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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经验做法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平台



工作目标: 依托遥感和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建设项目

监管全覆盖，发现“未批先建”“未批先弃”等违法

违规生产建设项目，及时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

管住人为水土流失。



一、除港澳台以及新疆、西藏、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赤峰

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以外地区，面积约550万平方公里。

二、新增解译黑龙江七台河，吉林通化，辽宁辽阳，新疆喀什地区，伊犁，

西藏日喀则，面积约64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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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技术路线



遥感解译流程、常见问题与处理



建立、收集解译标志，扰动图斑的遥感解译是信息化监管的核心步骤，而

建立准确和足够量的生产建设项目解译标志是扰动图斑的遥感解译的前提

和基础，是解译精度的保障。

遥感图像上能够作为分析、判断景观地物的图像特征：色、形、味（位）

解译前准备

遥感解译工作流程



色：不仅指目标地物在遥感影像上的颜色，还包括目标地物的色

调、反差和阴影等；

生产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土地平整、破面开挖及填筑、采

石取土、弃土弃渣等开发活动，通常会对原有地表造成扰动。在

施工建设初期，特别是“三通一平”阶段，由于人工扰动剧烈，

对原地表破坏较严重，造成地表裸露，光谱值较高，在遥感影像

上表现为明显高亮特征，具有显著的人工干扰痕迹。在影像上以

白色、灰白色、灰色或灰黄色色调为主。煤矿场类呈现黑色。



现场

影像



现场

影像

煤矿类



形：指目标地物在遥感影像上的形状、纹理、大小、图形等；其

中，形状是指目标地物在影像上所呈现出的特殊形状，在影像上

看到的是目标地物的顶部或者平面形状，同时还受到影像空间分

辨率、比例尺和投影性质的影响。

生产建设项目在几何形态上呈现斑块状、斑点状（风电、输变电

工程等）或线状、条带状（线型工程）影纹，内部呈斑点状、斜

纹状、格网状或规则状影纹结构



现场

影像

条带状



现场

影像

斑点状



现场

影像

规则状



山西大同熊猫电站



位：指目标地物在遥感影像上的空间位置和相关布局等。位置是

地物所处的环境部位；相关布局是指多个目标地物之间的空间配

置，即地物与地物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地物间的密切关系或者

相互依存关系，可以从已知地物证实另一种地物的存在及其属性。

如施工扰动常与道路相连接；扰动图斑中存在形状规则的蓝顶或

红顶厂房。

现场 影像



按现场复核的图斑
基本信息填写

分影像色彩、图斑
纹理、形状填写

影像截图
6cm×6cm，照片

高设为6cm

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技术规定（试行）》建立解译标志库



解译标志示例-露天金属矿

（1）影像色
彩：白色或灰
色色调；
（2）形状：
图斑在遥感影
像上呈不规则
分布。



解译标志示例-公路工程

（1）影像色彩：
白色或灰色色调
（2）图斑纹理：
平滑
（3）形状：长
条形



解译标志示例-输变电工程

（1）影像色
彩：图斑内白
色、灰色
（2）图斑周
边有临时道路
（3）形状：
扰动形状规则



解译标志示例-露天煤矿

（1）影像色彩：
灰黑色
（2）纹理：粗
糙有施工车辆
压痕迹
（3）形状：不
规则



建立足够多的解译标志有助于计算机自动解译图斑

裸地样本库



山东寿光数大棚

最后数出一共有231764个大棚。
如此精确的数字，怎么得到？
根据已建立的解译标志，通过
自有机器学习方法快速分析海
量的亚米级高精度图像，甚至
还可以根据大棚帘子的开关状
态判断大棚是否在运行。



解译图斑过程



直接在影像勾绘或基于打点数据进行图斑勾绘

点击播放



550万平方公里国土解译成果



解译成果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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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图斑解译常见问题：

边界问题
漏勾问题
错勾问题
其他问题



边界问题：

解译要求在优于1:1500的比例尺下勾画图斑，有些图斑
在勾画时边界过于粗糙，有时甚至将周边其他土地利用
类型也勾画进去。

不合格（×） 合格（√）
边界勾绘粗糙，没有描绘出细节，还将附近公路画进图斑



（黄色：不合格         红色：合格）

边界问题：



有些图斑面积过大，将多个项目勾画至一个图斑中，后期复核
需要多次拆分图斑，增加工作难度。

合格（√）不合格（×）

边界问题：



风电项目除了勾画出风机扰动区域，还要勾出施工道路、检修
道路等

合格（√）

边界问题：



有些临近图斑边界交叉，出现拓扑错误

不合格（×） 合格（√）

边界问题：



有些将公路、铁路等线型生产建设项目解译成多段

不合格（×）

边界问题：



合格（√）



省
漏勾率 错勾率

抽样县
数量

备注

（小于5%为达标）（小于5%为达标） （个）

山西 33.33% 0.00% 3 第一次审核

山西 4.80% 1.53% 4 第二次审核

漏勾率= [漏勾图斑/（漏勾图斑+实勾图斑）]

漏勾问题：



山西省平陆县

第一次审核

施工扰动



通过打格网+遍历格网+交叉审核方式补漏勾

第二次审核

施工扰动



北京市大兴区
第一次审核

施工扰动



北京市大兴区
第二次审核

施工扰动



错勾问题：

将非生产建设项目扰动误认为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
此情况比较普遍也难避免，需要靠丰富的经验判别以及
通过多期影像对比（奥维地图、91V图）。

经现场复核确定是被误认为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的应
单独保存成一个图层，并分析原因，做好备注，供以后
的解译人员参考。



2017.5 2018.4

2019.5

单从一期影像判断是扰动图
斑，但通过多期对比，发现
在连续三年的遥感影像上，
图斑都未发生任何变化，可
当做非生产建设项目处理。



用于解译的遥感影像，判断是扰动

根据最新的谷歌影像，判断不是扰动



其他问题：

因分工不明确，可能造成同一个图斑被勾画两次或多次，
后期宜反复检查，避免此类情况。

不合格（×）



由于行政区划或工作分工问题，可能导致一个完整的项
目图斑被分成两个或多个图斑，后期宜进行接边工作，
确保图斑的完整性。

其他问题：

县界

不合格（×） 合格（√）



解译图斑的的质量决定后期复核的工作量以及不同期
图斑动态对比的可靠性，需高度重视，各省根据《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推进水土保持监管信息化应用工作的
通知》（办水保〔2019〕198号）在开展2020年及以
后生产建设活动水土保持卫星遥感监管时应采用能获
取到的最新遥感影像，并加强解译图斑的质量控制。



现场复核流程、常见问题与处理



现场复核主要环节

准备
工作

现场
复核

数据修
正入库

1,   软件下载
2，数据下载
3，商业导航软件下载

参照技术流程 图斑合并拆分、上传



技

术

流

程

       到达图斑 导航至图斑位置

 采集图斑信息

填写项目信息

是否为生产建设项目

是 否

备注用地类型

标记需内业修正的扰动图斑

拍摄现场照片



 1.到达扰动图斑

    导航至需复核的图斑位置。如图斑位于山区，为

避免因山区无网络信号导致无法复核，技术人员应提

前下载好可能出现无信号区域的数据（含第三方导航

地图的数据，如高德、百度等）。



 2.采集图斑信息

    到达图斑现场后，判断图斑属于生产建设项

目扰动或者非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对应填写图斑

属性信息，拍摄现场照片。

         



（1）现场判断图斑为生产建设项目扰动

a.填写项目属性信息

序号 字段名称 填写方式 填写内容

1 图斑编号 无需填写  

2 扰动图斑类型 移动端下拉菜单选择 未知、弃渣场、施工扰动、非生产建设项目扰动

3 扰动面积 无需填写（单位：公顷）  

4 建设状态 移动端下拉菜单选择 未知、施工、停工、完工

5 扰动变化类型 移动端下拉菜单选择
未知、新增扰动、扰动范围扩大、扰动范围不变、扰动范围缩小、不

再扰动

6 扰动合规性 移动端下拉菜单选择
未知、未见明显违规、未批先建、超出防治责任范围边界、建设地点

变更、未批先弃

7 复核状态 移动端下拉菜单选择  是、否

8 项目名称 手动输入 项目全称

9 建设单位 手动输入 建设单位全称

10 项目类型 移动端下拉菜单选择 项目所属36种行业类型

11 备注 手动输入 项目联系人等相关信息



 b.标记截图需内业修改的图斑

    经复核，发现图斑存在“不同项目同一图斑需拆

分”、“同项目不同图斑需合并”的情况，需现场标记

并截图保存，在当天工作结束后，进行内业修改。



 c.拍摄现场照片

①能够反映项目类型的现场照片。

②项目标识牌照片，如项目现场有标识牌（包含项目名

称、建设单位、项目联系人、项目概况等信息），则需

拍摄一张标识牌照片。

③能够反映项目位置信息的现场照片。

④复核人员现场工作照片。



①项目类型 ②项目标识牌

③项目位置 ④工作照



（2）现场判断图斑为非生产建设项目扰动

   现场判断为非生产建设项目扰动，需在扰动图斑备注

字段填写现状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包括未知,农民建房,

乡村小道,农业大棚,农事耕作,零星取土取料场,垃圾场,

其它。

    拍摄能反映图斑土地利用类型的照片。



农民建房

乡村小道



农事耕作

零星取土取料场



    现场复核工作结束后，需对标记的“不同项目同一

图斑需拆分”、“同项目不同图斑需合并”图斑，当天

在管理端完成修改，上传修改后成果至服务器，完成当

日工作入库。

3.数据修正



不同项目同一图斑拆分

同项目不同图斑合并



现场复核常见问题：

问：部分生产建设扰动图斑，到达现场后，找不到相关项目信息、
联系人信息如何处理？

答：在保证遵守各地方相关政策制度的前提下，现场想尽一切办法
获取项目相关信息，对于需要补充的情况，在备注详细填写。



问：现场为拆迁及拆迁安置区等政府储备土地（包括有部分已堆放
建筑垃圾、堆土），尚未招标开发的图斑，应填写为生产建设项目
扰动、生产建设活动扰动还是非生产建设扰动，合规性如何判断？

答：本次复核基于现场情况，将以上情况统一定性为非生产建设项
目扰动，下一期监管工作中，及时发现图斑变化情况，及时开展监
管工作。

问：现场复核中，由于解译影像时相与现场复核日期不一致，造成
影像显示情况与现场情况差异大，如影像显示地块扰动，现场复核
该地块由于停工等原因，已恢复为绿地，如何处理？

答：以现场情况为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现场不扰动为非生产
建设扰动，现场扰动复核清楚项目信息。



问：有些项目水保方案没有及时录入系统，但实际是有方案的，如
何处理？

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若确有方案，可认定为“未见明显违规”，
但必须在填写项目信息时，添加批复文号、批复时间、批复单位。

问：如何确定图斑的合规性？

答：主要依据在下载的“项目信息”中是否存在项目方案信息。存
在则视为“未见明显违规”，不存在则视为“未批先建”或“未批
先弃”。



问：现场如何拆分图斑？可以回内业后在桌面端拆分吗？

答：不要使用内业分割图斑操作，原因：在内业分割时将新产生一
个或若干个图斑，这样将导致新产生的图斑没有复核信息（最主要
是没有照片）。最合理的做法是在外业复核的时候使用“发现”新
图斑的功能，在需要分割的图斑上新添加一个新图斑，添加完后可
以复核，可以拍照。在被分割的图斑上做一个标记，内业的时候修
正该图斑的边界就可以了。

另：APP的标注功能仅用于标识，不代表实际切割。



问：两个（或多个）图斑属于同一个项目，需要内业合并吗？

答：可以不合并。在外业复核时先录入一个图斑的项目信息，下一
个图斑在录入项目信息时选择已有项目，则会自动继承上一个图斑
的项目信息。这个操作实则已经完成图斑的合并。

注意事项：若 现场给图斑命名时较随意，则不利于后期图斑整合。
有些弃渣场可确定所属项目的（判断方式：与主线有连接道路），
需保证录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能简单以弃渣场1、弃渣场2
等命名



弃渣场1

弃渣场2

弃渣场3、4

错误示范



好的经验做法



1，复核与监督检查过程相结合

点击播放

工作人员在图斑复核
过程中，督促业主报
送监测报告。



2，复核与执法同步开展

好的经验与做法

内蒙古自治区委托技术服务单位开发了专用工作平台，在满足水利部专用APP现场

复核各项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级的审核端口，同时延伸了违法违规项目查处及

日常监管功能。

内蒙古自治区地广人稀、项目分散，为减少基层人员外业出差奔波次数，故将复核、

与处置同步开展，针对违法行为明确的生产建设项目当场下发处置文件。

p 执法人员与核查人员同行

p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空白文书和印章



图斑核查 违法处置 处置告知 处置监管

盖章处
置单



3，充分应用信息化监管成果并与目标考核挂钩

好的经验与做法

根据信息化监管成果，下发监督检查

意见，限期整改，针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

分类处置



目标考核阶段

指标设置：方案编报率指标为30分。

考核方法：以“天地一体化”台账清单项目数量为基数，实施销号管理。

政府目标考核



信息化监管成果实时同步考核系统，实施量化考核



信息化监管成果实时同步考核系统，实施量化考核



单位：%

各市州（直管县）方案编报率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平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

管平台，是与外业复核“区域监管

APP”相对应的内业数据管理平台。

常用且实用的管理功能包括:

    1、查看任务

    2、数据修正

    3、数据统计

    4、查看疑似违法

   违规生产建设项目清单



1、查看任务

省、市、县各级用户可以通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信息化监管平台，以县为单位查看所属辖区的任务图

斑库，已复核与未复核的图斑数量。



选择县级复核



2、数据修正

用户可以通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平台，对图斑

边界，及相关复核信息进行修改完善；对图斑进行合并和拆分。



同时选中多个图斑，点击“合并”可将多个图斑合并为1个图斑。



3、数据统计

省、市、县各级用户可以通过此平台，对所属辖区内的生产

建设项目扰动图斑情况、复核数据情况及复核工作进度进行统计

及导出。



复核数据、进度统计

复核数据统计可以查询并导出辖区内提取的、已复核和未

复核的图斑数量，分析已复核和未复核图斑数量所占比例。



统计方式可以以省、市、县为单位进行统计查询。



4、查看查看疑似违法违规生产建设项目清单

功能开发中：现场复核系统手持端或桌面端将支持项
目查处关键数据的填报，以及对项目查处成果的管理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