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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２）

“ 人多地少”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耕地的大量抛荒及不合理使用导致我国耕地资源严重不足。 为了缓解国
家粮食安全问题，耕地后备资源成为了耕地的重要补充来源，也是实现占补平衡的保障。 地形坡度作为
评价指标必不可少的评价因子，文章对其获取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 利用 ＧＩＳ 技术为支撑，通过对不同
类型数据处理分析实现地形坡度指标值的获取，并结合数据处理规则，研究数据快速可行的处理方法，为
今后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及参考依据。

关键词

耕地后备资源

中图分类号：

０

地形坡度

评价指标

文献标识码：Ａ

叠加分析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７８０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５８－０６

前言

能转化为耕地的非耕地资源。 耕地后备资源对象包
括可开垦土地和可复垦土地两大类。 可开垦土地主

对地形坡度指标获取方法的研究，是耕地后备

要是指自然形成的尚未开垦的未利用地，也包含因

资源调查成果评价的主要工作之一。 耕地后备资源

生产建设或自然灾害损毁等造成废弃的未利用地；

调查成果评价主要采用“ 限制性因子” 法，依据综合

可复垦采矿用地是指废弃的采矿、采石、采砂（ 沙）

性、生产与生态安全性、限制与易获得性、主导与针

场、盐田、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及尾矿堆放地（王慧

对性、便利性等原则对后备图斑进行宜耕性判断。

敏，２０１５；朱伟亚，２００５；张雷等，２００８；方月，２０１１）。

年降水量和灌溉条件、土壤污染状况、排水条件、土

２

其中限制因子包括生态条件、大于 １０℃ 的年积温、

地形坡度指标获取方法
以 ＧＩＳ 软件为平台，对收集到的栅格数据及矢

层厚度和母质条件、地形坡度、盐渍化程度、土壤质
地、土壤 ｐＨ 值、耕作便利度。

量数据等原始资料进行处理，并结合外业实地核实

水土保持等影响较大，是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评

坡度指标数据，获取方法如图 １ 所示。

地形坡度对土地使用过程中农业机械化程度、

价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耕地后备资源相关理论为基

结果，依据分区不宜耕评价指标值，获取准确的地形
利用不同类型原始资料，采用 ＧＩＳ 技术综合处

础，依据收集到的不同类型原始数据，结合 ＧＩＳ 技

理分析，获取地形坡度数据。 原始数据处理过程中

术，采用不同方法对其指标获取进行研究分析，从而

存疑地区和资料不全的，开展外业实地核实及数据

得出快速准确获取地形坡度指标值的方法，以辅助

修改工作，分析耕地后备资源的不宜耕评价指标值

完成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评价工作。

并整理形成最终的指标数据。

１

２．１

耕地后备资源
耕地后备资源指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

资料收集与分类
原始数据资料是从县级国土部门收集的栅格及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１
［ 第一作者简介］ 李琪，男，１９８０ 年生，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土地调查工作；Ｅ－ｍａｉｌ： ２７３７３０４１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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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耕地坡度因素分值图图片时，通常采用图片
纠正与矢量化结合的方法进行指标的获取。
表１

原始资料收集与处理方法

数据格式

分类

处理方法

栅格数据

ＤＥＭ

平均值法

耕地坡度因素分值图

纠正与矢量化

二次调查数据库

中心点法或

农用地分等定级数据

面积最大法

矢量数据

备注

（１） ＤＥＭ 平均值法

ＤＥＭ 平均值法，即通过获取的 ＤＥＭ 原始资料

分析，求取对应耕地后备资源图斑中平均坡度值以
代表此块图斑指标信息的方法。

利用 ＧＩＳ 空间分析工具，对 ＤＥＭ 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通过坡度提取并进行平均坡度值的综合计算，
图１

实现地形坡度指标的获取，如图 ２ 所示。

地形坡度指标获取方法

矢量数据。 栅格数据通常包括图片与 ＤＥＭ 数据；矢
量数据通常包括二次调查数据库与农用地分等定级
资料。 结合原始资料收集与分类情况，确定指标数
据的制作方法，如表 １ 所示。

２．２

（２） 纠正与矢量化

原始资料是耕地坡度因素分值图时，利用 ＧＩＳ

软件的 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工具，实现栅格数据纠正，并
对其进行矢量化，从而获得指标数据。

选取行政区界线为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和原
始数据上选择足够数量且地物特征明显的同名点，

栅格数据处理
地形坡度指标原始资料中栅格数据主要包括

ＤＥＭ 数 据 与 耕 地 坡 度 因 素 分 值 图。 原 始 数 据 为
ＤＥＭ 时，通常采用平均值法进行指标的获取；原始

图２

实现数据的纠正，如图 ３ 所示。 再依据耕地坡度因
素分值图中不同坡度级别的标识进行矢量化，并与

同一地理坐标系统下的耕地后备资源图斑进行叠加
分析，从而获得地形坡度指标数据。

求取平均坡度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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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与矢量化

矢量数据处理
地形坡度原始资料中矢量数据主要包括二次调

查数据库与农用地分等定级资料，获取地形坡度指

位置关系，获取耕地后备图斑的地形坡度指标信息，
如图 ５ 所示。

２．４

通过对原始资料处理，获取地形坡度指标数据，

标信息主要采用最大面积法或中心点法。
（１） 最大面积法

最大面积法，即以耕地后备资源图斑所占原始
资料面积较大的区域所对应的属性为基准的方法。
在同一地理坐标系下，将耕地后备资源图斑与

面状的原始数据进行套合，利用 ＧＩＳ 软件的叠加分
析功能，得到二者的交集，计算当前图斑面积占原图

斑面积比例，提取比例大于 ０．５ 的图斑信息，即对应
的地形坡度属性，将其作为耕地后备资源图斑的指
标信息，如图 ４ 所示。

通过以上指标判断，若存在地形坡度指标为空

值时，则是一块耕地后备图斑对应了两个以上的原

实地核实

结合地方土地管理人员或实地知情人员判断，对明
显存疑地区或资料不全的情况，进行内业标记制作
外业调查记录表，逐一开展外业实地核实与补测，并
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对地形坡度指标数据进行完善。

２．５

地形坡度指标成果整理
通过内、外业数据处理与调查，获取了耕地后备

资源图斑对应地形坡度指标信息。 根据国家相关标
准，地形坡度指标信息应按照不同坡度级别进行指
标代码的转换，其对应关系如表 ２ 所示。
表２

始资料图斑数据。 对于此种情况，须将叠加获取的

地形坡度指标值分类代码表

数据按照标识码等唯一标识信息进行排序，筛选图

代码

地形坡度

斑属性相同面积所占比例较大的属性赋值于耕地后

１

≤２°

备图斑中，即获取准确的地形坡度指标信息。
（２） 中心点法

中心点法，即将耕地后备资源图斑转换为中心
点文件，将其与原始资料叠加从而快速获取地形坡
度指标信息的方法。

利用 ＧＩＳ 软件的数据转换功能（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Ｐｏｌ⁃

ｙｇｏｎ） ，将面状的耕地后备资源图斑转换为图斑对应
的中心点状数据，依据点状数据与原始资料的对应
１４２

２
３
４
５

（２° ～ ６°］

（６° ～ １５°］

（１５° ～ ２５°］
＞２５°

对于地形坡度指标信息从二次调查数据库中获

得时，可直接采用表 ２ 的代码对应关系进行转换；对

于地形坡度指标信息是从农用地分等定级资料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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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得时，应首先判断获取的指标信息是否以 ６ 级进行
的划分，当坡度级别为 ６ 级时，应依据农用地分等定

级的量化分级要求（ 表 ３） ，结合表 ２ 进行重新分级，
完成地形坡度指标数据的分级整理（ 刘慧娥和包纪
祥，２００２；孙天榨，２０１３；汤国安和宋佳，２００６） 。
表３

地形坡度指标值分类代码表

代码

地形坡度

１

≤２°

２

（２° ～ ５°］

４

（８° ～ １５°］

３
５
６

（５° ～ ８°］

（１５° ～ ２５°］
＞２５°

最大面积法

３

数据快速处理方法研究
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评价工作中，地形坡度

指标的获取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是较复杂的
工作流程、大量图斑的数据处理不仅容易出错，而且
较难理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 ＧＩＳ 技术，采用
建立模型的方式，对有较固定规则、复杂的工作流程
进行模型化处理（ 刘灵，２０１２；张迪等，２００４；宋立明
等，２０１７） 。

利用 ＧＩＳ 软件，编辑形成针对地形坡度数据处

理的独立模块，从而实现地形坡度指标值获取的部
分自动化，省时省力的同时提高数据处理的准确度，
确保数据质量。 如图 ６ 所示，通过编辑模型添加规
则，实现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叠加、字段添
加、比例及面积的计算、条件筛选等功能。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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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法

图６

创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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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宗跃光， 杨伟． ２００８． 基于 ＧＩＳ 的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

结论

价———以福建省连城县为例［ Ｊ］ ．自然科学．（３） ：９４－９８．

依托于当前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评价工作，
通过对不同类型原始数据分类处理分析，重点研究
了地形坡度指标的获取方法。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

方月．２０１１．基于 ＧＩＳ 技术的新疆耕地后备资源潜力评价与分析［ Ｄ］ ．
太原：太原理工大学．

刘慧娥，包纪祥．２００２．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耕地保护［ Ｊ］ ．国土开发与
整治，１２（４） ：１６－１７．

不同类型原始数据，研究了多种有效可行的处理方

孙天榨．２０１３．耕地后备资源现状与可持续开发分析［ Ｊ］ ．中国高新技

了高效的数据处理方式，为今后相关工作提供技术

汤国安，宋佳．２００６．基于 ＤＥＭ 坡度图制图中坡度分级方法的比较研

参考。

刘灵．２０１２．干 旱 绿 洲 区 耕 地 后 备 资 源 适 宜 性 评 价 与 开 发 利 用 研

法，均可实现对指标值的获取；利用 ＧＩＳ 技术，研究

术企业，（１２） ：１－２．

究［ Ｊ］ ．水土保持学报，（０２） ：１５７－１６０．

究———以高台县为例［ Ｄ］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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