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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于大数据协同计算的省域地籍管理云平台关键技术及应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基于大数据协同计算的省域地籍管理云平台

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李军、冯永玉、王芳、史辉、李昕、刘伟、

邢华桥、白莉霜、王燕、张妍、倪元龙、高洁、吴建廷、薛

秀荣、李辉

完成单位：山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中心、北京

数慧时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元鸿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山东建筑大学

推荐单位：山东土地学会

二、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阅读了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

实有效，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名无异议，相关栏目符合填写

要求。

该项目经过七年的攻关与开发，取得了重要的理论与技

术进展，主要成果为：针对国土资源数据的海量、多源、异

构、多级和多时相等特点，开展海量地籍空间数据的融合、

管理和应用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数据融合难、数

据管理复杂，无法统一为多级国土资源业务部门提供数据共

享、服务和应用等问题，建立了地籍管理云平台，实现了海

量地籍空间数据的集成管理和共享应用。主要创新：（1）构

建了科学的多级数据融合、高效的数据压缩方法。（2）提出

了跨 GIS平台的符号解析制作方法，制作了一整套标准化的

符号库产品。（3）针对海量地籍数据的高效组织和存储优化

的问题，基于信息资源规划理论，提出了一种集中式存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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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存储相结合的混合存储模式，设计实现了针对分布式

时空大数据高效访问的协同优化技术方案。（4）创建了数据

服务、可视化、产品制作的新模式，实现了对分布式环境下

地籍数据的动态更新及版本管理，研发了地籍管理云平台，

实现了海量地籍空间数据的集成管理和应用。发表代表性高

水平 SCI 论文 5篇，专著 1 部，软件著作权 8 项，山东省

地方标准 2 项。该项目成果在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整体

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根据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经过多年的积累，自然资源部门通过国土调查等形成了

海量多比例尺的遥感影像、基础地理、土地利用现状、城镇

地籍、基本农田和农用地分等定级等空间和属性数据。这些

数据具有海量、多源、异构、多级和多时相等特点，存在着

数据融合难、数据管理复杂、数据共享及应用困难等问题。

为充分发挥海量国土调查数据的社会经济价值，需要开展数

据融合、管理和应用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随着山东省政府《第二次土地调查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宏观尺度国土空间一体化集成关

键技术（山东省示范应用）》等项目的实施，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技术中心联合北京数慧时空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山东元鸿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和山东建筑大学，通过

产学研合作方式，在数据融合、数据更新方法、云平台服务、

标准研制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了技术攻关，共获得软件著

作权 8项，专著 1部，科研论文 7篇（其中 SCI5篇），山东

省地方标准 2项。主要创新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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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了科学的多级数据融合、高效的数据压缩方法：

针对海量、多源、多尺度、多时相的地籍空间数据融合、数

据入库、数据压缩等问题，打破了按照比例尺进行数据组织

的旧模式，解决了多级多源数据要素矛盾；优化了复杂数据

在应用层面的数据质量检查控制过程；改进了 GDAL 与像

素置乱算法融合算法的特征值，实现了针对不同影像数据源

的分区压缩，将压缩效率提升约 17 倍。

2. 提出了跨 GIS平台的符号解析制作方法：制作了一整

套标准化的符号库产品，基于模板映射机制和规则化数据驱

动制图技术，提出了跨 GIS平台的动态符号化方法，实现了

空间数据跨 GIS平台符号化标准适配和快速智能制图。

3.设计了新型的集中与分布共存的混合存储模式：针对

海量地籍数据的高效组织和存储优化的问题，基于信息资源

规划理论，提出了一种集中式存储与分布式存储相结合的混

合存储模式，设计实现了针对分布式时空大数据高效访问的

协同优化技术方案。

4.创建了数据服务、可视化、产品制作的新模式：针对

自然资源管理中存在的“数出多源”所导致的数据不一致问

题，快速响应“以图管地”应用需求的问题、面向不同应用

主题快速提供数据产品服务的问题，实现了对分布式环境下

地籍数据的动态更新及版本管理，研发了地籍管理云平台，

实现了海量地籍空间数据的集成管理和应用。

项目实现了对全省国土调查成果数据的集成管理，建成

了山东省目前最大的空间数据库，管理了 2009-2019年 11 个

年度的数据，数据量达到 87TB，记录数 27 亿条，采用立体

沙盘的形式，真实、直观、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出山东省

国土资源信息，提供了从宏观全貌到微观地块的权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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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对国土信息的精细化管理、数字化应用、动态化更新，

在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也为其

他领域重大工作提供了广泛服务。该项目成果已在我省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审批、自然资源综合监管及执法监

察、海洋预报减灾，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等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

四、客观评价

（一）专家评价

1.科学技术成果鉴定意见

2014年 3月 12日，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组织专家对山

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中心（原山东省国土资源信息

中心）等单位完成的“多源异构海量空间数据实时融合的分

级地籍管理系统研究”项目科技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

会听取了项目汇报，观看了成果演示，审查了工作报告、研

究报告及相关材料，经质询和讨论，形成如下鉴定意见：

（1）提交的相关材料完整、规范，符合成果鉴定要求。

（2）研究完成了省级地籍数据库和管理系统相关标准

规范的建设，包括 3个数据管理标准和 3个系统开发标准。

（3）将云计算、大数据和分布式数据管理等先进技术

应用于省级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中，基于 SOA
架构，搭建了省级地籍管理云平台，创新性地实现了组件化

的地籍数据服务、管理应用、集成和数据挖掘等系统功能。

（4）采用信息资源规划方法，构建了城乡一体化地籍

数据模型，对多比例尺遥感影像、测绘地理、土地资源和城

镇地籍等海量数据进行了整合集成，建立了省级地籍信息数

据库，在多源异构分布式海量空间数据集成管理与应用、数

据动态批量增量更新、跨区域的地理空间数据同步调阅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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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投影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5）通过电子政务系统，应用于国土资源管理“批、

征、供、用、补、查”各业务环节，实现了自然资源部门“以

证管地”和“以图管地”的有机结合，为综合监管和决策支

持提供基础信息支撑，提高了国土资源管理的科学性。

（6）该成果经过实际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同

类研究的国内领先水平。建议加大推广应用力度，发挥最大

效益。

2.验收意见

2013年 6月 1日，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在济南组织有关

专家对《第二次土地调查山东省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进行了验收。专家组审阅了相关资料，听取了汇报，观

看了系统演示，经过质疑和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项目文档齐全、规范，符合验收要求。

（2）项目制定了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相关标准；开

展了地籍数据整合、更新和维护工作；购置了软硬件设备、

搭建了省市县三级国土资源业务网；开发部署了山东省地籍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成了市级系统建设试点，完成了项目建

设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

（3）项目建设实现了对二调地籍数据全面管理，构建

了山东省自然资源地籍“一张图”，满足了地籍处业务管理

需求，支撑了山东省国土资源地政审批业务。

（4）系统经过了前期的正式运行，并通过了第三方监

理的测试，运行可靠，使用方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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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项目圆满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同意

通过验收。

（二）社会评价

1.该成果获得了原国土资源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

定。部信息中心领导先后多次到现场参观指导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认为该成果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各省自然资源部门

也前后十几次前来观摩学习，为各兄弟单位自然资源信息化

建设提供了示范作用。

2.省政府领导对项目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于国安副

省长专门听取了项目成果汇报，对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该

成果已广泛应用于海洋预报减灾、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多

个领域，为“全省人口普查”、“全省经济普查”、“全省地理

国情普查”提供了基础底图数据，为审计部门开展的“农村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绩效审计”提供了项目区开工前后的土

地调查资料。项目成果入选 2019 年山东省自然资源十件大

事。

3.基于项目工作编制并发布了《国土资源数据服务目录

体系规范》（DB37/T 2976-2017）和《地籍数据入库质量控制

规范》（DB37/T 2975-2017）两项山东省地方标准，并召开了

标准发布会，山东省电视台、中国国土资源报、大众日报、

齐鲁晚报和大众网等主流新闻媒体都纷纷进行了报道。同

时，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专题发布会、原山东省国土资

源厅举办了全省国土资源信息化技术培训班，对 2个地方标

准进行了宣贯和推广应用。

（三）其他评价

1.山东省软件评测中心对山东省地籍管理云平台，从用

户文档、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四个方面进行了科技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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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测试报告认为该软件与其技术报告、用户文档所述的

产品规格及其特点基本相符，其用户文档、功能性、可靠性、

易用性国家标准 GB/T 25000.51-2010 中对用户文档要求及

软件质量要求基本相符，该系统的开发已达到预定目标，能

够在地籍管理领域中使用。

2.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组织专家，在济南对“跨 GIS 平

台空间数据符号化及快速制图关键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进行

了鉴定。鉴定委员会听取了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质询

和讨论，形成如下鉴定意见：

（1）提交的资料齐全、完整、规范，符合成果鉴定要

求。

（2）提出了跨 GIS 平台空间数据的动态符号化技术方

法，研制了多尺度、多类型的空间数据符号库，实现了空间

数据符号管理、分析和可视的一体化，解决了当前 GIS 异构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多尺度、高精度和标准化快速制图的技术

难题。

（3）提出了基于规则数据驱动的快速制图方法，解决

了《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土

地分类图式、图例、色标》等系列标准的空间数据数字化表

达与应用的关键技术问题，实现了普适化的地图智能标注以

及专题图自动化制作。

（4）该成果经过国家、省、市及地理信息系统原厂商

多类示范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该成果填补了行业空白，总体达到了同类研

究的国内领先水平。

五、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知识产权（标

准）类别

知识产权（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编号）

证书编号（标准

批准发布部门）

发明人（标准起

草人）

发明专利（标

准）有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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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标

准）类别

知识产权（标准）

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标准编号）

证书编号（标准

批准发布部门）

发明人（标准起

草人）

发明专利（标

准）有效状态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山东省分布式时

空信息云资源注

册管理平台 V1.0

中国 2018SR230072
软著登字第

2559167 号

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

技术中心（原山

东省国土资源

信息中心）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山东省国土资源

移动“一张图”

决策支持系统

V1.0

中国 2018SR230192
软著登字第

2559287 号

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

技术中心（原山

东省国土资源

信息中心）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山东省国土资源

“大数据”数据

管理与应用系统

V1.0

中国 2018SR230191
软著登字第

2559286 号

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

技术中心（原山

东省国土资源

信息中心）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山东省国土资源

综合分析及统计

协同共享应用平

台 V1.0

中国 2018SR230092
软著登字第

2559187 号

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

技术中心（原山

东省国土资源

信息中心）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空间数据质检系

统 V1.0
中国 2012SR124999

软著登字第

0493035 号

北京数慧时空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国土资源监测监

管移动应用系统

V1.0

中国 2015SR277939
软著登字第

1165025 号

北京数慧时空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土地利用变更调

查成果核查软件

V1.0

中国 2012SR124998
软著登字第

0493034 号

北京数慧时空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有效

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国土资源监管平

台辅助决策支持

系统 V1.0

中国 2012SR125162
软著登字第

0493198 号

北京数慧时空

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有效

标准

山东省地方标准

《地籍数据入库

质量控制规范》

中国
DB37/T

2976-2017

山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

技术中心（原山

东省国土资源

信息中心）

有效

标准

山东省地方标准

《国土资源数据

服务目录体系规

范》

中国
DB37/T

2975-2017

山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山东省国土空

间数据和遥感

技术中心（原山

东省国土资源

信息中心）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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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岛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青岛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

主要完成人：王天青、吴晓雷、叶果、郑轲予、杨林童、

王宁、丁帅夫、苏诚、王丽婉、张慧婷、彭德福、冯启凤、

徐文君、左琦、唐伟

完成单位：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推荐单位：山东土地学会

二、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阅读了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

实有效，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名无异议，相关栏目符合填写

要求。

该成果为原创性科研成果，在探索陆海统筹、海域空间

立体利用模式等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1、项目从海域资源分类和综合评估入手，探索海域资

源配置立体化开发模式研究，对促进海域资源立体空间分层

和分配，海域国土空间三维立体空间布局具有积极推动作

用。

2、项目构建的“海洋资源综合评价体系”和“海洋生

态敏感性评价指标模型”，是对 2018年全国及青岛市开展的

国土空间“双评价”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的超前实

践和理论探索。

3、项目创新的“海域立体利用研究方法”对于缓解近

岸海域稀缺、解决不同产业用海空间交叉重叠、解决复杂全

要素海域资源利用功能协调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项目基于陆海统筹的角度，明确了海域资源的储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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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充分分析了资源利用可行性,对指导海域资源科学保护和

有序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缓解近岸海域稀缺、解决

不同产业用海空间交叉或重叠、解决复杂全要素海域资源利

用功能协调等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将有效促进青岛市海

域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根据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三、项目简介

1.项目背景

开展海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强化海域资源保护，深化

海域资源利用，保障资源潜力发挥，是提升青岛市在国家海

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实现蓝色跨越的重要保障。2016年，

青岛市委市政府要求“市海洋与渔业局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

究我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并将本规划列入 2016
年市财力投资项目。

2.项目主要发现点

（1）海域资源稀缺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

海域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空间和载体，是涉海资本、

劳动力及科技等要素聚集的先决条件，更是壮大海洋经济的

重要支撑。近年来，海域资源的持续稳定供给保障了海洋经

济平稳有序增长，但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

展，近海海洋产业布局愈加密集，用海矛盾不断加剧，海域

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

（2）海域资源系统性评价研究较少

海域资源种类繁多，涉及岸线、滩涂、海底、岛屿等空

间资源，生物、矿产、能源等物产资源，以及景观和人文资

源，目前海域各类资源的情况分散在各个管理部门以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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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中，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衔接，更缺乏对海域资源系统

性的评价。

（3）海域资源综合利用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航运、渔业、旅游、基础设

施等多种利用功能对海域空间的需求日益增加，海域生态保

护与海域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多种利用功能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日益复杂的海域利用功能，简单的海

洋功能区划已经无法适应复杂问题的解决。青岛市跨海大

桥、海底隧道、海底电缆管道等大型海洋工程建设规模不断

扩大，由于其穿越距离长，与其它用海活动空间很容易重叠

或交叉，给海洋开发和管理带来诸多难题。

（4）海域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目前海域开发仍以二维用海方式为主，利用方式以传统

的养殖用海为主，海域空间利用效率不高，海域利用方式有

待进行转型升级，在海域资源立体化、综合化利用方面仍值

得进行探索。

3.项目主要科技内容

青岛市海域资源现状综合评估；相关经验研究与借鉴；

青岛海域资源综合利用可行性研究；海域资源综合利用发展

战略；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布局；海域资源综合利用分项

系统规划；海域资源综合利用近期建设规划；研究制定规划

实施保障措施和建议。

4.项目主要创新成果

（1）青岛市历史上首次全面进行海域资源综合评估。

首次对海域资源的数量、分布进行了全面的摸底调查，分析

了各类资源的开发适宜区域、开发可行性，为进一步开展利

用垫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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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了完善的海域保护体系。有效地落实了各类

法规、已批规划对于海域的保护要求，制定不同类型的保护

区域的负面利用功能清单，更加便于实施保护与管制。

（3）超前融合海陆统筹、多规合一理念，在 2016年超

前探索向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由陆海分割向陆海统筹的思维

方式转变，尤其是在布局路桥用海、海底隧道用海、游乐场

用海等功能时，将海域利用与陆域规划进行充分衔接，是由

传统规划向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的一次尝试。

（4）首次在规划实践层面，开创海域三维空间布局评

价方法和立体多层次空间布局开发模式。制定了完善的海域

空间立体利用兼容性分析框架，合理安排海域各个空间层次

的功能布局，提升海域空间资源利用效率。

5.项目应用推广效果

《规划》超前探索了多规合一和陆海统筹，创新“资源

评估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海域立体利用研究方法”，具有

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目前该方法在相关涉海规划中已获

得广泛使用，并逐步向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规划》转变海域“平面化”管理思路，从立体角度布

局海洋产业、配置用海空间，创新了更加贴近管理实施的四

个层次海域立体利用布局表达，目前已纳入市多规办符合性

审查系统，成为审批用海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

《规划》创新融合了“价值金字塔”、“立体利用兼容性”、

“生态敏感区域负面清单”等要素的综合评价方法，在随后

的涉海规划编制中获得广泛应用，并逐步向其他地区进行推

广，成为处理综合复杂性用海问题的有效解决思路。

四、客观评价

自 2017年底该成果总体完成、推广应用以来,获得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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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高度评价，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

1.与国内外同类研究、技术对比

（1）海域资源全要素综合评价方法

目前国内外针对海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实践开展较少，

相关研究大多针对个别的利用方面。全面开展海域各类资源

的综合利用研究在国内外尚属首次，通过对海域资源全要素

的分析得出资源利用布局的方法也是本次规划的创新内容。

（2）海域立体化利用研究方法

国内外研究海域资源配置时，如中国的海洋功能区划和

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般利用区、生境

保护区、自然保护公园等 8类分区，意大利阿西纳岛保护区

的不同区域和四个区划保护等级的评估等，多把海域作为平

面问题来考虑。目前对于海域立体化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可行性研究、分层设置方式研究、立体开发模式研究三个方

面。本规划对于海域立体化利用方法的研究采用更加面向实

际管理的方式，通过综合利用评价得出底土、海床、水体、

水面四个层次的利用功能布局，同时还从产权制度方面，提

出了三维用海产权的保障制度，可以更加直接的对应用海项

目的审批。

2.成果验收意见

（1）专家评审意见

2017年 10月 27日，原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召开了

《青岛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专家评审会，会议邀

请了国家海洋局北海海海洋工程勘察研究院、国家海洋局第

一海洋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理工

大学等 5位专家组成专家组，青岛市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和代表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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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的规划成果汇报，审阅了《规划》成果。经充分讨论，

形成专家意见如下：

①《规划》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基础工作扎

实、数据详实、思路清晰，编制依据充分，符合编制技术规

范；

②《规划》目标明确、内容全面、布局合理，在资源评

价体系和内容方面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对青岛市海域资源

的开发、利用具有指导作用。

（2）青岛市推进“多规合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青岛市海域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前期调研详实，

基础工作扎实，规划理念新颖，符合十九大提出的海洋强国

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规划目标明确、内容全面、

布局合理，确定的资源评价方法、研究技术路线和立体分层

综合利用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规划》树立“多规

合一”的理念，按照空间规划的编制要求，海陆统筹划定三

区三线，明确“海域建设用海、生物资源利用、生态”三类

海洋空间；《规划》对青岛市海域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

3.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

该成果于 2019年 12月 20日获得 2019年度山东土地学

会自然资源科技成果奖一等奖，2020年 6 月 4 日获 2019年
度山东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三等奖。

五、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知识产权

（标准）类

别

知识产权（标准）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标

准编号）

发明人（标准起

草人）

发明专

利（标

准）有效

状态

论文
海岸带规划的相关政策保障

/中国土地
中国 叶果、李欣

论文
海域海岸带空间管制规划探

索/城市地理
中国 赵琨



15

论文

基于“外引、内生”理念的

近岸岛屿可持续化规划探析

/中华建设

中国
徐文君、汤飞、

仝闻一

论文

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西

端接线方案研究/工程技术

研究

中国
李勋高、万浩、

苏南

论文
青岛市国土空间“双评价”

的实践与思考/规划师
中国

于连莉、郭晓

林、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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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

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人：平宗莉、朱伟亚、王森、曲衍波、魏述勇、

滕雨杉、刘凤荣、许霄霄、商冉、王玮、刘炳良

完成单位：山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

推荐单位：山东土地学会

二、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阅读了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

实有效，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名无异议，相关栏目符合填写

要求。

山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投入了大批技术骨干参与“资源

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究”项目经过

周密的分析论证和详细的调查研究，已顺利完成预定的各项

研究内容。

“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

究”首先对资源环境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在综合考虑区域资

源环境本底、土地利用方式、主体功能定位等因素的基础上，

确定差异化的评价指标理想值及承载阈值，初步判定土地资

源承载状态。其次，对资源环境承载和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进

行评价，从国土空间利用合理性、国土集约利用、国土利用

生态安全和生活宜居性等方面，统筹设计和开展新型城镇化

背景下山东省区域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和提升的理论辨

识与关键技术研究。最后，开展了国土承载能力提升与空间

利用质量提升政策工具研究，提出了空间开发秩序和空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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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优化、国土利用效率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功能提升、社会

和谐稳定的一套组合政策保障体系。

根据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参评

2020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三、成果简介

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究

是国土资源部“国土空间承载状况评估和监测预警工程”和

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新型城镇化的区域土地空

间利用质量提升技术”在山东省的试点技术研究，为国家相

关规程的出台提供经验和示范。本研究主要包含三方面内

容：

1.资源环境承载评价技术体系。覆盖全域，以县域为评

估单元，以二次调查成果图斑为最小评价单元，开展建设开

发限制性及适宜性评价，测算区域建设用地现状开发程度及

现状建设用地布局匹配度；整合耕地后备资源评价、耕地质

量等级年度更新及农用地产能核算成果，形成建设用地压力

状态指数及耕地开发压力状态指数。并在综合考虑区域资源

环境本底、土地利用方式、主体功能定位等因素的基础上，

确定差异化的评价指标理想值及承载阈值，初步判定土地资

源承载状态。结合基础评价结果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测算

水资源、生态条件、环境质量等要素的承载指数，对基础评

价结果进行修正，判定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状态，划分为

可载、临界及超载三种类型。

2.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与提升技术研究。按照新型城

镇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

和谐发展”的要求，针对国土空间利用目前存在失衡、效率偏

低等问题，未来发展面临质量提升、绿色低碳、格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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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化”协同等多项新挑战，从国土空间利用合理性、国土集

约利用、国土利用生态安全和生活宜居性等方面，统筹设计

和开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山东省区域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

价和提升的理论辨识与关键技术研究。

3.国土承载能力提升与空间利用质量提升政策工具研

究。根据评价结果，分析区域国土综合承载状态空间差异，

特别是超载和临界超载地区的资源环境本底、人口集聚与城

镇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特征，并揭示其超载成因。

以大数据时代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提升信息获取与决策分析

为基础，以国内外实践经验总结提升为依托，综合运用行政、

经济、法律、技术等手段，从土地资源供给、水资源保障、

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提出空间开发秩序和空间格局优化、

国土利用效率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功能提升、社会和谐稳定

的一套组合政策工具。

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究

已在烟台市、滨州市和寿光市等市县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该研究成果的研究思路、资源环境约束性评价结果、

监测预警分析、国土空间优化与调控等内容对山东完善主体

功能布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划定“三条控制

线”、促进国土空间规划科学编制具有重要作用。

四、客观评价

本项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切实服务于解决新

型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国土空间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升

区域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为核心目标，为山东国土资源优化利

用与规划提出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对于实现全省经济社会

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自 2017 年底该成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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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成、推广应用以来，获得了多方面的高度评价，主要表

现于以下几点：

1.与国内外同类研究、技术对比

（1）丰富和发展区域资源环境承载理论研究。在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土地管理学、水资源学、生

态学、环境学、水土保持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构建山东省

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评价的概念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聚

类分析、GIS空间分析等科学方法，对山东省资源环境承载

状况进行评估，丰富和发展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理论研究。

（2）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和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体系。

改变了原有单一的耕地人口承载力评价模式，从自然性因素

评价为出发点，主要从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生

态环境承载力三个方面选取具体指标，构建指标体系。从统

筹协调、集约高效、生态文明、安全宜居四个方面构建省域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概念框架，重点提出国土空间分区技

术、建设用地规模调控技术和城市规模结构优化技术，对于

其它资源承载力和国土空间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3）优化国土资源配置能力提升路径。通过对土地资

源、水资源、生态条件及环境质量的研究，摸清山东省 137
个县（市、区）在资源环境方面的不同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并根据评价结果划分出可载地区、临界地区和超载地区，有

针对性地提出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建议。与区域土地利用的

压力、状态相对应，提出改善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的措施，

优化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提升路径。

（4）支撑相关规划及政策的制定。开展山东省资源环

境承载状况评估研究，构建国土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监测预

警制度体系，将形成有针对性的国土空间开发引导和管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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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机制，有利于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优化、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并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编制提供基础支撑，为国土资源相

关政策制定提供服务。

2.相关课题成果鉴定意见

2017年 8月 3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资

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究成果进

行了鉴定。以靳奉祥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为主任，姚青教

授为副主任，李金良、王文中和李军研究员为委员的鉴定委

员会一致认为：成果在基础研究、技术方法及图件表达等方

面达到国内同类成果领先水平。

成果在指导思想、指标体系、基本内容与主要结论方面

体现了资源环境承载、地域空间利用的前沿理念，对同类地

区开展资源环境承载与国土质量评价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

和示范意义。

成果在分析山东省国土空间分布特征和利用现状的基

础上，研发了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和提升等关键技术，系

统解决了建设用地适宜性和耕地开发利用基础评价、资源环

境综合承载力分析、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提升综合分区等核心

问题，提出了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提升路径和政策保障体系，

建立了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体系和国土空间优化方法，具有创

新性。

3.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

《资源环境承载评价与国土空间利用优化配置技术研

究》荣获 2017年度山东省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4.学术性评价

项目成果得到了学术同行和土地科学界充分肯定，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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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论著，被国内外学术同行广泛引用，引领了生态文明

背景下资源环境承载与国土质量评价的研究热点，为资源环

境承载、地域空间利用奠定理论基础。例如，文章《基于文

献计量的中国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进展》相继被张新平等

（2017，资源开发与市场）、杨养峰等（2018，西安工业大

学学报）、潘铃等（2019，江西农业学报）、薛雯等（2019，
现代农业科技）等 9篇论文引用。

五、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作者
年卷页码

发表

时间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

国内

作者

SCI
他引

次数

他引

总次

数

1

基于文献计量的中国土地生

态安全评价研究进展/资源开

发与市场/朱晓伟、平宗莉、

陈翠华

2016年11期 第

1297-1301+1318
页

2016
-11
-15

平宗莉/
朱晓伟

朱晓伟、平宗

莉、陈翠华
0 9

2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

土地整治空间格局及障碍诊

断/农业工程学报/曲衍波、朱

伟亚、郧文聚、张勇、高宇

2017年03期 第

241-249页

2017
-02
-08

朱伟亚/
曲衍波

曲衍波、朱伟

亚、郧文聚、

张勇、高宇

0 31

3

国土空间结构与开发秩序/知
识产权出版社/姜广辉、谭雪

晶、曲衍波、付晶、李宏悦、

陈云浩

2014
-06
-01

姜广辉

姜广辉、谭雪

晶、曲衍波、

付晶、李宏悦、

陈云浩

0 0

4

土地利用管理与经济社会发

展关系——基于山东省的实

证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朱
晓伟、翟荣新、平宗莉

2017
-05
-01

朱晓伟
朱晓伟、翟荣

新、平宗莉
0 0

5

Understand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idle land: Stage,
subjec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Cities/曲衍波、

姜广辉、李梓桐、商冉、周

丁扬

2020年第 97卷
2020
-03
-26

姜广辉/
曲衍波

曲衍波、姜广

辉、李梓桐、

商冉、周丁扬

1 1

6

山东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

格局与分区调控/农业工程学

报/曲衍波、王世磊、赵丽鋆、

曲永山、王森

2020年13期 第

222-232页

2020
-07
-08

曲衍波

曲衍波、王世

磊、赵丽鋆、

曲永山、王森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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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及驱动

因素影响评价/中国农业资源

与区划/安国强、秦晓敏、许

霄霄、陈龙飞、徐文洁、徐

跃通

2020年09期 第

45-54页

2020
-09
-25

徐跃通/
安国强

安国强、秦晓

敏、许霄霄、

陈龙飞、徐文

洁、徐跃通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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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城市建设中老龄化规划对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城市建设中老龄化规划对策研究—以青岛市

为例

主要完成人：宫震、潘丽珍、韩青、张雪、侯可明、宋

铭

完成单位：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推荐单位：山东土地学会

二、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阅读了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

实有效，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名无异议，相关栏目符合填写

要求。

该项目为应对即将到来的 2030年到 2050年的城市老龄

化最严峻时期提供理论探索；以老龄化先发地区—青岛市为

主要研究对象，构建整体性应对城市老龄化的建设框架，对

其它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价值；将城市老龄化问题纳

入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对涉老设施进行系统性、标准（规

范）化控制并指导未来城市或区域适老化改造，包括：从物

质空间环境层面搭建应对老龄化的城市建设框架体系；构建

从城市总体（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

层面的应对城市老龄化控制指标体系；标准（规范）化修建

性详细规划层面适老化空间设计要点。

作为《青岛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

（2016版）》中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部分导则制定的重要参

考依据，将应对老龄化的相关内容结合到中国现行的规划编

制体系之中，通过法定规划的编制保证在城市建设的各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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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都充分考虑老龄化社会的需求；通过具体的规划指引，指

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适老具体设计。目前导则已经正式试

行，有效指导青岛市相关养老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同时部分内容纳入《青岛市“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规

划》，有效指导近期养老事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根据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1、立项背景

老年人口的增长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中国是世界

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

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到 2020 年，中国老龄化水平将

达到 17.17%，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

变成重度老龄化。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尚

不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

下发生的，自上世纪末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加

速发展，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日

益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其深刻影

响正在渗透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

2、研究目标

本研究面对我国老龄化的独特性，着眼于整体城市空

间，立足于宜居城市建设与城市老龄化的矛盾与突出问题，

提出应对的策略，目的是构建宜居的城市老龄化社会居住环

境，搭建应对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建设框架，并使其具有系统

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

3、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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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调研、GIS手段分析青岛市老龄化发展现状，

总结城市规划应对老龄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从现有城市规划

编制体系入手，以老龄人口空间分布为导向，根据不同规划

编制阶段的内容及深度要求，总结提炼总体规划阶段“定原

则、定模式、定总量”、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定位置、定

规模”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阶段设计要点的老龄

（化）空间需求体系要素，每个阶段的规划或设计改造要点

明晰，并针对不同级别要素提出管控要求建议。

四、客观评价

（1）工作组织模式采用“研究人员领衔、政府支持、

公众参与、专家把关”。

研究人员领衔：课题组研究人员组织课题研究工作，开

展具体工作以及进行各方协调，按照时间安排推进研究工作

开展。

政府支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大力

支持课题研究工作，加强工作协调力度，为各项工作开展提

供便利，全面配合课题研究各项工作的开展。

公众参与：开门研究成果，突出全程公众参与。通过问

卷调查、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专家把关：邀请青岛市老龄办专家、青岛大学研究老龄

化问题的教授、青岛市相关规划编制单位等组成了顾问团

队，全程把关，保障研究成果的科学严谨、可实施性。

（2）首次开展全市养老机构普查、测量，为研究的开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前期，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民政局、老龄办

的大力配合下，组织开展了首次全市养老机构普查、测量以

及“青岛市居民养老态度与需求调查”，发放问卷 5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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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有效问卷 488份，摸清全市 159家养老机构的基本情况，

绘制了 50 家养老机构的平面布局图并运用了 Sketch软件建

立模型，并选取了 50 家日间照料中心进行实地调研，系统

全面梳理青岛养老存在的实际情况，为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3）相关研究成果符合我国目前城市发展的现状，为

应对即将到来的 2030年到 2050年的城市老龄化最严峻时期

提供有力的理论探索。

由于我国当前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社会学、人口学等角度

探讨的比较多，主要是应对城市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从

诸如社会保障、社会医疗、代际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

于城市物质空间环境方面的应对措施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所

以本研究可以成为物质空间环境方面应对老龄化的补充。

目前在城市规划领域和建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大多针

对个别问题和微观问题，搭建系统化的城市建设框架，可以

使这方面的理论探索在高度上和深度上均有贡献，具有一定

的学术意义，对于城市建设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4）创新性的探讨如何将应对老龄化的相关内容结合

到中国现行的规划编制体系之中，通过法定规划的编制保证

在城市建设的各个层次都充分考虑老龄化社会的需求；通过

具体的规划指引，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适老具体设计。

在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鉴定会议上，鉴定委

员会一致认为，该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鉴定。

五、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知识产权（标准）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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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号（标

准编号）

发明人（标

准起草人）

发明专利（标

准）有效状态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