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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地学网格的基本概念出发，提出了由网络层、数据层与应用层以及安全保障和标准化体系构成的国

土资源管理与服务系统总体框架。探索了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模式，明确了不同角色在网格化管理中

的职责。对于网格化管理中的数据更新机制、更新流程和更新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最后，文章结合东莞

市的实际设计并实现了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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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学领域，网格是指对地理空间的划分，称

为地理格网、地理网格、空间网格等。文献［１５］

研究的全球网格则采用了不同的空间划分方法，

如以经纬度来划分地球网格，将地球看成多面体，

用４面体、６面体、８面体、１２面体和２０面体这５

种理想的立体形状来模拟地球，并逐级划分地球，

从而有效地描述了地球表面的空间位置关系，以

解决ＧＩＳ空间定位、空间检索机制等方面的问

题。

笔者指出了从数字地图到空间信息多级网格

的发展趋势［６，７］，提出了广义空间信息网格和狭

义空间信息网格的概念［８，９］，分析了空间信息多

级网格的关键技术［１０］，并研究了全球网格划分的

编码策略、存储方式、网格编码与地理坐标转换方

法等［１１］。陈述彭等［１２］认为，网格方法具有打破行

政单元约束，提高信息检索与更新效率，适用于普

查基本完成后的局部抽样统计，易于与遥感图像

像元匹配，应用便利及高效等特点，是值得加以重

新认识、开发和郑重推荐的统计空间分析方法之

一［１３，１４］。

我国许多城市，如北京［１５］、上海、南京、杭州、

武汉［１６］等已经开始采用网格化的思想实现城市

的综合管理。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是根据空间信

息多级网格的思想，按一定的规则将不同利用性

质的国土划分为一定大小的网格单元，形成不同

层次的多级网格；以管理单元网格为基本单位，将

网格内各种宗地称为网格化地块，将国土资源管

理中的事情称为网格化事件，将国土资源管理的

各类服务定位为网格化服务，由国土资源管理监

督员对所分管的单元网格实施监控，通过对网格

化地块、网格化事件和网格化服务的处理，实现对

全市分层、分级、全区域的无缝精细化管理，提供

人性化国土资源管理与服务，使城市中人与自然、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１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

的总体框架

　　国土资源网格化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

现有土地利用资源，采用网格化管理，实现国土资

源管理的精细化、动态化，保证土地资源管理和动

态变更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处理，逐

步建立沟通快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反馈快速、

处理及时、运转高效的国土资源管理和监督的长

效机制。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以数字城市空间数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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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为基础，对辖区范围内的国土进行无缝的

网格划分，对与国土资源管理密切相关的各种事

件和地块进行编号，建立辖区统一的、无缝的国土

资源网格化管理数据库，综合运用ＧＩＳ、网络、无

线通信等相关技术，设计并实现国土资源网格化

管理与服务系统，对管理流程进行梳理，整合优化

国土资源数据库，建立覆盖全方位的精确、敏捷、

高效、可视化的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体系，并采用

“集中存储，分布式更新”的思想，逐步建立国土资

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空间数据的维护更新体

系，形成国土资源网格化数据库及相关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的动态更新维护工作机制，实现国土资

源网格信息、网格内地块信息、基础地理信息的动

态管理和实时更新，为国土资源网格化系统的正

常、高效运行提供信息保障。国土资源网格化管

理与服务系统的总体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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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网络层。通过电子政务专网连接政府、其

他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事业单位、规划国土资源

管理局系统内部网络，保障空间基础数据的实时

更新。

２）数据层。以数字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

为基础，建立国土资源网格化宗地、网格化事件

库、网格化服务数据库，依托成熟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和ＧＩＳ平台，为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

统及其他应用提供基础地理数据、网格化管理数

据的支撑。

３）应用层。建立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

务平台，同时考虑今后为政府其他职能部门提供

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及其他地理信息服务，辅助

支持政府在国土资源应用方面的分析与决策。

４）安全保障。按照网络设施、数据访问、数

据更新、系统应用等四个方面设计和建设安全体

系，建立安全认证、数据备份、数据恢复机制，确保

网络的安全性和强健性。

５）标准化体系。以数字城市空间数据基础

设施标准体系框架为参考，并参照国土资源网格

化管理工作建立的相关标准，形成国土资源网格

化管理数据有关技术规范、数据管理与维护等的

实施细则和工作要求。

２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模式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包括通过电

子政务专网，进行国土资源的监督和管理工作，通

过该平台对重大事件进行指挥调度和处理，基于

网格化平台进行统计分析和预警评价等相关决策

支持，通过在国土资源管理中使用网格这种新手

段，加强对国土资源的监管和动态更新。国土资

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如图２所

示。

图２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平台的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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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中心负责国土资源

网格化管理的监督职能，承担信息收集、问题处

理、结果监督及管理状况评价工作，其主要职能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负责国土资源管理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的现场信息和处理结果信息的采集、分

类、处理和报送，随时掌握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现

状、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实施对国土资源网格

化管理全方位全时段的即时监控；② 负责各类国

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信息的整理、分析，对国土资源

网格化管理状况以及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履行国土

资源网格化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评

价；③ 负责领导和管理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监督

队伍，负责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监督员的配置与

管理；④ 负责网格化管理日常工作的组织，以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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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网格及管理地籍的更新维护。

２）国土资源网格化信息中心。该中心通过

对国土资源的管理，负责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和

信息加工工作。其主要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负责接受监督中心派发的任务；② 按照监督

中心分派的任务，提供基础资源进行及时处理；③

向监督中心反馈处理结果，并接受监督中心的监

督和考核。

３）各应用部门按照监督中心和信息中心的

授权，依据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处理本部门能访

问或更新的国土资源，并向信息中心及时反馈处

理结果。

４）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队伍的职责是对划

定的若干网格进行日常巡视，并接受监督中心的

指挥和监督管理，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日常的网格巡视，对各类事件和群众求助进行收

集和上报；② 接受监督中心的指令，对各类群众

投诉和求助进行核实和确认；③ 接受监督中心的

指令，对各应用部门的处理投诉和社会服务活动

进行回访，核实及确认国土资源管理和社会服务

的效果，向监督中心进行反馈；④ 接受监督中心

的工作考核和业绩评估。

监督员通过移动终端与监督中心进行数据通

信，上报信息，接收指令。监督中心部署数据采集

服务器，负责信息的采集、存储和处理。

５）系统同时与已有的政府呼叫中心、便民服

务中心、应急指挥中心建立相应的数据接口，便于

相关信息能够方便地传递到相关系统中进行处

理，实现各种信息的联动。

３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更新与维护

３．１　网格化管理数据更新机制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中网格化管

理数据采用集中建库管理、分工更新维护的管理

和更新模式，这种模式对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相

关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将分散在各个行业的网格

数据由不同的行业负责集成建库，各部门负责各

自数据的维护，减少了各行业之间网格数据的裂

缝，实现了东莞市国土资源网格化数据跨部门、跨

区域的信息共享。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数据更新

维护机制如图３所示。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信息

中心作为基础地理数据和网格数据集成与管理中

心，承担了城市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中心的职能，通

过电子政务专网提供地理信息在线服务并进行更

新维护。信息中心负责辖区范围内的网格数据、

地籍数据、事件数据的更新工作。其他行业部门、

公共事业单位在监督中心和信息中心的统一协调

和指挥下负责各自管理的行业信息的更新工作。

图３　网格化管理数据更新维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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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网格化管理数据更新流程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中网格化管

理数据的更新包括地籍数据、网格数据以及网格

化监督员手机中的电子地图的更新。根据各种数

据的自身特点和生产工艺，建立相应的数据更新

流程。

１）地籍数据更新。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员

发现监督管理区内新增或合并宗地时，需要向国

土资源网格化监督中心上报更新地籍数据的信

息，由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中心派专人对该宗地

数据进行数据采集，并提交到国土资源网格化信

息中心完成宗地数据更新入库的工作。

２）多级网格数据更新。网格数据更新包括

了区、街道、社区、单元四级网格数据的更新。当

网格数据发生变化时，需要按照网格划分原则重

新进行网格划分，将重新划分的结果图件数字化，

经过数据处理后转换为ＧＩＳ图形数据。如果该

网格数据是单元网格，则需要考虑重新划分的新

单元网格与原来的数据是否存在裂缝。如果该网

格数据不是单元网格，不仅需要考虑数据裂缝的

问题，还需要检查该网格数据与上下级网格之间

的拓扑关系，是否重叠、交叉等。数据检查工作完

成后，才可在国土资源网格化数据库中删除旧的

网格数据，替换为新的网格数据，并录入网格的属

性数据。最后，对应更新后的网格数据，修改其他

与之关联的上下级网格数据的属性信息，完成网

格数据的更新。

３）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员手机地图更新。

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员手机中的地形图主要用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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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监督员管理和监督所属管理区内的日常业

务，因此，手机内地形图数据必须具有较高的现势

性。监督员手机地图更新需要和数字城市空间数

据基础设施中地形图更新保持一致。当数字城市

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中地形图更新完毕后，向地形

图发生变化的行政区发送更新手机地图的提示，

由国土资源网格化监督中心向监督员下达更新手

机地图的任务。监督员使用手机地图更新工具，

将需要更新地图的监督管理区范围发送到服务

器，服务器接受到更新消息，按照管理区范围更新

手机客户端当前地图。

４　东莞市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

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示例

４．１　国土资源网格划分与编码

国土资源多级网格的划分以行政管理单位为

基础进行。市街社区是国土资源多级管理最基

本的单元，向下再延伸到网格。这种划分方法不

但能够适应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的需要，同时能

够作为与国土资源相关的各种社会经济数据普查

和统计的基本单元。

１）市级：东莞市为一个逻辑的大网格，该网

格主要为将来的全省乃至全国的网格化管理提供

衔接。

２）街道（乡）级：是市下面再划分的行政管理

单元，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一般以街

为基础进行，再逐级进行汇总。

３）社区（村）级：是居民自治组织，严格来讲

不是行政管理单元，但是具有管理职能，是我国目

前社会经济信息采集的基础单元。

４）网格级：根据网格划分原则进行一定的单

元网格划分，最终形成无缝覆盖全市范围的国土

资源管理网格。

网格级的划分原则包括国土资源多级网格化

管理的需要，首先根据用地类型作为基础，在统一

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再按照道路、河流等自然属性

以及行政管理区等，实现东莞市市街道社区单

元网格的多级网格的无缝划分。图４为东莞市厦

岗村的国土资源网格化划分图。表１为各网格和

用地类型的关系表，图５为放大的局部网格示意

图。

国土资源多级网格的编码由４部分组成，采

用１６位数表示，依次是６位市辖区码、３位街道

办事处码、３位社区码和４位单元网格顺序码。

编码结构如图６所示。

图４　东莞市厦岗村的国土资源网格化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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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放大的局部网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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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网格和用地类型关系表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ｄａｎｄＬａｎｄＵｓａｇｅＴｙｐｅ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ｍ２ 网格数量 地块数量

独立工矿用地 １５７１９５５．３１１ １９４ １９４

河流水面 ６８３７７．５５８４１ ８ ４

荒草地 ５８３４９．２４２７５ １４ ３

荒草地（可整理为园地） １８５０９．１５３８３ ５ ２

龙眼荔枝园 ４３１６４．８１３７１ ８ ４

路面 ２０９０３７．７２６２ １９ ３７

农村居民点 ３６３６０２．９３８ ５１ １２７４

农村居民点（可整理为耕

地）
９０８０．５０６８０４ １ ３７

农田水利用地 ２１２９６．４４０４８ ４ １

其他未利用土地 ２９５７２．７０７９ ７ ２３

其他未利用土地（可整理

为耕地）
７５３９．６７４８０４ ３ １

其他未利用土地（可整理

为林地）
４３６１４．７１９５５ ４ １

水库水面 ２３４３６０．４８７１ １６ １

现状为闲置地的已批建

设用地
４８７８２５．９３０５ ６８ ８３

养殖水面 ２２６９３４．０６０６ ２３ １３５

有林地 ４３００６２．４５６１ ４２ ５４

　　这种编码方法体现了层次性特征，通过取网

格编码的前几位数，即可得到该网格的上一级网

格，计算上非常方便。如图７所示，选中的单元网

格的编码为４４１９００１２１０２００５７９，其中４４１９００为

东莞市代码；１２１为该网格所在乡代码；０２０为该

网格所在村代码；０５７９为该单元网格编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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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国土资源管理单元网格的编码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ｒｉｄＵｎｉｔ

图７　国土资源管理单元网格编码示例

Ｆｉｇ．７　Ｃｏｄ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ｒｉｄＵｎｉｔ

４．２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功能设

计与实现

东莞市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功

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监督中心受理子系统。通过直属国土资

源管理监督员的信息传递，随时掌握国土资源管

理现状、出现的问题和处理情况，对东莞市国土资

源管理实现全方位、全时段的即时监控。监督中

心受理子系统以ＧＩＳ平台为基础。

２）大屏幕监控子系统通过大屏幕能够直观

显示网格内国土资源地图信息和相关详细信息等

全局情况。

３）协同工作子系统通过工作流的手段，实现

监督中心与信息中心、信息中心与各应用部门间

对国土资源管理问题的协同处理、并联工作。

４）信息中心受理子系统完成所有从监督中

心发送过来的业务受理和派单功能。

５）各应用部门受理子系统完成所有从信息

中心过来的业务受理和处理结果的上报功能。

６）综合评价子系统根据统一的网络平台可

正确评价各应用部门的工作负荷、办事效率、市民

满意的程度，然后通过根据工作机制建立的评价

模型，实现对国土资源管理水平的科学评价。

７）数据交换子系统负责监督中心受理子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大屏幕监控子系统、协同工作

子系统间大量的数据交互。

东莞市的国土资源网格数据入库后，通过国

土资源管理政务专网，向联入国土资源网格化管

理网络的单位提供空间地理信息服务。

５　结　语

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按照空间

信息多级网格的思想，综合运用数字城市相关技

术，整合和优化了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数据库群，

建立覆盖全时段
!

全方位的精确、敏捷、高效、可

视化的国土资源管理体系，同时结合东莞市现状，

大大扩展了国土资源网格化管理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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