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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中的应用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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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北京市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前期引入高分遥感影像技术，用于辅助判断小流域措施布局是否合理、实际工

程量与设计是否一致等问题，形成了“ 第三方” 辅助专家进行设计评审的工作方式，有效提高了前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为避免审查中出现问题，并实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北京市拟将此技术全面应用于小流域勘
察设计、进度监测、督查验收、效果评价等全过程，为各个阶段的工作提供信息支撑，以真正实现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精
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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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为生态清洁小流域设计审查提供了技术支撑。

应用背景
近年来，北京市坚持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全面推

２

遥感技术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前期工作中的应用

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为重点，构筑“ 生态修复、

为满足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精细化管理的要求，

生态治理、生态保护” 三道防线，进行“ 污水、垃圾、厕

北京市开展了应用高分遥感影像技术辅助生态清洁小

所、沟道、面源污染” 同步治理，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

流域设计审查的探索。 即通过最新的高分遥感影像，

旨在从源头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保

获取小流域地表要素现状图件，经数据配准和叠加后，

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实现清水下山、净水入河入

将其与小流域措施设计图件对比分析，并在专家评审

库。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在全市 １ ０８５ 条小流域中，共实施
了 ３５０ 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程。 生态清洁小流域
已成为首都北京一张崭新的绿色名片。

经过多年实践，北京市水保部门在生态清洁小流

会上进行直观的展示，用于分析小流域治理措施在空
间布局上存在的问题，以辅助专家评审小流域治理措
施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形成了特有的“ 第三方” 辅助专
家评审的工作方式，提高了评审的针对性 ［２］ 。

域建设过程中总结出了 ２１ 项综合治理措施。 由于措

２．１

型多样，因此在规划设计及竣工验收阶段，能够实地踏

施设计图件进行空间叠加，可以判断治理措施的空间

勘和调查的区域有限，给专家评审、竣工验收等工作带

位置是否位于小流域边界范围内，以及在小流域内是

来了一定困难。

否按照生态修复区、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治理区“ 三道防

施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布局分散，点、线、面状措施类

为了提高工程规划设计精度，北京市水保部门在
小流域治理中利用高分遥感影像技术强大的观测功能
和空间分析功能，辅助小流域治理规划设计

［１］

。 目前，

判断措施布局空间位置是否合理

将通过高分遥感影像获取的小流域底图与治理措

线” 进行布局。
同时，通过高分遥感影像资料，可以获取小流域地
表的现状要素图件，包括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类型

该技术已全面应用于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前期
等。 将现状要素图件与治理措施设计图件进行空间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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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后，还可判断布设措施类型和位置是否与现状地表

理。 北京市小流域项目普遍采用月报方式，每月由区

要素相冲突，是否违反了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和技

水保部门按时上报工程进展情况，供市级水保部门统

术规范的要求等。 例如，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计调度，同时开展不定期抽查，但进度数据无法做到实

持法》 《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 《 生态清洁小流域技术
规范》 （ ＤＢ１１ ／ Ｔ ５４８—２００８） 等的要求，判断水保林、经
济林等是否占用了基本农田，田间生产道路是否按照
原有路径进行规划，是否在 １５°以上地块布设了梯田和

时更新，且上报数据真实性和准确度也难以保证。
目前，环保、国土等部门利用遥感技术进行的常规
监测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北京市在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及水土流失监测工作中也已引入了遥感技术。 应用

经济林措施，是否在现状植被条件较好的地块布设了

遥感技术对项目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变化进行遥感监

绿化、库滨带治理措施等。

测，可辅助管理部门更直观地掌握小流域措施建设现

２．２

核查措施工程量与设计是否一致

状，及时准确地掌握工程是否开工，以及开工小流域进

通过遥感影像上图，细化流域中的地块精度，利用

度情况，包括对位置、范围和数量等指标进行精细化监

地理信息系统工具进行空间量算，可以快速、准确地获

测，及时发现存在问题，促使建设管理工作更加主动、

得上图措施的面积、长度等工程量信息，在审查中与设

高效。

计文本中的预算工程量进行比对，用于核查措施上图
信息与设计文本中报送的是否一致，可辅助设计审查

３．３

辅助督查验收管理

北京市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进行小流域督查工作，在生

单位及时发现措施工程量误报、错报的问题。

态清洁小流域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工后，组织专家对

３

小流域建设进度、治理措施实施效果、是否严格按照设

遥感技术辅助小流域建设应用探索
目前，遥感技术在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前期工

作中的应用已日趋成熟。 ２０１４ 年以来，共应用高分遥
感影像对 １１９ 条生态清洁小流域的设计开展了辅助审
查，涉及全市 １３ 个区的 ２ １００ 余 ｋｍ ，在加强前期工作
２

质量的同时提高了设计审查工作效率。

在对前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

计施工等进行督导检查。 小流域建设内容多且措施布
局分散，督查中难以全面检查所有在建项目的每一项
措施。 工程验收作为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检验和评价
的重要环节，涉及措施建设数量、质量，工程资料管理，
资金管理等各方面内容，其中工程实地查勘和工程量
核对工作最为关键。 验收工作量大，且在山区开展往
往耗时费力。

水利部已在 ２０１７ 年度考核任务中明确提出了利

上，北京市水保部门尝试转变思路，探索将遥感技术全
面应用于小流域建设全过程，以避免设计审查中出现

用高分卫星影像对已建成的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实

的问题，同时避免建设单位在实际施工中对审查发现

施效果进行评价的要求。 北京市拟将高分卫星影像全

的问题不予改正，进一步提高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水

面应用于所有小流域项目的督查和验收环节中，利用

平。

高分遥感影像生成相关图件，在图上先行对小流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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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现场勘察调研

设内容与批复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初步判断各项措施

在生态清洁小流域设计初期，作为初步设计的必

是否达到建设要求，再结合进度监测结果和遥感图，有

备基础资料，要求对小流域现状地形地貌、土壤侵蚀强

针对性地开展重点检查。 通过高分遥感技术辅助督查

度、土地利用类型、沟道分级、植被盖度等基本信息进

验收管理，大大减少了督查和验收的外业工作量，提高

行收集。 传统的收集方法主要是人工实地调查、查阅

了工作精度，使督查和验收工作更具有针对性。

项目区基本资料等，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较长
的调研时间。 项目区范围大，地形复杂，资料数据无法
做到实时更新，传统方法得到的结果通常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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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数据库建设
通过多年工作实践， 全面统筹市、 区两级业务需

求，积极推进互联网、ＧＩＳ、ＲＳ 等技术与水土保持业务

为了更加高效、科学地进行小流域设计，拟在设计

的融合，北京市已建成水土保持核心业务平台。 依托

初期引入遥感技术，利用高分遥感影像快速、准确的特

该平台，初步实现了对监督管理、生态建设、水土流失

点，生成实地调查底图，辅助设计单位在设计初期有针

监测、小流域专业数据的统一管理。 以小流域为单元

对性地进行现场查勘，提高基础资料收集的精度和工

开展基础空间数据提取，可实现业务要素空间定位和

作效率，从而提高小流域规划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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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施工进度监测
工程批复后，水保管理部门要实时掌握工程开工

状态、建设进度等基本情况，以便对项目建设进行管

“ 流域” “ 行政区域” 的拓扑关联。

随着遥感技术逐步被应用于小流域建设管理全过

程，拟以已建核心业务管理系统为基础平台，进一步完
善系统中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空间（ 下转第 ６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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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基于“３Ｓ” 技术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的效果，系统提供了两种 ３Ｄ 数据漫游模式，用户可自
定义关键帧进行局部特征位置飞行展示，也可设定飞

化和准确化，为推进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乃至山西省
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进行了探索与尝试。

行路径按航线展示，多角度展示数据和提供决策依据。
３

结

语

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目
的是为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保持监测和管理工作信息
化、自动化探索新模式。 该系统在需求分析、数据源采
集、功能设计、结果展示等方面充分考虑了晋西黄土丘
陵沟壑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及应用人群等因素，简化
了操作流程，降低了用户专业要求，强调“ 一键式” 设
计理念，以实现真正在基层水土保持工作中推广和应
用的目的。
该系统所选择的软、硬件平台和系统开发工具合

理，便于实现 Ｃｌｉｅｎｔ ／ Ｓｅｒｖｅｒ 架构，且系统提供了多个组

件式接口，可根据项目区流域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开发，
具有很好的灵活性和拓展性；数据库（ 包括空间数据
库） 设计合理，Ａｃｃｅｓｓ ＋Ｅｘｃｅｌ 模式既考虑了设计规范和
标准，又考虑到用户操作的实用性，充分保证了数据的
共享性；在目前水利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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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信息的获取、管理、分析、展示的自动化、高速


（ 上接第 １９ 页） 数据库，将小流域位置图、措施图斑、
措施有效和可靠运行，北京市水保部门拟将遥感技术
设计文件、工程成效图片等电子档案分类整理，简化归

全面应用于勘察设计、进度监测、督查验收、效果评价

档和查阅工作，并为后续调取小流域数据进行统计分

等小流域建设全过程，为各个阶段的工作提供信息支

析打下基础。

撑。

另外，通过数据库系统可直接实现对小流域治理

（３） 随着高分遥感影像技术的发展日渐成熟，应

的全过程监管，并通过动态影像，在工程竣工验收后，

用日益广泛，其数据稳定、方法科学、使用方便直观等

继续核查历史项目的保存状况、管护情况，评价生态清

特点将使其逐渐得到进一步应用，在北京市生态清洁

洁小流域治理效果，对破坏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行

小流域建设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提升，并可推广到水

为及时进行制止。

土保持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真正实现水土保持工作

４

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结论及建议
（１） 利用遥感技术，在前期工作中形成“ 第三方”

辅助专家对小流域设计进行审查的工作模式，在北京
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作中已趋于成熟。 通过采集
遥感影像及小流域基础信息，制作工作底图，叠加工程
措施设计图，便于根据相关要求进行重点审查，研判各
类措施布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以可视化的方式辅助
专家审查小流域措施布设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有效提
高专家在评审中的针对性，同时为施工、督查、验收等
后续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２） 为有效避免审查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方便管

理部门实时掌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现状，保证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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