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  集约节约用地 

城乡建设发展将住宅集中化，节约宅基地，提高了居民

的生活质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

因地制宜使得用地数量、质量与空间优化配置，提高了土
[4]地利用率 。保证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为实施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用地保障。 

3  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 

3.1  优先布设生态屏障用地 

“十三五”期间，重点保护长治市西流水源地和辛安泉

域重点保护区等周围生态环境，禁止与生态保护无关的建

设，加强卢医山、黄天脑和马鞍山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生

态保护区的保护，科学开发，生态建设。 

3.2  优化农用地布局 

在有效保护现有耕地、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以

优化基本农田布局为重点，合理调整农用地布局。农用地

总面积由现行规划44470.68公项调整为40199.11公顷，占

全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72.4%调整为65.4%,调整后比现行
[1]规划减少4271.57公顷，比2015年减少180.29公顷 。 

3.3  建设用地调整 

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由现行规划8735.21公顷调整为

9182.72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14.2%调整为

14.9%，与现行规划控制规模(8735.21公顷)相比，增加了
[1]447.51公顷，比2015年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509.80公顷 。调

整后的建设用地总规模与上级下达的指标一致。 

4  土地整治重点区域调整

2016—2020年，潞城市土地整治重点区域主要涉及建设

用地复垦和宜农后备资源开发。规划全市土地整治规模680公
[1]顷，补充耕地545.91公顷 ，主要涉及微子镇和史迴乡。 

5  建设用地管制及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5.1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 

调整后的允许建设区面积为8665.10公顷，比现行规划

(7269.16公顷)多1395.94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

2031.46公顷，比现行规划(2220.21公顷)少188.74公顷；

限制建设区面积为50679.50公顷，比现行规划(51955.27公

顷)少1275.77公顷；现行规划没有安排禁止建设区，本次
[1]规划调整后禁止建设区面积为68.58公顷 。 

5.2  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调整后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22167.45公顷(其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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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 8 6 3 6 . 8 0公顷 )，比现行规划

(21527.57公顷)多639.88公顷，主要分布于微子镇和店上

镇；调整后的一般农地区面积为5348.50公顷，比现行规划

(6229.38公顷)少880.88公顷；调整后的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的面积为7137.62公顷，比现行规划(5698.43公顷)多

1439.19公顷；调整后的独立工矿区面积为701.43公顷，比

现行规划(1613.05公顷)少911.62公顷；调整后的生态安全控

制区面积为68.58公顷，比现行规划(10.91公顷)多57.67公

顷，主要分布在店上镇和史迴乡；调整后的林业用地区面积

为12651.93.公顷，比现行规划(16573.36公顷)少3921.43公
[1]顷，主要分布在辛安泉镇和合室乡等乡(镇) 。 

6  “三线”划定 

6.1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划定区域面积为22167.45公顷(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为18636.80公顷)，主要分布于微子镇、店上

镇和成家川办事处。 

6.2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全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为68.58公顷，包括长治市西

流水源地生态保护区、辛安泉域重点生态保护区及卢医山、

黄天脑和马鞍山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生态保护区，位于辛安

泉镇、黄牛蹄乡、店上镇、史回乡、路华办事处和成家川办

事处。生态红线范围内的用地将全部纳入禁止建设区。 

6.3   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潞城市最终城市开发边界划定面积为1840.27公顷，主

要用于城镇的生活、生产、生态用途。基于区域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城镇发展的总规模，引导人口经济向
[3]生态环境容量高的地方配置 。严格规避生态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等具有明确保护要求的空间要素，严格保护山体、

水系、自然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等基础生态空间。 

7  结语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是适应新形势的现势要求，

方式上需上下结合、横向衔接、技术保障，组织上需自然

资源部门牵头、政府重视、相关部门通力配合、专家评
[3]审、公众广泛参与 。对新时期土地规划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同时也对相关规划起到了推动完善作用。而真正的

“一本规划”不仅仅是“一张图”，而是成系统的不断修
[2]正的、进步的、细化的谋划 。在这过程中，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是根本要求，由粗

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

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然选择。  

规划调整完善结合潞城市土地资源的实际状况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建设的实际要求，经多方努力和充分协调，对全

市各业生产用地和各类建设用地所进行的统筹安排,对促进

土地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具
[4]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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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镇低效用地调查

1.1  相关部门基础资料收集

基础资料收集涉及的部门包括：介休市发展和改革局、

规划和城市管理局、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民政局、经

济和商务粮食局、招商局、公安局、教育和科技局、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环境保护局、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办公

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小企业局、统计局、交通

运输局、义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安监局、国土

资源局。

1.2  根据收集工作底图划分调查区

1）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图或最新高清遥感影像图（从介

休市国土局或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办公室获取）作为调查工

作底图；从地籍数据库中提取规划基期年的宗地信息层数

据（或地类图斑信息数据）和建筑层信息数据（建筑基

底、建筑面积或建筑层数）；对比分析地籍数据库中的地

类（用途）图斑用地分类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用地分类标准体系，将地类（用途）图斑的

分类属性统一转换到符合调查工作底图要求的用途分类

中。同时，依据国土局提供的供地坐标将有坐标的地块范

围优先按照坐标标示图中。

调查底图分乡镇制作，以基期年的遥感影像图为底图，

标注重点调查的范围，不同用途地类采用不同标注，并将

初步掌握的地块权属信息标注图中。

2）需要国土局和乡镇安排专人协助调查人员，按照初

步划定的调查地块，根据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

一步确定调查地块的界线，对其进行编号、记录，形成工

作底图。

3）在对调查范围内低效利用的旧城镇、旧厂矿、旧村

庄等空间分布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行政界线，地

物界线及相关建设规划的功能区、地块界线划分调查区。

考虑到功能区各类界线划分调查区，然后将调查范围划

分为旧城镇、旧村庄、旧厂矿和其他类型，并对调查区进

行编码编号，编号不得重复。

4）根据权属、用途及产权等特征，充分考虑与介休市

城乡总体规划地块及再开发改造空间单元衔接基础上，确

定调查单元。一个调查单元可以是一个宗地,也可以由多个

宗地组成，然后对调查单元进行编号。

5）根据调查内容设计调查表格。调查内容如下：a.开

发利用现状，包括位置、面积、用途、容积率、建筑密

度、投入产出水平、低效用地类型、环境状况、基础设施

水平、房屋建设情况、承载人口等内容。工业用地还需调

查用水用能情况。b.权属等相关信息，包括权利人、权属

性质、地类和用地手续等内容。c.城乡规划相关信息，包

括规划用途、发展方向、土地利用强度等控制指标。

1.3  调查地块的划分

1）调查地块作为本次调查的基本单元。2）调查地块划

分和选取的总体要求如下：调查地块要考虑今后专项规划

编制和再开发区块要求；调查地块的设定总体原则集中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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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

动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的新

形势下，为盘活城镇低效用地，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有效供给，实现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持续保障能力，推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增强城乡经

济发展动力，迫切需要研究制定和实施介休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战略，作为其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战略

导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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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低效再开发主要工作内容

——以介休市为例

就能够制定相应的操作方案。通过对规划模型的采用，利用

相关技术予以规划并评价可预见的效果，通过不断完善制定

最优化的方案，以供领导部门决策。在土地资源规划中，借

助空间信息技术能够很好地监控土地资源的整个变化过程，

便于及时对土地资源规划方案进行相关修正与调整。可以

说，正是得益于空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土地资源管

理中的应用，才能够实现对不同区域土地资源情况的综合，

进而有针对性地在时空上予以合理分配与协调，从而使得最

终的土地资源规划方案更具超前性和科学性。

3.3  在土地资源评价中的应用

在土地资源管理中，土地资源评价也是一项基础性工

作，主要是通过鉴定、评定土地生产力高低，确定土地资

源的质量状况。土地资源评价主要包含潜力评价、经济性

评价、适宜性评价等方面。借助空间信息技术来建立土地

资源评价信息系统，不仅能够实现对现有各种土地评价资

料的有效利用，而且能够实现大大减少土地资源评价工作

量，还能够起到提高评价质量、积累评价资料的作用。数

据源数据库滞后，是目前土地资源评价中存在的一个主要

问题，制约了土地资源评价工作的发展。但是借助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就能够实现对土地资源现状信息的顺利解

译。如此，土地资源的信息数据就能够实现及时更新，进

而推动土地资源评价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空间信息技术是土地资

源管理的可靠技术保证。借助空间信息技术，对土地资源

信息进行分析与处理，让土地资源规划更加准确，政府相

关部门和单位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就更加科学合理。相信在

土地资源管理中，空间信息技术还将发挥更大作用，也会

有更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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