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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总结目前地籍管理工作的基础上 ,较为详细地研究地籍管理工作中的基本管理特点 ,即城乡一体化地籍管理 、地籍数据

检查 、时空地籍数据管理和基于 WebService的目录数据库管理。并利用 ArcEngine组件 ,在.NET平台基础上 ,以广东省地籍管理

数据库系统建设为例 ,实现了这些特色管理,它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地籍数据库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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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　言

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基础技术性工作 ,自

从我国成立国家土地管理相关部门以来 ,各级地

方土地管理部门做得最多的工作之一就是地籍管

理工作 。随着我国 “二次土地调查”工作的全面开

展 ,以及地籍变更工作的开展和深入 ,各地地籍管

理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情况
[ 1]
。地籍管

理的理论在不断发展 ,土地管理机构在不断变迁 ,

地籍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因此 ,需要不断

地总结经验。本文在总结现有地籍管理的基础

上 ,对地籍管理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 ,提出

了四种地籍管理特色 ,以广东省地籍管理数据库

系统建设为例 ,实现了这些特色管理 ,它将对我国

城乡一体化地籍数据库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

　　二 、城乡一体化的地籍管理

由于历史原因 ,目前进行的城镇地籍调查和农

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在城

镇建立以产权 、产籍管理为主的城镇地籍管理体

系 ,在农村建立以资源性管理为主的土地利用管理

体系。调查的依据不统一 、标准不统一 、土地分类

体系不统一等 ,导致了不少问题。因此 ,需要积极

推进城镇和农村地籍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 ,彻底打

破城乡土地分割管理的 “二元结构 ”,建立新型的地

籍管理模式 ,以消除目前土地管理工作中城镇地籍

和农村地籍分开管理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以统一

的标准 、城乡一体化的管理成为地籍管理发展的必

然趋势 ,也是目前地籍管理最显著的特点。一体化

管理的实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制定数据库建库标准

城镇地籍数据和农村土地利用数据是依据完

全不一样的分类体系。为了将这两种不同体系的

数据能一体化 ,首先需要从标准依据上彻底解决这

两种数据之间的差别。城镇地籍数据和农村土地

利用数据在要素分类 、数据分层表达上等均需要一

体化处理 。依据国家及省厅发布的相关标准 ,需要

制定 《城乡地籍管理数据库建库标准 》,确定地籍数

据的要素类别及其子类 、地籍数据分层和要素属性

数据结构等一体化标准 。

2.城乡一体化数据管理模式

目前由于数据体系不一致 ,地籍管理大多采取

城乡二元的不同的管理模式 。现有城镇地籍管理

系统的管理模式主要按市—区 (县)—街道—街

坊—宗地 —地块对数据进行组织和管理 ,数据的组

织单元为街坊;农村地籍管理的主要方式采用市 —

区(县)—乡(镇)—行政村—小组—图斑对数据进

行组织和管理 ,数据的组织单元为行政村。管理方

式虽然不同 ,但在核心数据组织上仍有相似之处 ,

这就为建立地类图斑和用地权属单位 (城镇的宗

地 、农村的行政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从而为

逻辑上一体化管理提供了基础。所以 ,城乡一体化

的管理模式可以设计为县 —街道 (乡 、镇 )—街坊

(行政村)—宗地 (权属单位 )—图斑
[ 2]
, 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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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乡一体化地籍管理模式

3.一体化数据融合处理

目前各地一体化数据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方

面:一是城镇地籍管理信息 , 包括地籍调查 、变更

调查 、土地登记等工作 ,精度较高;二是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信息 ,包括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变更 、更

新调查等 ,精度较低 。城镇地籍信息的成图比例

尺为 1∶500,其测绘方式 、地形要素的详细程度 、精

度与 1∶10 000的土地详查信息存在差异 ,因此在处

理此类问题时遵循的处理原则是:小比例尺服从

大比例尺 ,低精度服从高精度 ,历史数据服从现势

数据 。以 1∶500地籍数据为准 ,绘制地类界线 ,变

更 1∶10 000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保留更改前的地类

信息。城乡一体化数据的融合处理是关键 ,为我们

建立城乡一体化地籍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城乡一体化处理地籍数据如图 2所示 。

图 2　城乡一体化处理地籍数据

　　三 、地籍数据质量检查

地籍数据是地籍信息系统的 “血液 ”,是地籍

数据库系统运行应用的基础 ,是保证地籍管理高

效正确的关键 。GIS常用一句 “进来的是垃圾 ,出

去的也是垃圾 ”来形容数据正确的重要性。所以

很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查 , 保证入库数据的

完整性 、正确性 。地籍数据包括空间数据和属性

数据 ,那么对地籍数据检查也就从这两个方面入

手 ,包括空间图形数据的检查和属性数据的检查 。

对空间图形数据检查的内容具体为:空间参考检

查 ,图形数据逻辑一致性检查 ,图形拓扑检查等 。

属性数据的检查内容具体可为:图层文件的齐整

性检查 ,属性域检查 ,属性类型取值的正确性检查

和属性的逻辑一致性检查等 。具体情况多种多

样 ,灵活处理 。

　　四 、时空地籍数据库

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籍变更越来越频繁 ,

对变更前的地籍数据信息并不能简单删除。随着时

间的推移 ,便积累了海量的地籍数据。地籍数据的变

更多是参照序列快照模式来处理 ,不记录其历史信息

和现状信息之间的关系 ,使得利用数据用于土地利用

变化的统计 、数据回溯等变得十分困难 。所以 ,地籍

管理特色之一就是将时空数据模型引入到地籍管理

中 ,设计时空地籍数据库 ,高效地管理 、维护和利用时

空地籍数据 。时空数据库是包括时间和空间要素在

内的综合数据库系统 ,可以说是时间数据库和空间数

据库的统一体。时空数据库的模型实现基础是时空

数据模型 ,目前 STGIS理论在时空模型方面有了很大

的发展 ,为我们将时空数据模型引入地籍领域 ,设计

时空数据库奠定了理论基础。图 3为基于 ArcSDE的

时空地籍数据库逻辑结构。

图 3　基于 ArcSDE的时空地籍数据库逻辑结构

　　五 、基于 WebService的目录数据库

地籍目录数据库是地籍信息组织的一种方

式 ,它以地籍元数据为核心 ,以各种业务分类表和

主题词表为控制词表 ,对地籍信息资源进行网状组

织 ,从分类 、应用等多个角度对地籍资源进行上下

联动的目录数据查询 、统计管理。利用先进的 Web

Service技术 ,实现对地籍管理目录数据的采集 、汇

总 、入库 、更新 ,实现目录数据的上下级的联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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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彻底改变了传统各级地籍报表传达汇总模式 ,

大大提高了地籍管理效率 。图 4为基于 Web

Service的目录数据库界面 。

图 4　基于 WebService的目录数据库界面

　　六 、结束语

地籍是土地管理的基础 ,基于 GIS的地籍管理

数据库系统的建立和应用 ,对于土地管理的科学性 、

准确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目前地籍数据库

建设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

情况。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总结研究地籍管理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地籍管理手段和

模式。本文对目前地籍工作出现的特色管理作了一

些研究总结 ,仅抛砖引玉 ,为地籍管理系统建设工作

尽绵薄之力。新时期下地籍管理出现了新的管理特

点 ,本文上述四个管理特色均是目前地籍管理中必

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总结目前地籍管理工作

的基础上 ,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地籍管理工作中的基

本管理特点 ,并利用 ArcEngine组件 ,在.NET平台

基础上 ,以广东省地籍管理数据库系统建设为例 ,实

现了这些特色管理 ,得到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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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测量 》一书出版

[本刊讯 ] 　由王侬 、廖元焰主编的《地籍测量》(第二版)一书 ,近日已由测绘出版社出版发行 。

该书是经教育部审定的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共分 11章 ,依次为:地籍测量概论 、初始地籍调查 、

地籍控制测量 、GPS技术在地籍测量中的应用 、初始地籍测量 、变更地籍调查 、面积量算 、航测法地籍测量 、数

字地籍测量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等 ,并有两个附录 。

该书是四年制本科教材 ,适用于土地管理 、地籍测量和测绘类的有关专业 ,以及测绘类专业研究生的辅

助教材 ,也可作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土地管理 、城市规划 、土建工程 、房地产等科技工作者的专业参考书

和培训教材 。

该书为 16开本 ,定价 28元。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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