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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是我国发展的重点与关键，对于国土空间如果能够实

现科学合理利用，那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社会的进步与更

好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加强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设

计的方式，并且要在 GIS 基础上展开设计工作与实现共工作。这样

可以实现国土空间的科学合理规划，提供有效数据信息与技术保障。

怎样能够更好进行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设计与实现工作，是人们

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本文将针对基于 GIS 的国土空间

数据应用平台的设计与实现相应内容进行阐述。

1 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基本概述

国土空间通常情况下主要是指，在国家主权以及主权权利管辖

范围内的地域空间，主要是人类与动物生存的主要场所。主要包括

陆地、陆上水域、内水以及领海等，国土空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保

障。一般情况下，对于国土空间如果从产品类别进行分析，那么可

以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城市空间类型、农业空间类型、生态

空间类型以及其他空间类型。

城市空间通常主要是指，空间可以为工业品以及服务产品产生

工作提供主体功能的空间类型被称之为城市空间，同时还能为城市

建设工作以及工矿建设等工作顺利展开提供保障的空间 [1]。城市空

间是国土空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作

用。农业空间一般主要是指，为农产品生产工作等提供的主体功能

空间被称之为农业空间，例如，农村居民生活空间、农业生产空间

以及耕地空间等，农业空间在促进我国农业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生态空间通常情况下主要是指，可以为生态产品以及生态服

务提供有效的功能空间。生态空间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其

他生态空间与绿色生态空间。生态空间，可以为动植物的成长与发

展打下基础。其他空间一般是指特殊空间，比如，军事用地空间以

及宗教用地空间等。

由此可以看出，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是指能够对我国国土

空间做出科学合理设计与规划的信息平台。在该平台中，可以及时

对国土空间数据信息进行详细记录与分析，为后续国土空间规划工

作的展开打下良好基础。

2 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总体框架设计

在对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的总体框架进行设计过程中，要注

意以下几点问题：

2.1 加强基础设施层设计工作

在平台运行过程中，要加强对基础软硬件设施的应用，比如，

存储资源、网络设置以及服务器资源等。其中网络设施一般包含两

部分内容，分别是国土资源业务专网与政务信息网。政务信息网的

主要工作内容是，为委办局、自然资源局之间的数据交换工作，提

供正常且有效网络渠道。国土资源业务专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

国土资源业务系统垂直运行，提供有效的网络信道。

2.2 加强数据资源层设计工作

在数据资源层设计工作的开展中，要将不同数据作为主要核心

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要及时应用大型网络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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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平台的等，从而构建出集不同功能为一体数据资源层，比如，

数据管理功能以及数据处理功能等。从而为平台运行，提供有效的

管理数据、元数据以及规划数据等。

2.3 加强基础支撑层设计工作[2]

在基础支撑层设计工作的开展中，要对基础支撑服务进行充分

利用，比如，IT 技术架构下的基础支撑服务等。除此之外，还可以

采取 Rest 接口形式，比如，表单引擎服务、权限引擎服务、安全

审计服务以及 GIS 空间数据引擎服务等。

2.4 加强应用层设计

应用层包括不同系统，因此，在设计工作的开展中，对于规划

决策支持系统、合规性检测等系统的设计工作。

3 基于GIS的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3.1 加强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

在国土空间规划信息数据库建设中，要将 CGCS2000 坐标作为

主要基准，通过对不同信息的整合与应用，比如，调查评价信息、

开发利用信息以及摇杆影像信息等，从不同的信息中提取有效数据

集，然后展开数据库建设工作。在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开展中，要结

合数据提取、数据之间以及数据转换等内容展开 [3]。基于此，在加

强国土空间规划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明确现状数据。现状数据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而得出的数据信息。比如，通过加强对不同工具的应用，从而采取

地球表面层观测方式，并得到相应的数据等。与此同时，在不同时

期的比例尺 DOM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以及各比例尺 DEM 硬

度数字高程模型数据要确保应用的合理性。可以有效获取到不同数

据信息，并且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将会得到保障，为后续各项规划工

作以及国土空间利用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明确规划数据。在规划数据中涉及到许多不同数据信息

内容，比如，控制线数据信息、专项规划数据信息等。其中控制线

数据主要包括的是城镇边界开发产生的数据信息、农田红外线产生

的数据、以及生态保护红线产生的数据信息 [4]。空间规划数据包括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城市总体规划数据等。专项规划数据，

包括水利规划数据、林业规划数据以及生态规划数据等。

（3）明确管理数据。管理数据主要是在现状数据以及规划数

据基础上产生的数据。在具体业务工作中，产生并包括的建设项目

审批数据、矿政审批数据等。

（4）明确元数据。元数据通常情况下，会将其分为两种类型，

分别是数据元数据与系统元数据。数据元数据主要包括，对空间数

据本身进行描述的数据元数据、对不同来源与命名规则的数据元数

据、在空间实体库数据抽取中，可以对原图件进行继承的数据元数

据。

不同的数据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现状数据，可以为不同数据

提供有效的坐标基准，并具备较强的定位功能，是管理数据以及规

划数据的基础与保障。规划数据可以将自然资源现今情况与未来规

划情况进行充分展现，是管理数据的基础保障。控制线数据可以为

摘　要：本文基于对 GIS 下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设计与实现的研究，首先，阐述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基本内容。然后，给出国土

空间数据应用平台总体框架设计措施，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层设计、加强数据资源层设计等。最后，为在 GIS 下，更好展开国土空间数据应

用平台的设计与实现工作，给出加强信息数据库建设工作、加强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工作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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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工作，提供有效保障 [5]。管理数据主要是在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相关审批管理工作中形成的，为后续国土资源规划工

作打下良好基础。

3.2 加强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工作

通过数据应用系统建设工作的展开，可以为国土空间数据应用

平台的设计与实现打下良好基础。在该系统中，在主要包含不同内

容，比如，国土空间数据一张图、合规性检测系统、规划决策支持

系统等。因此，在实际系统建设工作的开展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3.2.1 加强国土空间数据一张图系统设计工作

国土空间数据一张图系统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国土空间规划

信息数据库进行明确，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的系统，可以形成许多不

同的数据，并具备较强的多专题分屏展示功能、数据查询功能等。

（1）叠加展示功能。叠加展示功能在使用过程中，要保证严

格按照相应的数据类型对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现状数据、规划数

据以及管理数据等。用户在实际系统应用中，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选择适合自身的数据查看形式。从而能够对土地的批、供、用

等利用现状以及规划现状进行明确，同时掌握有效数据信息的。在

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加强对卷帘效果的应用，促使土地利用情况以

及影像数据都可以实现叠加展示。

（2）对比展示。对比展示主要是用户通过对窗口的应用，对

土地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规划情况以及叠加分布情况针对每一年

度的专题做好分析对比工作，这样才能发现在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与问题，针对问题给出有效解决措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国土空间

能够得到科学合理规划 [6]。

（3）多专题分屏展示。系统能够结合客户的需求，同时打开

两个窗口或者四个窗口等。促使用户能够及时对土地利用规划、土

地利用影像等内容进行明确。

3.2.2 规划实施监测一张图

规划实施监测一张图通常情况下，主要是对不同年度的土地利

用情况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对土地机构变化情况、数量情况以及

变化速度等进行明确。为促使系统更好实现规划实施监测一张图，

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总量监测。总量监测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对，两期或者两

期以上的土地利用规划情况、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年度实施情况等展

开分析工作，同时对耕地面积、园地面积以及草地面积等进行明确。

或者是对三大类用地面积进行分别统计，比如，建设用地、未利用

用地以及农用地等。对各大类土地总面积的应用情况、变化情况等

做出详细研究，使得工作人员能够尽快掌握相应的耕地补充面积指

标信息、耕地减少面积指标信息等。除此之外，要对不同类用地百

分比进行详细分析与了解，得出建设用地比重指标、城乡建设用地

比重指标数据信息等，如图 1 所示。

（2）流向监测。流向监测工作的展开，一般要对两期土地利

用规划实际情况、利用现状以及年度实施情况等做出统计分析，从

而明确不同图斑变化前与变化后的地类性质情况。在此期间，要及

时分析用地变化方向与用地变化数量，这样可以得出新增建设用地

占地面积情况指标以及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林地面积指标情况等 [7]。

（3）监测预警。在对单期土地利用情况、土地利用现状或者

十二大类用地面积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明确其中的城乡建设用地规

模指标、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等。将不同指标与预期设定的指标

进行有效对比。根据实际指标偏离情况，设置三种不同的预警，比

如，绿灯预警、黄灯预警以及红灯预警等。

（4）图斑监测。对于两期土地利用情况，利用现状进行分析，

从而对图斑用地性质以及用地边界线进行明确。这样可以对用地图

斑是否发生变化进行明确，并得出相应的统计报表。

3.2.3 加强合规性检测系统设计

合规性检测系统主要是能够对用地预审提供有效的合规性检测

功能，对城镇开发边界、环保规划、城市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系

统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样可以明确在其中存在的问题或者矛盾，针

对不足给出相应的提示或预警。为空间用途管控提供有效技术支持。

为更好实现合规性检测系统，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已批红线检测。在进行已批红线检测时，要严格按照重

叠检测空间运行模型展开。对用地红外线与已批红外线重叠情况以

及漏洞情况进行检测 [8]。

（2）控制线检测。控制线检测功能主要是在，基本农田红外

想以及城镇开发边界空间拓扑规则展开的。在具体控制线检测模型

的建设中，要占用保护红线发现，用地红外线可以通过空间拓扑规

则的方式，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基本农田红线中，明确重叠的保护

红线。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占用保护红线的分析工作，对其中的重

叠图斑、台账等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要明确重叠面积以及地块名

称等。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设计与实现对于我国国土空

间的利用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国土空间数据应用平台设计与实

现工作的展开中，要尽量在 GIS 基础上进行相应工作。使得平台的

可操作性得到保障，促进社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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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总量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