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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国务院部署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三次调查是一

撑。

斑坡度情况，为耕地保护与利用、退耕还林工程等提供了基础数据支

地依据此文件要求利用 1:5 万 DEM 制作了坡度分级图，确定了耕地图

行）》（国土调查办发〔2008〕50 号），并由全国调查办下发试行。各

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利用 DEM 确定耕地坡度分级技术规定（试

  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过程中，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

1.2 编制背景

技术委员会评估，标准工作计划延期。

如期完成标准送审和报批。经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

  由于需赴相关省调研，但受疫情影响，调研进程滞后，致使未能

工作起止年限：2019～2021 年。

（SAC/TC 93）

  归口单位：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计划编号：201916004

《规定》）列入自然资源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2019 年 11 月，《国土调查坡度分级图制作技术规定》（以下简称 

1.1 任务来源

1 工作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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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重

要政策举措的基本依据，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规划编制、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统一确权登记、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需要。在三次调查成果基础上，研究

气候、地形、地质、土壤等自然要素对土地覆被（作物/耕地、林地、

草地、湿地、荒漠）的影响，对于认识我国各类土地的“立体”特征，

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和做出可持续的国土空间规划十分必要。准确的

耕地坡度分级成果是土地调查中田坎系数测算、田坎面积扣除、保证

耕地面积准确的重要环节；是耕地评价、耕地整治、水土流失的重要

指标之一；是制定耕地保护、生态退耕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衡量土

地利用是否合理的关键因子。准确掌握不同坡度分级耕地的数量和空

间分布，对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实施土地整治和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建

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满足各地利用 DEM 制作坡度分级图并确定国土调查

图斑的坡度值的需要，规范利用 DEM（数字高程模型）确定耕地坡度

分级的技术方法和要求，迫切需要由自然资源部发布统一的行业技术

标准。

1.3 编制过程

《规定》于2019年11月列入自然资源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

本标准编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3

1.3.1 征求意见稿的编制

早在 2007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就组织河北、

广东、福建等省级规划院开展《规定》的前期试验研究工作，在试验

基础上编制了《利用 DEM 确定耕地坡度分级技术规定（试行）》（国

土调查办发〔2008〕50 号），本《规定》是在充分吸收试行稿基础上

编制的。2019 年 11 月《规定》列入自然资源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计

划后，对试行稿进行了以下修改完善：一是为了更好反映我国各类土

地的“立体”特征，满足耕地整治、生态退耕、生态修复等的需求，

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将原来单一耕地坡度赋值扩展到各地类图斑赋

值；二是试行稿主要针对是利用 1：5 万 DEM 制作坡度分级图，考虑

到部分省市在三次调查过程中，利用了 1：1 万 DEM 制作坡度分级图，

编写组在调研基础上，对部分指标进行了适当调整，以满足利用 1:1

万或 1:5 万 DEM 制作坡度分级图的要求；三是进一步规范了坡度图的

制作流程、明确了制作要求。经过多次专家研讨及修改完善，于 2020

年 5月形成了《规定》（征求意见稿）。

1.3.2 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2020 年 5月 27 日，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分技术委员会发函送地方自然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及卫星中心、测科院、土地整治中心等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共发出 38份，涉及省（区、市）自然资源厅（局）31个、

自然资源部相关直属单位 7 个。收到反馈意见 187 条，省（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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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厅（局）175 条、自然资源部相关直属单位 12条。

由于部分省反馈了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考虑到三次调查部分省

份利用 1:1 万 DEM 数据制作完成了更高精度的坡度分级图，在工作中

也发现一些具体问题，编写组拟针对有关问题组织进一步研究和补充

完善。受疫情影响，赴相关省调研进程滞后，所以未能如期完成标准

送审和报批。

1.3.3 送审稿的编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课题组对 187 条反馈意见进行了整理

分析和研讨，并与有关厅（局）积极沟通，对 187 条反馈意见完全采

纳的 115 条，部分采纳的 25 条，两项占反馈意见的 74.9%，根据相

关意见和建议，编写组对意见进行了充分研讨吸收，结合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对全国各地提交的坡度图成果进行质量检查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及重点省调研结果，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2022 年 6 月

形成了《规定》（送审稿）及相关要件。

1.3.4 召开送审会，修改规程，形成报批稿

2022 年 6月 16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分技术委员会（TC93/SC6)，采取现场加在线

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本委员会委员召开标准审查会，对《规定》（送

审稿）进行审查，与会审查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通过审查。参加评审

会的委员 26个，其中回避 3 人，参会无意见委员数：17个，参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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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议或意见的委员数：6 个。编写组对 6 个专家提出的 20 条意见

进行了充分研讨，在研讨基础上对《规定》（送审稿）进行修改，形

成了《规定》（报批稿）及相关要件。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制定自然资源部调查监测司部署，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土

地调查所具体实施，规划院数据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共同参

与完成。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如下：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高延利：负责项目的组织管理工作。

自然资源部调查监测司副司长杨地：负责项目部署、组织协调。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土地资源调查所所长曾珏：负责项目的组织

协调工作。

土地资源调查所主任工程师、研究员周连芳：项目主持人。负责

项目的前期试验研究、技术总结、标准起草编写等工作；

土地资源调查所正高级工程师曾巍：主要参加人。全过程参与项

目的研究、调研、实证工作，参加本标准及意见汇总处理表的编写。

土地资源调查所正高级工程师李琪：主要参加人。全过程参与项

目的研究、调研、实证、征求意见等工作，负责本标准编制说明文件

具体的起草、编写，修改完善等工作。

土地资源调查所研究员高莉：主要参加人。负责本标准中坡度分

级图式图例设计及修改完善工作。

土地资源调查所研究员梁耘：主要参加人。负责本标准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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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修改完善等工作。

数据中心主任、研究员白晓飞：主要参加人。负责本标准反馈意

见研究及修改完善等工作。

数据中心高级工程师张嘉：主要参加人。负责本标准反馈意见研

究及修改完善等工作。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数据库部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建军：主

要参加人。负责本标准中坡度分级图生产部分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工

作。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刘剑炜：主

要参加人。负责本标准中坡度分级图生产部分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工

作。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工程师翟召坤：主要参加人。负

责本标准中坡度分级图生产部分相关内容的修改完善工作。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

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

统计数据)

2.1 编制原则

2.1.1 先进性原则

传统的采用人工在地形图上量算坡度，确定坡度分级的方法精度

较低、效率不高。利用最新的 DEM，集合 GIS平台自动计算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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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坡度分级，准确度更高、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较少、省时省力、易

于存储和更新。

2.1.2 权威性原则

国家测绘法规定，测绘部门是我国生产测绘产品和管理测绘成果

的行政主管部门。利用测绘部门组织生产 DEM数据制作坡度图，从

采用的基础资料来源，确保了坡度分级数据的权威性。

2.1.3 适用性原则

《规定》力求通俗易用、便于掌握和应用。指标设置上可以满足

利用 1:1 万或 1:5 万 DEM 制作坡度分级数据的要求。坡度分级数据可

以满足耕地整治、生态退耕、生态修复等的需求，

2.1.4 可操作性原则

《规定》编制过程充分吸收了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意见，通

过全国范围的试行，确保了坡度分级数据的制作流程的方便快捷。

2.2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2.2.1 主要内容

《规定》（送审稿）共分 10章 17 节、2 个规范性附录和 1 个资

料性附录，主要内容包括：前言、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

体原则与要求（概述、坡度分级、DEM 选择、比例尺、数学基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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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产单位等）、资料收集（数字高程模型（DEM）、行政区域调查界

线）、作业流程、生产坡度分级图（DEM 预处理、坡度计算、生成坡

度分级图）、确定耕地及其他地类图斑坡度分级（确定方法、要求）、

成果（坡度分级图成果、耕地坡度及其他地类图斑坡度分级成果）、

检查验收（坡度分级图、耕地及其他地类坡度分级数据）、附录（坡

度分级要素属性表、坡度分级图式图例、坡度分级元数据文件）等内

容。

2.2.2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规定》中的技术流程、方法主要通过前期试验研究确定，，

2017 年 5—10 月，经“土地调查新技术方法试点研究”又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二调”和“三调”的应用，证明了《规定》的可行、适

用和可操作性。

2.主要技术指标：最小上图图斑面积、对狭长图斑合并原则、包

含两个及以上坡度级耕地图斑的坡度分级原则及面积超大耕地图斑

坡度分级原则等，都是在科学合理地综合反映地形地貌的总体趋势，

以及地貌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前提下，经反复试验对比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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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3.1 综述报告

早在 2007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就组织河北、

广东、福建等省级规划院开展《规定》的前期试验研究工作，在试验

基础上编制《规定》试行稿，并下发各地试用。“二调”期间各地依

据《规定》和 1:5 万 DEM 数据制作了坡度图，确定了耕地坡度分级，

为掌握耕地坡度情况提供了技术依据。通过“二调”试用，证明了《规

定》基本可行、适用和可操作。

“三调”过程中，大部分省为适应调查精度的提高，使用了 1：

1万 DEM 重新制作坡度图，为确保《规定》满足“三调”坡度图制作

工作需要，按照《规定》编制工作的计划安排，2017 年 5—10 月，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组织全国 20家“土地调查新技术方法试点研究”

县级试点单位和 3家省级试点单位，对《规定》有关技术流程及指标

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并在“三调”中下发各地使用，进一步检验了《规

定》的可行、适用和可操作性。

3.2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3.2.1 试验方法

1.试验总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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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地区国土调查实际情况，按照《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开

展实证研究。以试验工作为基础，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试验中各个

关键技术环节，分析存在的重要问题，提出措施和建议。

2.实地求证法

在实证工作过程中，通过与有关专家交流和座谈等方式，与有

关单位或人员进行深入沟通，对《规定》中的技术重点难点问题进行

面对面求证，对《规定》中有关具体技术问题进行重点研究。

3.汇总分析法

对各实证结果中提出的问题、建议和结论进行分类汇总，根据

不同类型进行分析研究，对《规定》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全面修改、调

整和完善。

3.2.2 试验内容

按照《规定》中规定的技术流程、方法和指标要求等，通过专

题研讨，重点实证内容包括坡度图制作流程的可行性、坡度图制作指

标设定的科学性、图斑坡度分级确定的可操作性等内容。

在试验中发现，由栅格数据矢量化得到的坡度分级图斑，包含

了很多面积小于调查规程规定上图的小图斑、狭长图斑、破碎图斑，

需要进行图斑的综合取舍处理，以便科学合理地综合反映地形地貌的

总体趋势，以及地貌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通过试验研究，确定了图

斑综合的基本原则：一是对各坡度级图斑的综合取舍结果要求定性、

定位、定量准确；二是制图综合取舍后坡度级分布基本规律不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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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原有的地貌形态。试验内容主要包括：

1.对最小上图图斑面积进行比对试验。

2.对狭长图斑合并至相邻图斑的量值进行试验。

3.对包含两个及以上坡度级耕地图斑的坡度分级原则进行试

验。

4.对面积超大耕地图斑坡度分级原则进行试验。

3.2.3 调研与实证

按照全国三调办的工作部署安排，“三调”中由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组织按照《规定》要求对全国各地提交的坡度图成果进行质量

检查，同时也是对《规定》的又一次实证。结合各地区刚刚结束的第

三次国土调查工作实际，按照《规定》中规定的技术路线、方法和指

标要求等，分别进行了实证专题讨论、实证调研和问题求证。重点验

证内容包括坡度图制作流程的可行性、坡度图制作指标设定的科学

性、图斑坡度分级确定要求的合理性等内容。以验证工作为基础，系

统总结各个工作过程，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措施和建议，

为《规定》进一步修改完善提供直接客观的参考依据。

3.2.4 试验结果分析

经过试验研究并专家讨论，形成了定性定量主要关键技术指标：

1. 试验过程中表明，通过对图上 10-90 平方毫米图斑进行比

对试验，图上面积 20-30 平方毫米图斑就低不就高并入邻近图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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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坡度分级结果与实地情况较为相符。考虑到与地形相符情况以及

图斑的破碎程度，最终确定图斑归并最小面积量值为 30 平方毫米，

地貌复杂地区（如喀斯特地貌、山地丘陵区、黄土地貌等），最小上

图面积可适当降低，以反映其特殊地貌特征和分布规律。

2. 试验结果表明，对于宽度小于等于 1 个格网的线状按照平

均分配赋合并至相邻图斑的方法，较为科学且符合技术要求和实际情

况。

3. 二次调查主要采用2米分辨率遥感影像作为底图，利用1:5

万 DEM 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源制作坡度图；三调采用优于 1米分辨率卫

星遥感影像作为调查底图，利用 1:1 万 DEM 制作坡度图。三调与二调

相比，调查精度有所提高，图斑量较大，与“二调”相比，对图斑跨

多个坡度级的情况较少。因此，本《规定》明确原则上不打破耕地图

斑界线，每个耕地图斑确定一个坡度级，当耕地图斑涉及两个及以上

坡度级时面积最大的坡度级为该耕地图斑的坡度级，较为符合当前

“三调”成果实际情况。

4. 通过试验表明，对于面积超大的图斑、包含两个及以上坡

度级，且各坡度级耕地面积大致相当时，若调查底图上存在明显的地

物界线（如小路、沟渠等），将该耕地图斑划分为两个及以上不同坡

度级的耕地图斑较为合适，既细化了图斑边界，同时也避免超大图斑

采用一个坡度级而造成的数据误差。

综上，制作坡度分级图的定性定量指标是经过试验且结合“三

调”基本情况而得出的，能够满足利用 1:10000 DEM 或 1:50000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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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国土调查坡度分级图的需要。

3.3 技术经济论证

通过人工量算确定耕地图斑坡度分级方法受标准不统一、地形图

精度差异（如调查比例尺不同）、人的技术水平高低、人为因素干扰、

不便于管理和检查核查等因素影响较大，致使确定的耕地坡度分级总

体精度和准确度不高，同时采用人工量算确定耕地图斑坡度分级的效

率低、周期长。利用 DEM 确定耕地图斑坡度分级标准和操作统一规

范、总体精度和准确性大幅提高、有效地避免了人为干扰、提高了工

作效率、便于检查和核查、形成的是数字成果便于管理和应用。

3.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准确的耕地坡度分级成果是土地调查中田坎系数测算、田坎面

积扣除、保证耕地面积准确的重要环节；是耕地评价、耕地整治、水

土流失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制定耕地保护、生态退耕政策的主要依据；

也是衡量土地利用是否合理的关键因子。准确掌握不同坡度分级耕地

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对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实施国土资源整治和开发

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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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内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

比）

4.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由于利用 DEM 确定耕地及其他地类图斑坡度分级没有先例可

循，因此，国际和国内没有同类的标准可以采用。但为了和相关法律

法规及标准相协调，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现行土地管理

及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

4.1.1 引用的规范性文件

GB/T 17694-2009 地理信息 术语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CH/T 9009.2-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10000、

1:50000 数字高程模型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57-2020 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

4.1.2 参考的规范性文件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TD/T 1016-2003 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

2018 年 1月 11 日《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国务院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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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利用 DEM 确定耕地坡度分级技术规定（试行）》（国土调查办

发〔2008〕50 号）

4.2 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由于利用 DEM 确定耕地及其他地类图斑坡度分级没有先例可

循，因此，本规定在同类标准中具有首创性。

5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及有关技术条款的确定，是在国务院颁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

体方案》等国务院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下编写的，能

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等国家法律、

法规相适应。

本标准的编制充分参考了《利用 DEM 确定耕地坡度分级技术规

定（试行）》（国土调查办发〔2008〕50 号），但对内容进行了扩充，

将原来单一耕地坡度赋值扩展到各地类图斑赋值；对部分指标进行了

适当调整，以满足利用 1:1 万或 1:5 万 DEM 制作坡度分级图的要求，

既有继承性又有先进性。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按照总体设计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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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术条款的编写，当具体技术条款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时，主要通过

专家咨询和反复讨论论证的方式，对分歧较大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充分

的讨论。

在标准征求意见过程中，全国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相关技

术支撑部门都对本标准给予了肯定，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编写组对

反馈意见逐条进行研讨，提出处理意见，并根据处理意见对标准进行

修改完善。

7 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根据本标准的内容及适用范围，建议本标准作为行业推荐性标准

发布实施。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归口自然资源部管理和组织颁布实施。

该标准编制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及相关规定，已经完成了规范的

编写程序。为了保证本标准的贯彻执行，在标准颁布实施后，建议一

方面通过自然资源部向全国各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发正式通知，

要求在调查中依据本标准的相关规定开展坡度图制作工作。另一方

面，在各地区坡度图制作项目立项、检查、验收等过程中，均应检查

是否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规定，确保本标准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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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涉及此项内容。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经过试验、实证以及各地反馈情况看，本《规定》对于耕地的坡

度级确定具有较高精度，基本能够反映耕地的坡度分级情况，但对于

林地、草地等，由于存在较多超大图斑，按照本《规定》确定坡度级

可能存在与实地不相符的情况，有待于在成果应用过程中进一步加强

研究和解决。

另外，本《规定》主要基于 1：1 万或 1：5 万 DEM 制作坡度图，

当前，随着测绘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采用了 1：2000 等更高精

度的 DEM 数据制作坡度图，采用本《规定》时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相

关技术指标参数。

本标准在调研、实证及多次补充、修订、直至形成“送审稿”的

过程中，得到了部调查监测司的鼎力支持，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自然资源厅及部相关直属事业单位积极协助；3个省级试点

完成了本标准的前期试验研究工作。正是在全国自然资源系统领导、

技术人员与从业工作者卓有成效的通力合作下，才得以完成本《规定》

编制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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