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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理国情监测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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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国情是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地表自然要素、人文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信息的空间

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当前，我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开展普查数据的整理、汇总、统

计分析，未来还将开展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本文针对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地理国情监

测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从地理国情监测内容、监测尺度、监测单元、监测模型、监测频率等多个方面剖析开展

地理国情监测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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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情，是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的基本情况

和特点，涵盖社会性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地理国情是地表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在宏观层面

的综合表达，是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

角度分析、研究和描述国情，反映国家自然、人文、

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从而客观地认知人

与自然的关系。

地理国情是制定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与规

划、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信息支撑，包

括自然地理国情、人文地理国情和社会经济国情。

自然地理国情反映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生态环

境状况，有助于揭示自然环境的时空演变规律。

人文地理国情反映人文信息的空间格局，有助于

揭示人文地理国情信息与资源环境变化、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系。社会经济国情反映社会经济的空

间布局和变化规律，有助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与

自然、人文要素之间的联系［１］。

地理国情监测综合利用现代测绘、遥感、

ＧＩＳ、空间统计学、云计算、通讯等技术，在普查的

基础上对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要素进行动态、定

量监测，分析评估地理国情信息的时空特征和变

化趋势，形成涵盖资源分布与利用、生态环境评

估、区域规划、城镇化发展、经济布局、社会公共服

务等诸多方面的地理国情监测产品，从而向政府

部门、社会、公众等提供科学、权威、准确的地理国

情信息服务，为国家战略规划、政府管理决策、生

态环境保护、突发事件应对、社会公众服务等提供

科学支撑和有力保障［２］。

目前，全国地理国情监测的第一次普查工作已

经完成，进入到普查数据的整理、汇总、统计分析阶

段。如何充分利用普查数据，及时开展地理国情监

测的后续工作，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总结第

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对地理国情

监测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从监测内容、监测尺度、

监测单元、监测模型、监测频率等方面剖析开展地

理国情监测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

１　我国地理国情普查的内容及其应用

地理国情监测是对地表的全要素监测，监测

的内容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国务院第一次全国地

理国情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地理国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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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内容与指标》可知，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内

容分为１２个一级类、５８个二级类和１３５个三级

类（见表１）。其中，每个一级类包括多个二级类，

每个二级类包括多个三级类。例如，水域的二级

类分为河渠、湖泊、库塘、海面和冰川与常年积雪；

河渠的三级类分为河流和水渠，库塘的三级类分

为水库和坑塘，冰川与常年积雪的三级类分为冰

川和常年积雪。

表１　地理国情普查内容分类总表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ｓｕ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地类代码 一级类 二级类数量 三级类数量 地类代码 一级类 二级类数量 三级类数量

０１００ 耕地 ２ ２ ０７００ 构筑物 ９ ２８

０２００ 园地 ７ １１ ０８００ 人工堆掘地 ４ １４

０３００ 林地 ８ １２ ０９００ 荒漠与裸露地表 ５ ５

０４００ 草地 ２ ８ １０００ 水域 ５ ８

０５００ 房屋建筑（区） ５ １０ １１００ 地理单元 ４ ３０

０６００ 道路 ４ ４ １２００ 地形 ３ ３

　　图１是以行政区划为统计单元得到的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市辖区植被覆盖分布情况。在地理国

情普查中，植被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和草地四大

类，是重要的地表覆盖数据。通过对植被覆盖信

息进行统计分析，可为国土、林业、农业等部门土

地整治管理、土地综合利用与开发、防沙治沙、水

土流失治理、农业转型发展等提供决策支持，推动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图１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辖区植被覆盖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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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ｑｉｈａｅｒＣｉｔｙ，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我国地理国情普查应增加不透水

面调查和重视人文综合地理国情

　　目前，地理国情普查对象为我国陆地范围内

的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普查内容包括自然

与人文要素的基本情况，但缺少不透水面这类土

地利用／覆盖数据。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之一，不透水面通常被作为衡量城市生态环境状

况的重要指标。不透水面扩张是由人类活动主导

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时空变

化趋势和对于陆地碳水通量的影响机制是目前全

球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内容，深入了解不透水面

扩张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水通量的影响对于制定可

持续发展战略和应对全球性变化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在流域和区域尺度上，不透水面扩张带来的

直接结果是土地覆盖类型的改变，进而会导致陆

地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同时，作为一类重要的

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不透水面是国家海绵城市建

设和地理国情监测的重要基础数据，城市不透水

面的空间分布情况对城市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

评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３］。

其次，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并未涉及社会

经济类要素。社会经济地理要素作为地理国情的

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国情监测除了获取自然、人文

地理国情信息之外，还必须把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类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规律，实现对区域内综合地

理国情的现状和时空演变进行准确的表达和预测

分析，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因而，社会

经济类数据是地理国情监测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是地理国情监测的数据基

础，可以用作获取自然与人文地理国情，但考虑到

监测和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不同需求，应当增加

普查未涉及的不透水面数据、社会经济类专题数

据等，将不透水面单列为一类重要的地理国情要

素。在已有的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利用

相关行业部门（如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所

收集的各种数据，例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可用作

地理国情要素的补充资料；遥感影像可用于不透

水面的提取；社会经济类专题数据（如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等）经过空间化处

理后，可用来获取社会经济地理国情。

图２反映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２００１年、

２０１０年不透水面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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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在时间维上，长江三角洲地区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的不透水面总体上呈现快速扩张趋势。

在空间维上，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长江三角洲不透水面

扩张呈现出“聚集连通”特征。具体来看，在

２００１年不透水面呈孤岛状，主要集中在“犣”字形

城市群轴线上，整体表现为“点轴”分布。到

２０１０年，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周围的不透

水面增长较为明显，“点轴”分布逐渐演变为“轴

带”分布，而在城市中心区域和远离的“犣”字形城

市群的长江三角洲北部，西南部和南部，不透水面

的变化则并不显著。

图２　长江三角洲地区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０年不透

水面丰度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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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推动我国地理国情监测的若干

建议

　　地理国情监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

作，需要充分利用多源、多时相、多专题地理国情

数据和社会经济类专题数据等开展综合统计分

析，挖掘潜在的地理国情信息。目前，开展地理国

情监测还存在着很多亟需讨论的问题。

３．１　监测尺度

尺度问题是地理信息科学中最基本的问题［４］。

尺度特征作为地理要素的基本特征，尺度的变化会

导致地理要素表达精度的变化，同时引起地理要素

的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发生相应变化。尺度包括

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其中空间尺度与监测对象的

空间范围密切相关，决定了监测分析的详细程度和

精度；时间尺度则与地理现象或过程密切相关，反

映一定时期内地理现象或过程的演变情况。

地理国情监测的对象是具有多尺度特征的地

理要素、现象或过程。随着监测尺度的变化，监测

对象会呈现出不同的统计特征、时空分布特征和

演变规律。在监测时，需要根据监测对象的自身

特点，选择合适的数据源，在适宜的尺度下分析监

测对象的空间特征，获取准确、权威的地理国情信

息。例如，在进行土地利用信息监测时，根据自然

与社会发展的特点，选用不同分辨率卫星遥感影

像做多尺度调查与分析。高分１号１６ｍ分辨率

８００ｋｍ幅宽的图像可用来做全国乃至全球的月

度土地覆盖与变化分析。２ｍ分辨率卫星图像可

用来做全国道路、居民地、耕地等要素的调查，优

于１ｍ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则主要用于发达地区

城镇范围内的详查与分析。

３．２　普查和监测成果的统计单元

地理国情普查和监测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涉

及范围广、数据量巨大。统计单元是对大范围监测

区域的划分，实现对大区域复杂空间的有效分解。

地理国情监测涉及的多源、多专题数据可能来自多

个部门或行业，往往有着不同的采集或统计单元。

由于统计单元不同，各种数据存在不一致、不匹配

问题，无法直接进行统计分析，否则会影响地理国

情信息统计分析的准确性。统计单元的选择会直

接影响地理国情监测结果的精度和准确度。

我国社会经济统计调查是以行政区划与管理

单元为基础进行的，如按照县市省的方式进行

人口普查数据的汇总。当同级行政区划与管理单

元的面积相差较大时，这种统计方式很难真实反

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自然人文要素之间的关

系。地理网格单元是对现有的行政区划与管理单

元的有效补充，通过将自然人文地理国情要素和

社会经济类数据转换到统一的规则地理网格中，

可以实现多源、多尺度地理国情信息的深度融合，

进而为多专题地理国情数据的综合统计分析和动

态监测奠定基础［５９］。

图３所示的是以天津市武清区为例，利用行

政区划单元和规则地理网格作为统计单元得到的

森林覆盖率分布专题图。规则地理网格是通过

ＧｅｏＳＯＴ划分方法得到的，第１６级网格对应赤道

附近大致尺度为１ｋｍ×１ｋｍ，第１４级、１５级网格

分别对应４ｋｍ×４ｋｍ和２ｋｍ×２ｋｍ。与行政区

划统计结果对比，多级地理网格能够更加精细、准

确地反映森林覆盖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３．３　监测模型和成果发布

地理国情监测通过利用多期地理国情调查成

果，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和模型，获取地理

国情要素的统计特征、时空分布和变化规律等，对

地理过程进行模拟、预测与分析，形成特点鲜明、

准确权威的地理国情监测产品［１０］。

构建地理国情监测模型是地理国情信息统计

分析的前提，在地理国情基本统计成果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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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行政区划和多级网格统计的天津市

武清区森林覆盖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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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口普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和其他行业部门

专题数据深度融合，构建多尺度、多专题的地理国

情监测模型，并定期地向社会公众发布。地理国

情监测模型可分为自然地理国情监测模型、人文

地理国情监测模型和综合地理国情监测模型。自

然地理国情监测模型是在地理国情普查内容的基

础上研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实现更

有效地获取自然地理国情信息，比如植被覆盖度、

景观格局指数等。人文地理国情监测模型研究人

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与人类自身密切相关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各项内容，包括文化、艺术、

历史等内容，分析评估人文地理国情信息，实现人

文地理国情要素的持续监测，比如人口分布、民族

分布、饮食爱好等。综合地理国情监测模型研究

除了自然与人文指数之外的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的各种综合指数，比如经济发展指数（如绿色

ＧＤＰ）、城市发展指数、生态文明系数（如交通通

达度、教育普及度、居民幸福指数）等。

３．４　监测频率

地理国情信息具有动态性、现势性，反映地理

国情在某一时期内的基本情况。不同的地理国情

信息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诸如地貌、水域等自然

地理要素，在较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演变

的周期较长；而人文地理要素（如交通网络、行政

区域与管理单元等）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具有较

快的变化频率。

我国疆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地表变化

频繁，地理国情复杂。为保证统计分析和决策支

持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地理国情数据必须具备较

强的现势性。考虑到不同地理国情要素的空间特

征和演变规律，为实现准确、快速、有效的监测，需

要针对不同地理国情要素制定差别化的监测机

制，及时获取具有现势性的地理国情数据，实现有

效动态监测，准确地反映区域内地理国情状况。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地

理国情监测将随着智慧城市与智慧中国的建设，

逐步走向实时化和智能化。

４　结　语

本文从地理国情监测的现阶段情况出发，从

监测内容、监测尺度、监测单元、监测模型和监测

频率等方面对开展地理国情监测亟需解决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笔者认为，地理国情监测作为一个

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新业务，第一次全国地理国

情普查成果的汇总工作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地理

国情统计分析阶段。地理国情监测的技术手段还

在探讨和完善之中，建议针对该前沿问题，持续开

展跨学科的应用基础研究，从而将国家领导人和

全国人民关心的地理国情调查、监测、分析与发布

工作真正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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