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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舀

    为全面掌握我国农用地资源的质量状况，科学评价和管理农用地，促进我国农用地的合理利用，统

一农用地定级程序和方法，做到定级结果客观、公正、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法规，结合我国国情，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C、附录D、附录E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提出、批准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胡存智、郧文聚、邱维理、张凤荣、朱德举、高向军、范树印、吴海洋、关文荣、

陈原、胡江、苗利梅。

    参加人员:马仁会、安萍莉、段增强、李保莲、徐保根、彭 群、郑 媛、苏 强、罗 明。

    本标准由国土资源部负责解释。



TD/T 1005-2003

农 用 地 定 级 规 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用地定级工作的目的、任务、对象、原则、内容、程序、方法、成果要求、成果的检查验

收、成果更新和应用，以及档案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行政区内现有农用地和宜农未利用地，不适用于自然保护区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中划定的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用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507-2001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1997年10月7日)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84年9月)

    《中国土壤普查技术)}(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1992年5月)

    《关于印发试行(土地分类)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25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农用地

    本标准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用地

3.2 农用地级

    在行政区(省、县)内，依据构成土地质量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根据地方土地管理和实际情

况需要，遵照与委托方要求相一致的原则，即主要考虑定级目的，按照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的农用地

质量综合评定，划分出的农用地级别。

3. 3 因素法

    通过对构成土地质量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确定因素因子体系及影响权重，计算

单元因素总分值，以此为依据客观评定农用地级别的方法。

3.4 修正法

    修正法是在农用地分等指数的基础上，根据定级目的，选择区位条件、耕作便利度等因素计算修正

系数，对分等成果进行修正，评定出农用地级别的方法。

3.5 样地法

    样地法是以选定的标准样地为参照，建立定级因素计分规则，通过比较，计算定级单元因素分值，评

定农用地级别的方法。

4 总则

4. 1 目的与任务

4.1.1 目的

    科学量化区域内农用地质量及分布，为土地整理、耕地占补平衡、基本农田保护、农用地估价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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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土地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4.1.2 任务

    根据农用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对农用地的质量优劣进行综合、定量评定，并划分级别。

    农用地定级成果要求在县域范围内具有可比性。

4.2 对象

    农用地定级的工作对象是县级行政区内现有农用地和宜农未利用地，暂不包括自然保护区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划定的林地、牧草地及其他农用地

4.3 原则

4.3. 1 综合分析原则

    农用地质量是各种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用地定级应以造成土地质量差异的

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基础。

4.3.2 主导因素原则

    农用地定级应根据影响因素因子及其作用的差异，重点分析对农用地质量及土地生产力水平具有

重要作用的主导因素，突出主导因素对定级结果的作用。

4.3.3 土地收益差异原则

    农用地定级应反映土地自然质量条件、土地利用水平、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对土地生产力水平及土

地收益水平的影响

4.3. 4 定蛋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

    农用地定级应把定性的、经验的分析进行量化，以定量计算为主。对现阶段难以定量的自然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必要的定性分析，并将定性分析的结果运用于农用地定级成果的调整和确定工作中，

提高农用地定级成果的精度。

4.4 工作内容

    包括下列内容:

    a) 工作准备，编写任务书;

    b) 收集资料与外业补充调查;

    c) 整理资料及定量化处理;

    d) 计算定级指数及评定级别;

    e) 校核级别与落实边界;

    f) 编制图件、统计与量算面积、编写成果报告;

    9) 成果验收;

    h) 成果归档与更新应用。

4.5 技术步骤

    包括下列内容:

    a) 确定定级方法;

    b) 确定定级因素;

    c) 计算定级因素分值;

    d) 编制定级因素因子分值图;

    e) 划分定级单元;

    f) 计算定级单元各定级因素分值;

    9) 计算定级指数，初步划分土地级别;

    h) 校验和调整初步定级成果;

    i) 统计和量算面积;

    7) 编制图件、报告和基础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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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工作底图的比例尺

    工作底图采用1，10000~工‘50000的比例尺，或根据管理工作需要确定。

4.7 成果

    成果包括:文字报告、图件、基础资料汇编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4.8 相关技术应用

    要求应用计算机技术开展农用地定级工作。

5 准备工作

  编写任务书

任务书内容包括:

a) 定级区域和范围;

b) 工作程序及方法;

c) 技术资料和基础图件;

d) 组织领导;

工作人员

成果要求

、时间安排、经费预算曰

f)

5.2 准备表格

    根据具体区域农用地定级的工作需要准备工作表格，表格样式参见附录Aa

5.3 收集资料

5. 3. 1 农用地自然条件资料

    a) 气候:平均温度、积温、降水量、蒸发量、无霜期、灾害气候等因素;

    b) 水文:水源类型(地表水、地下水)、水量、水质等;
    c) 土壤:土壤类型、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表层土壤质地、有效土层厚度、土壤盐碱状况、剖面构

        型、障碍层特征、土壤侵蚀状况、土壤污染状况、土壤保水供水状况、土壤中砾石含量等;

    d) 地貌:地貌类型、海拔、坡度、坡向、坡型、地形部位;

    e) 农田基本建设:灌溉条件(水源保证率、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田间道路条件、田块大小、平整

        度及破碎程度等

5.3.2 农用地利用资料

    主要农作物的面积、单产、总产的统计资料、样点土地利用条件、农业生产实测资料、农业技术实验

资料等

5. 3.3 农用地经济资料

    人均耕地、亩均资金投人、亩均纯收益、农民人均收人、农村道路网分布、道路级别标准、距区域经济

中心距离、耕作距离、田块分散程度等

5. 3.4 图件资料

    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图、地形图、土地利用规划图及其他相关图件。

5.3.5 其他资料

    农业区划资料、土壤普查资料、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变更资料、农业统

计资料、当地市场价格资料等。

5.3.6 农用地分等资料

    已完成农用地分等工作的，应收集农用地分等基础资料汇编、中间成果及最终成果资料

5.4 资料核实与初步整理

5.4.1 资料核实

    要求数据资料来源可靠、计量单位统一，对不符合实际的数据和个别异常值，应校正或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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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初步整理

对现有资料数据统一分类、编码;

对不足、不实、不详、陈旧的资料做好记录，以便进行外业补充调查

a)

b)

6 确定定级指数

      定级指数是划分农用地级别的基本依据，确定方法有因素法、修正法、样地法三种。

6. 1 因素法

6.1.1 确定定级因素体系及权重

    定级因素指对农用地质量差异有显著影响的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某些因素可分解

为多个因子，构成因素体系。权重反映定级因素因子对农用地质量的影响程度。

6.1.1.1 选择定级因素的原则

    a) 主导因素原则

        选取本地区对土地级别影响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突出主导因素对定级结果的作用。

      b) 差异性原则

          定级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应有较大的差异，因素因子指标值有较大的变化范围。

    c) 相对稳定性原则

          所选取的因素应有相对稳定性，避免选取易变因素。

    d) 可行性原则

          农用地定级工作的深度应与当地现有资料和技术水平相协调，应从现有资料中选取定级因

        素，必要时进行野外补测。

6. 1. 1.2 确定方法

    选用特尔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中的一种或儿种确定因素及权重。

    开展农用地定级的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筛选或补充表A.1给出的定级因素

6. 1.2 编制“定级因素一质量分”关系表

    根据各定级因素对农用地质量影响程度，对指标值进行分级，并给出相应的质量分。

    a) 因素质量分与土地质量的优劣呈正相关，即土地质量越好，质量分越高，反之，质量分越低;

    b) 质量分体系采用百分制;

    c) 质量分只与因素的显著作用区间相对应

6.1.3 检验

    在全面开展定级工作之前，选择1-2个乡镇进行试评，对初步确定的因素体系及权重、“定级因

素一质量分”关系表进行检验。如果试评结果与实际不符，应重新调整。

6. 1.4 定级资料整理与量化

6. 1.4. 1 定级因素资料整理

    a) 整理核实定级因素资料，资料不足时，应进行外业补充调查，方法见6.1.5;

    b) 将定级因素资料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6.1.4.2 定级因素因子指标量化

    根据定级因素对农用地级别的影响方式确定量化方法。

    a) 面状因素:指定级因素指标的优劣仅对具备此指标的地块有影响(如土壤质地)，面状因素是非

        扩散性因素，量化方法采用最大最小值法或均值度法:

    b) 线状因素:指定级因素指标的优劣不仅对具备此指标的地块有影响，还对一定距离范围内的

        农用地产生影响(如交通条件)，线状因素是平行扩散性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其影响强度按

        一定规律衰减，量化方法采用直线衰减法或指数衰减法;

    c) 点状因素:指定级因素指标的优劣不仅对具备此指标的地块有影响，还对其周围农用她产It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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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如农贸中心)，点状因素是同心圆扩散性因素，量化方法采用直线衰减法或指数衰减法;

    d) 对于有交叉影响的因素因子(如各级农贸中心、道路等)，应进行功能分割或衰减迭加处理。

        量化方法参见附录Bo

6.1.5 外业调查

6.1.5.1 工作内容

    a) 根据定级任务书的要求确定调查内容;

    b) 对无法从相关业务部门直接获取的因素因子资料，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收集;

    c) 对现势性较差的资料进行校核修正;

    d) 收集当地农民或熟悉情况的农技人员对农用地质量的经验评价结果，用于样点的辅助选取和

        定级成果的校验

6. 1.5.2 工作要求

    a) 重点调查最近3年的农产品产量、价格、成本等经济数据;

    b) 重点调查对农用地质量发生决定性影响的现状区位条件和近期规划数据;

    c) 完成农用地分等工作的地区，可使用分等调查成果;

    d) 外业调查的原则、方法、程序、精度要求见附录c

6. 1.6 编制因素分值图

    按照相对值法编制，如现有资料不足或精度不够，应先进行外业补充调查

    a) 采用与农用地定级单元图同比例尺的素图为工作底图;

    b) 将定级因素分值标注在工作底图上;

    c) 标注图名、图例、图971等其他制图要素;

    山 因素因子分值图可用计算机系统生成。

61.7 划分定级单元

    定级单元是定级指数测算的基本空间单位，要求单元内土地质量相对均一、单元之间有较大差异。

6.1.7.1 划分要求

    定级单元是农用地定级的最小空间单位，定级单元应按以下要求划分:

    a) 单元之间的土地特征差异明显，不同地貌部位的土地不划为同一单元，山脉走向两侧水热分配

        有明显差异的不划为同一单元，地下水、土壤条件、盐碱度等定级因素指标有明显差异的不划

        为同一单元;

    b) 单元边界应不跨越地块边界;

    。) 单元边界应采用控制区域格局的地貌走向线和分界线，河流、沟渠、道路、堤坝等线状地物和有

        明显标志的权属界线。

6. 1.7.2 划分方法

    主要方法有:

      a) 叠置法

    将同比例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与地形图、土壤图叠加，形成的封闭图斑即为有一定地形特征、土壤性

质和耕地类型的定级单元。若图斑小于最小上图面积((6 mm2)则应进行归并。叠置法适用于土地利用

现状类型多、地貌类型较复杂的地区。

    b) 地块法

    以工作底图上明显的地物界线或权属界线为边界，将主导特性相对均一的地块，划分为农用地定级

单元。也可直接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图中的图斑作为定级单元。地块法适用于所有定级类型和地区。

  网格法

用一定大小的网格作为定级单元。网格大小以能区分不同特性的地块为标准，可采用固定网格，也

可采用动态网格 网格法划分定级单元适用于定级因素空间变化不明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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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多边形法

    将所有定级因素分值图进行叠加，最终生成的封闭多边形即为定级单元。多边形法适用于所有定

级类型和地区。

6. 1.8 计算定级单元因素分值

    将定级单元图叠置在定级因素分值图上，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方法计算:

    a) 以定级单元所包含的因素等分线平均值代表单元分值;

    卜) 以定级单元跨越的不同分值区的面积加权平均分代表单元分值;

    c) 以定级单元几何中心点的分值代表单元分值;

    d) 以定级单元各转折点、明显变化点的平均值代表单元分值;

    e) 综合运用上述方法，计算分值;

    D 采用计算机手段进行农用地定级时，点、线状定级因素分值按相应衰减公式计算，面状因素分

        值则直接读取中心点所在指标区域的作用分值

6. 1.9 计算定级指数

    可用定级因子分值直接计算，也可先将定级因子综合成定级因素分值后再计算。计算方法主要有

    a) 加权求和法(见公式(1)):

H一E 二·几 ..................·......·。二(1)

                                                                        月                                                                        =l,)=}

式中:

H— 第:个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 定级单元编号;

了— 一定级因素因子编号;

u;— 第I个定级因素因子的权重;

几— 第i个定级单元内第，个定级因素因子的分值。

h) 几何平均法(见公式((Z)):

                和月 1

H一(n 了。)万 ................·......⋯⋯(2)

式中:

月— 第:个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I— 定级单元的编号;

j一一定级因素因子编号;

几— 第2个定级单元内第少个定级因素因子的分值，二为定级因素因子个数。

c) 限制系数法

当某地定级因素对土地定级存在强限制性时，应选择限制系数计算法(见公式(3)) :

一
H，=
nF;·艺wk·f,

100"̂

式中:

H— 第;个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 定级单元的编号;

1— 强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编号;

  k一一非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编号;

F;— 第了个强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分值;

fa一一第i个定级单元内第k个非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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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k— 第k个非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的权重;

    m一 一强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个数;

    P— 定级单元总数;

      u— 非限制性定级因素因子个数。

62 修正法

6.2. 1 确定修正因素

6.2.，.1 修正因素选择范围

    修正因素指在分等因素之外对农用地级别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备选修正因素包括:

    a) 土地区位条件:包括农贸中心和交通状况等;

    b) 耕作便利条件:包括耕作距离、田间道路和田块形状等;

    c) 土地利用状况: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利用方式、经营效益、利用集约度等;

    d) 其他因素。

6.2- 1.2 确定修正因素

    a) 用特尔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对备选修正因素进行筛选和补充，初步选择

        修正因素，重点考虑经济条件、区位条件对级别的影响;

    b) 在全面开展工作之前，选择 1̂ 2个乡进行试评，根据试评结果确定修正因素。

6.2.2 资料整理与量化

6.2.2. 1 现有资料初步整理

    主要整理定级区域农用地分等资料，包括分等时收集的各种基础资料、分等中间成果及最终成果

等。主要内容为:

    a) 根据定级需要，对分等资料进行复核、分类、分析论证;

    b) 对不能满足定级工作要求的资料应做好记录，以便进行补充调查

6.2.2.2 修正因素资料整理与里化

    农用地定级修正因素资料的整理与量化方法参照6.1.4,

6.2. 3 外业调查

    a) 外业调查宜结合分等工作进行;

    b) 外业调查应根据定级指数的计算需要，侧重农用地区位条件、耕作便利程度等修正因素资料

6.2.4 编制定级修正因素分值图

    a) 采用与农用地定级单元图同比例尺的素图为工作底图;

    b) 将定级修正因素分值标注在工作底图L;

    c) 标注图名、图例、图号等其他制[IN要素;

    d) 可先编制出定级因子分值图，再综合成定级修正因素分值图;

    e) 定级修正因素分值图可用计算机系统生成。

6.2.5 划分定级单元

    可在农用地分等单元图的基础上划分，也可按照6. 1. 7的规定划分.

6.2.6 计算单元修正因素质量分

    将定级单元图叠置在定级修正因素分值图上，采用6. 1. 8规定的方法对单元内定级因素分值进行

取值和计算。

6.2.7 计算修正系数(丸)

    修正系数反映了修正因素在定级范围内相对变化程度，可用式((4)进行计算:

(4)凡
一一凡

 
 
一一

 
 
‘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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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夕— 第少个修正因素;

    k;,— 第i个单元第i个修正因素修正系数;

  K;,— 第，个单元第少个修正因素分值;

    K— 区域内第i个修正因素平均分值;
    i— 第i个定级单元。

6.2.8 编制修正系数图

    将修正系数计算成果标注在定级单元图上，编制修正系数图。

6，2.9 计算定级指数

    计算方法有两种:

    a) 连乘修正法(见公式((5)):

H = G ·，·。.···············。·。··⋯ (5)

式中:

H— 第 :

第 ，

第 之

个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个单元所对应的分等指数;

个单元第，个修正因素修正系数。

加权修正法(见公式(6)):

H;= G

·nk;;

·Fw;k,,

G

气

b)

。” ......................·一 (6)

    式中:

    H— 第:个单元的定级指数;

    G;— 第，个单元所对应的分等指数;

    二— 第7个修正因素的权重;

    ki;— 第!个单元第少个修正因素修正系数。

    根据定级目的要求，也可选择分等中间成果，如自然质量分、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作为修正的

基础

6.3 样地法

6.3.1 内容与程序

    内容与程序见图1

6.3.2 划分单元

    划分方法参见6.1.70

    定级单元应在县域内统一编号，以乡(镇)为单位填表登记，表格样式见表A. 5e

6.3.3 设置标准样地

    县级标准样地指县域内技术与管理水平处于平均状况时，从大宗作物产量水平最高范围的一类土

地中选取的定级单元

    a) 每个乡镇内至少布设一个标准样地，应选择农业生产条件最优的定级单元作为标准样地，标准

        样地的现实生产力水平在当地最高;

    b) 标准样地应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基本农田的定级单元;

    c) 标准样地应在表A.5中注明;

    d) 标准样地按表A.6的格式进行登记;

    e) 应拍摄标准样地典型地段的景观照片和土壤剖面照片;

    f) 标准样地及其典型地段的坐标应在农用地定级单元图上注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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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用地样地法定级的内容与程序

6.3.4 确定定级因素

6.3.4. 1 原则

    a) 定级因素指标应在定级工作区内有明显差异;

    b) 定级因素分作物确定

6.3.4.2 方法

    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大宗作物从表A.1中分别选取农用地定级因素，当表A. 1中的因素不能满足

需要时，可以补充。

    选取方法见6.1.10

6. 3.4.3 因素特征值调查

    a) 应按乡镇逐单元、逐因素调查，并填表登记，表格样式见表A.5、表A.6;

    b) 因素特征值从已有土地利用、土壤、地貌等资料中查取，若已有资料不能满足需要，应进行野

        外补充调查;

    c) 在因素特征值调查的同时，应收集定级单元最近3年的产量数据，有条件的地方应使用实测产

        量数据;

    调查的具体要求见附录C

6.3.5 编制因素分级记分规则表

6.3.5. 1 因素分级

    定级因素分级以3-6个级别为宜，分级方法有两种:

    a) 根据试验或实测资料，建立定级因素与农作物产量水平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因素分级数目及

          各级上下限;

    b) 用经验法确定因素分级数目及各级上下限。

6.3.5.2 编制标准样地特征分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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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将农业综合生产条件最优的标准样地定义为1号标准样地，其分值定为100分，按照定级因素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将100分分配给各个定级因素;

    b) 其他标准样地定级因素的分值，可根据定级因素的分级情况，与1号标准样地的相应因素特征

        值比较后确定，比较过程中若出现农用地综合特征优于1号标准样地的情况，应调整标准样地

          的编号及其分值;

    c) 将结果填人表格，表格样式见表A. 7e

6.3.5.3 编制定级因素记分规则表

    各因素每个级别的记分量有两种确定方式:

    a) 等差方式，具体方法参见表A.8中的“土层厚度”记分规则;

    b) 非等差方式，具体方法参见表A. 8中的“坡度’，记分规则

    将确定的记分规则填人表格，表格样式见表A. 8.

6.3.6 计算定级指数

6. 3.6. 1 计算单元记分量

    将定级单元各定级因素的特征值与标准样地的特征值对比，根据记分规则计算定级因素记分量，并

将各定级因素记分量求和，结果作为单元记分量。

6. 3.6.2 计算定级指数

    计算方法见式(7):

                                        H =F+la, ························⋯⋯(7)

    式中:

    H— 第;个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

    F— 第I个定级单元相应的标准样地分值;

    a一一第i个定级单元内第i个定级因素的记分量。

7 级别划分与校验

7. 1 初步划分级别

    根据单元定级指数，采用等间距法、数轴法或总分频率曲线法初步划分级别

    a) 等间距法:按照定级指数，采用相同间距划分级别;

    b) 数轴法:将定级指数标绘在数轴上，选择点数稀少处作为级别界限;

    c) 总分频率曲线法:对定级指数进行频率统计，绘制频率直方图，选择频率曲线突变处作为级别

          界限

    具体操作步骤参见附录Do

7.2 校验

    应对初步划分的农用地级别进行校验。

7.2. 1 校验内容

    校验定级单元划分的合理性、定级因素选取的准确性、定级结果计算的正确性。

7.2.2 校验方法

    a) 在所有定级单元中随机抽取不超过总数5%的单元进行野外实测，将实测结果与定级结果进

        行比较，如果与实际不符的单元数小于抽取单元总数的5%，则认为计算结果总体上合格，但

        应对不合格单元的相应内容进行校正;如果大于500，则应按工作步骤进行全面核查、校正;

    b) 初步定级成果完成后，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并写出书面论证意见，承担单位应根

        据论证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c) 初步划分的农用地级别应具有明显的正级差收益，否则，应重新进行调整与计算;

    d) 对初步定级成果至少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校验。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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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级别调整与确定

对不合格的定级单元，应按照定级程序重新计算;

应详细记录调整过程，并与原有计算资料一并整理，归人档案;

校验合格的农用地级别确定为农用地定级结果，将级别边界落实到大比例尺现状图上，并核实

相应土地利用类型和权属单位

、
二
厂

、
，
J

、

a

L
O

C

8 成果编绘

    农用地定级成果包括图件、数据、文字报告及相应的电子文档。

8.1 图件编绘

8.1.1 农用地定级图件

    农用地定级图件包括工作底图、中间成果图和农用地级别图

    a) 工作底图

        农用地定级工作底图采用1，10000̂-1，50000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b) 中间成果图

        1) 定级单元图;

        2) 定级因素因子分值图;

        3) 定级修正系数图

    c) 最终成果图

        农用地级别图。

8. 1.2 农用地级别成果图编绘要求

8. 1.2. 1 比例尺

    农用地级别图的比例尺为1 : 10000-1 : 50000}

8. 1.2.2 上图要素

    农用地级别图要能直观反映农用地质量的优劣，反映不同级别农用地的分布、面积等状况，上图要

素应包括:

    a) 县级、乡级、村级行政界线:

    b) 级别界线;

    c) 重要的线状地物或明显地物点等
    图面配置还应包括图名、图廓、图例、比例尺、坐标系统、方位坐标、面积汇总表、编图单位、编图时

间、邻区名称界线等内容

8. 1.2. 3 级别图斑

    编制级别图时应将级别相同的相邻定级单元进行归并，形成级别图斑，图斑面积不小于6 mm,

8.1.2.4 图件内容标注

    用图示、注记等标注定级成果，具体要求如下:

    a) 用阿拉伯数字(1 , 2 , 3......)分别表示级别(一级，二级，三级⋯⋯);

    b) 用黑色实线表示级别界线;

    c) 各地根据需要编绘彩色级别图，级别图以暖色调为主，级别色差明显，图面色调和谐。

    图式见附录Eo

8.2 面积t算与统计

    a) 农用地级别面积按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图图斑进行统计，填人表格，表格样式参见表A. 9o

    b) 打破图斑的单元面积量算，应以图斑面积加以控制;

    c) 应认真核对面积数据，建立统计台帐，归人档案;

    d) 经核实、汇总后的级别面积以公顷表示，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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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编制成果报告及基础资料汇编

8.3. 1 工作报告

    农用地定级工作报告反映定级工作过程，应包括定级工作的目的、任务、工作依据、人员组成、工作

进度、资料收集与整理、技术运用、经费开支、经验教训、问题与对策、成果应用建议等。

8.3.2 技术报告

    包括以下内容:

    a) 区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概况;

    b) 定级技术方法，包括定级指数计算方法的确定、定级因素量化、级别划分的方法、校验与调整

        定级成果的方法、计算机技术在定级中的应用、其他需要说明的技术问题;

    c) 定级成果及其分析，包括农用地级别分布特点及规律、地域组合特点、差异原因、农用地利用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d) 定级成果应用分析。

8.3. 3 基础资料汇编

    包括以下内容:

    a) 原始数据与资料;

    b) 中间成果资料;

    c) 相关的工作文件、技术文件等;

    d) 基础资料信息数据库及成果统计册、电子文档等。

9 成果验收与更新应用

9. 1 成果验收

9.1.T 验收条件

    农用地定级工作承担单位按照主管部门批准的任务书要求，全面完成定级任务并经自检合格后，方

可提出验收申请。

9. 1.2 验收内容

    验收内容以本标准各项规定为准，包括定级工作程序、方法、成果、档案、检验方法与结果等方面。

重点检查农用地定级结果、技术报告、数据表、成果图、基础资料汇编及相应的电子文档成果

9. 1.3 验收程序和方法

9. 1.3. 1 验收的申请与受理

    a) 任务承担单位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验收所需资料;

    b) 验收申请受理后，主管部门下发验收通知，提出验收工作要求，组织验收。

9. 1.3.2 验收方法

    按照任务书，采取全面核查与抽样核查相结合、室内核算与实地勘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验收，承担

单位应对相关成果的电子版进行演示。
9. 1.4 验收组织

    验收由下达任务部门组织，验收组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

9.，.5 验收项目与标准

    a) 定级因素选择合理性检查:

    b) 单元划分检查，抽查单元总数的500̂ 10%，错误率不超过5%;

    c) 定级指数计算方法、过程、结果检查;

    d)级别结果检查，抽查图斑总数的5%-70%，错误率不超过5%;

    e) 统计面积和图斑量算面积核查，抽查总数的10%-20%，错误率不超过5%;

    f) 编图检查，抽查图斑总数的10%--20%，其图示、符号、注记等错误率不超过5%;
  ;2



TD/T 1005-2003

    g) 定级报告检查，核查内容是否全面、论述是否清楚、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处理是否得当。

    符合以上各项要求的，评为合格。验收部门可根据需要增加验收内容。

9. 1.6 验收报告

    验收组应写出验收报告，经验收组成员签字后，报下达任务部门审查、确认。

9.2 成果更新

9.2.1 要求

    为保持成果的现势性，农用地质量影响因素发生变化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定级成果进行全部更新

或局部更新。

9.2.2 周期

    a) 每2至3年，对农用地级别进行经济因素调整，修订原成果;

    b) 每6年全面更新农用地级别;

    。) 农用地质量发生较大变化的局部地区，应及时更新。

9.2. 3 程序

    按本标准规定的农用地定级工作程序进行。

9.3 成果归档与应用

9.3. 1 档案管理

9.3. 1. 1 初始定级档案

    档案内容应全面反映农用地定级工作的全过程，对受理任务、编写任务书、定级工作程序与方法、工

作成果及检查验收等各环节形成的各种资料及文件都要收集、整理齐全，及时归档，确保档案材料的

完整

9.3. 1.2 更新成果档案

    a) 成果更新工作中，必须保持新老资料的连续性;

    b) 成果更新后的资料作为当前农用地定级成果存档;

    c) 原农用地定级成果作为历史资料存档.

9.3.2 成果应用

    通过验收并经公布(公示)的成果才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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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农用地定级工作附表

表 A. 1 农用地定级备选因素因子

自然因素

局部气候差异 温度、积温、降水量、蒸发量、酸雨、灾害气候(风、雹等)、无霜期等

地形 地形部位、海拔高度、坡度、坡向、侵蚀程度、其他

土壤条件
土层厚度、障碍层深度、土壤质地、土体构型、土壤pH值、土壤盐碱状况、土壤污

染状况、土体构型、土壤侵蚀状况、土壤养分状况、土奥中砾石含量等

水资源状况 地下水埋深、水源保证率、水源水质、其他

经济因素

基础设施条件 林网化程度、灌溉保证率、排水条件、田间道路、田间供电等

耕作便利条件 耕作距离、耕作装备、田块大小、田块形状、田块平整度、田面高差等

土地利用状况 经营规模、经营效益、利用集约度、人均耕地、利用现状、利用方式

区位因素
区位条件 中心城市影响度、农贸市场影响度

交通条件 道路通达度、对外交通便利度等

表 A. 2 农用地定级因素权重调查表

因素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3 因素4

上轮均值(E)

上轮方差(a)

本轮权重

表 A. 3 农用地定级因素因子权重调查表

因素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上轮均值(E)

上轮方差(的

本轮权重

样本编号

      表A. 4 农用地投入一产出效益调查表

土地位置: 县(市) 乡(镇) 村

项 目 单 位 作物 1 作物2 作物3

产

出

播种面积 公顷

产量 kg/h-'

市场价格 元//kg

征购价格 元//kg

平均价格 元/kg

平均单产 kg/h.'

副产品产量 kg/h.'

副产品价格 元/kg

合计总产出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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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4(续)

项 目 单 位 作物 1 作物 2 作物 3

物

化

投

人

种籽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急费用 兀

农家肥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急费用 兀

农药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兀

生长剂 兀

化肥

氮肥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急费用 兀

磷肥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兀

钾肥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兀

复合肥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兀

用水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急费用 兀

塑膜

数量 kg

单价 元/kg

总费用 兀

机械作业

标准公顷 h-'

标准单价 元/hm'

总费用 兀

固定资产折旧

资产价值 兀

资产折旧率 %

资产折旧额 兀

小农具购置及维修费 兀



TD/T 1005-2003

表 A. 4(续)

项 目 单 位 作物 1 作物 2 作物3

活劳动投入

合计用工量   r_日

元/」 日每工工资

工资总额 兀

管
理
投
人

农业管理费 兀

农业贷款利息 兀

农业上交利税 兀

公共生产费用 兀
一}

效
益
分
析

总收益 兀

总投人 兀

纯收人 兀

每公顷纯收人 元/h.'

调查人:                         调查时间: 年

表 AS 样地法农用地定级表格式

月 日

乡级区域名称 :

农用地定级单元 农用地定级因素

加减

分总

  和

定级

指数

  H;

农用

地级

别

定级

单元

编号

是否

选为

标准

样地

面积

(公m)

权属

性质

作物

名称

  现实产

量水平/

(kg/hm')

  标准粮

  水平/

(kg/h-')

灌溉保

证率/%

  土层

厚度//cm
因素 ，

特征

值

加减

分

a以

特征一
值

一加减
  分

  a叮

特征

值

加减

分

au

单元 1 60 一 v 150 1

单元 2

单元力

注:1.填表时，要逐个乡级区域进行登记，1个乡级区域填1张表

    2.作物要填写指定作物名称，或该定级单元经常种植的作物名称，或最适宜的作物

    3.标准粮水平的换算方法按照《农用地分等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A. 6 标准样地属性登记表

标准样

地编号

定级单

元编号

所在乡

级区域

的名称

面积h耐

标准样地

典型地

段坐标

权属

性质

到2010年

  的规划

  用途

              一

产量水平/

(kg/hm' )

{标准粮
    水平/

  (kg/hm' )

标准样

地分值

1

2

一} 一
}

n

注’;
对标准样地编号时，按单位面积的产量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产量水平最高的为1号

如果省在县内设有省级标准样地，则在县内的省级标准样地编排在前，作为县内农用地定级的标准样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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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7 标准样地特征分值表

标准样地

  编号

标准样地

所在的乡

镇名称

灌溉保证率 土层厚度//cm 因素 10.

Fa 5}特征值 分值 特征值 分值 特征值 分值

1 >75% 20 120 10 10 100

2

n

表 A. 8 定级因素分级记分规则表

作物(类别)名称:

定级因素
因 素 分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土层厚度
特征值//cm 妻150 120-150 100-120 70--100 40 70 < 40

加(减)分 0 一 1 一 2 一 3 一 4 一 5

灌溉保证率
特征值〔百分数) 妻75 65- 75 55- 65 45 55 25- 45 <25

加(减)分 0 一 2 一 5 一 7 一 10 一 15

坡度
特征值(度) 0- 2 2- 6 6一 15 15- 25 >25 >25

加(减)分 0 一 2 一 3 一 5 一 8 一 9

因素 n

表A. 9 土地级别面积统计表

县 乡 村

行政区

权属单位
I'd 0“号
图斑号

土 地 级
2、JJ钾jL_ 空

1 2 3
一已 乡翻/nnl

合计/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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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农用地定级因素因子量化、无量纲化方法

B. 1 评价指标量化方法

    对于扩散型的因素，如中心城镇影响度、农贸中心影响度、道路通达度，随着距离的增加，其作用分

值会按一定规律衰减(指数衰减或直线衰减);而面状因素具有非扩散性，则直接采用区域赋值的方法确

定其作用分值。

B.1.1 扩散型因素作用分值计算方法

B.1.1.1 指数衰减法

    直线衰减法的计算见公式(B. D:
                                  f一酬一 (r二d,/d) ················，·······⋯⋯(B. 1)

    式中:

    工— 因素作用分值;

    从— 规模指数;

    d— 实际距离;

    d— 因素影响半径;

    r— 相对距离

B.1.1.2 直线衰减法

    直线衰减法的计算见公式(B.2);
                                        f，二从 (1一r) ························⋯⋯(B. 2)

    式中:

    -fl --一因素在某个相对距离上对土地的作用分值;

    M— 某个因素个体第i级规模指数;

    r. - -r=d/d，为地块相对距离;

    d— 实际距离;

    d— 因素影响半径。

B.1.1.3 各级扩散源的作用分值

    各级扩散源的作用分值计算见公式(B.3):

                                  从 =100K,       (0(K镇 1) ························⋯⋯(B. 3)

    式中:

    M，— 第i级扩散源的作用分值;

    K-— 第i级扩散源的作用指数，K 值依据各级扩散源的类型、规模、功能等条件确定

B.1.1.4 扩散因素作用分值

    计算公式见式(B.4):

.....⋯ ⋯ ，.，······。二(B.4)

式中:

F— 某空间扩散因素作用分值;

n— 某空间扩散因素级别数;

f:— 某空间扩散因子作用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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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2 面状因素因子作用分值计算方法

B.1.2.1 最大最小值法

    对面状赋分的因素、因子，其指标分值计算通常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按公式f,=100(二一二。}.) / (zme.-zm�,)计算指标分值初值，式中大为某因素、因子指标值
的作用分，xm.。、二m，、x分别为指标最小值、最大值和某值，但对末一级指标的分值不按零考虑，而是根

据土地质量的衰减程度由经验法确定。

    第二步:对求算出的指标分值初值部分进行修正。具体修正要视土地质量衰减是否均衡等情况而

定，均衡衰减修正幅度最小甚至为零，非均衡衰减视情况做一定修正。以修正后的分值作为指标分值最

终值。

    对无指标值表示，只有定性说明的因素、因子，可直接按各区域因素、因子状况赋予一定分值，分值

体系采用((0,100)的半封闭区间。

B. 1. 2.2 均值度法

    a) 均质区的度量标准。

    由于均质区的均质性是相对的，故需要对所划区域进行均质度检验，这里引人信息论的观点来计算

其均质程度见公式(B.5):

                                            D=i(1一I) ························⋯⋯(B. 5)

    式中:

    D— 为均质度;

    A— 为系数;

    I— 为信息论中的嫡。

    嫡是信息论中度量随机事件在某项实验中肯定程度的概率，其计算公式见式(B.6):

H[X]一 艺P; loge ......................··⋯⋯(B.6)

式中:

H[X] 表示随机变量 X的嫡。

P 为X取X，时的概率，则区域的均质度D可由式(B. 7 )计算

一1+叉 ........................⋯⋯(B.7)

又
黑 log严
弓W; 艺W

式中:

W— 表示均质地域内第 i种类型土地的面积;

二— 为该均质地域具有的土地类型数

当均质度达到误差允许范围时，可认为所划区域为均质区;当均质度较低时，需要重新划分均质区

直到均质度符合要求为止。一般认为均质度在「0. 9011.00」区间内，所划均质区具有较好的均质性。

均质区的划分及赋值

数值型均质区的划分及赋值。

些数据划分的均质区称为数值型均质区

衡量定级因素因子优劣的原始数据为可以度量的数值，依据这

。如人均耕地等。其划分过程为:对原始样点数据进行聚类分

创

1)

析，或作频率分布曲线，选取分界点值，确定均质区级别数，并采用式(B. 8)赋值

P;=100(b，一b,)/(b,z一b,) ························⋯⋯(B. 8)

式中:

尸.—

  b—

ba-

b;} -

某因素因子第i级均质区作用分值;

某因素因子第i级均质区原始数据的均值;

某因素因子最优均质区原始数据的均值;

某因素因子最劣均质区原始数据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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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域值型均质区的划分及赋值。定级因素因子的原始数据，为包含一定区域的域值，且已划分出

若干级别，我们称其为域值型均质区。如有机质含量、速效钾等，通过分析其数值关系，对可以合并的进

行合并，对域值区域跨度过大的进行分解，最终在原级别的基础上确定参评级别，并利用式(B. 9 )进行

赋值:

F;=100(T一T}) /(T,,一T,t) ，···················。，··⋯⋯(B. 9)

    式中:

    F;— 某因素因子第:级均质区的作用分值;

    T.--一某因素因子第;级均质区域值中的中值;

    T优— 某因素因子最优级均质区域值的中值，有上下界线的，直接取其中值，只有下界的依据级差

            确定;

    T,— 某因素因子最劣级均质区域值的中值，有上下界线的，直接取其中值，只有上界的依据级差

          确定。

    3) 语言型均质区的分级及赋值。区域状态为语言表述的均质区我们称其为语言型均质区，如地

貌类型、土壤类型等 一般以其基本类型为均质区分级数.对面积过小的可作适当调整，均质区界线以

原类型界线为主确定。该类均质区由于缺乏可度量的数值，无法直接对其赋值，故采用各均质区与能够

反映土地质量的可度量的指标的关系来确定 确定步骤为:先选取与所要赋值均质区有较高相关程度

的土地质量指标，如土地产量、产值、土地纯收益等 ，计算所选指标在每级均质区域内样点加权和的均

值，将均值标准化后，以相应的标准化数值作为该均质区赋值的依据(见式(B.10));

Q;一100(y，一Y} ) / (y,x一Y"r,) 一 一 ·············一 二(B. 10)

式中:

Q— 某因素因子第:

  Y

y劣

y优

某因素因子第，

个均质区的作用值;

个均质区反映土地质量的标准化值;

某因素因子最劣级均质区反映土地质量的标准化值;

一一某因素因子最优级均质区反映的土地质量的标准化值

B. 2 评价指标无f纲化方法

    由于农用地定级因素较多，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土地质量特征。

因素组合方式不同.组合体中各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对土地质量形成趋向不同。在对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时，可根据因素特点采取相应的度量单位，又因各因素度量时单位不一致，使因素间缺乏可比性。而评

价土地质量级别需将因素进行作用程度比较，因此应对各因素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清除计量单位的影

响，使不同性质、不同度量的指标具有同一可比性

    分析定级因素与土地质量的关系，共有三种情况:一是正向型关系，即因素指标值越大，反映土地质

量状况越好，如土壤有机质、土层厚度等;二是逆向型关系，即因素指标值越大，反映土地质量越差，如土

壤含盐量、灾害性天气频率等;三是适度型关系，即因素指标有一适度值，在此适度值上，土地质量最优，

大于或小于此适度值，土地质量均由优向劣方向发展，如土壤酸碱度，PC值为7时，土壤对多种作物生

长均适宜，PC值大于7或小于7时，土壤碱度和酸度随数值变大或变小而增高，土地对作物限制程度愈

来愈大，生产力逐渐降低 针对这三种情况，因素指标无量纲处理公式分别为:
B. 2. 1 正向型因素

A;= 100 ·’‘一‘··················。·⋯(B.11)

B. 22 逆向型因素

u / a.,,

al-/a 100 一’““···········。··⋯⋯(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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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适度型因素

设a为某因素适度值

当a;)a时，A

当“;G a时，A aa介a;a:::
(B. 13)

(B. 14)

  式中:

  。— 处理前某因素指标值;

am�— 处理前某因素最大指标值;

a.,�— 处理前某因素最小指标值;

A— 处理后某因素指标值。

  各因素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可直接用于土地质量评价分值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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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农用地定级野外调查导则

农用地定级野外调查包括农用地自然质量状况调查、利用与经营状况调查等内容

C. 1 自然质量状况调查

自然质量状况调查主要包括准备工作、外业调绘、内业工作等阶段

C.1.1 准备工作

C.1.1.1组织专业队伍:土壤调查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工作，涉及地学、土壤学、农学、测绘学、土

地管理等多门学科，要求调查人员具备上述各科的知识和科学素质。

C. 1. 1.2 制定工作计划:应根据农用地定级任务及现有资料，初步拟定总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调

查的项目、内容、精度要求、工作阶段的划分和时间安排。

C. 1. 1. 3 资料准备:主要是收集、整理、分析所需要的调查区的各种专业图件与数字、文字资料、工作

底图(包括地形图、遥感图件等)

C.1.1.4 仪器和设备的准备:调查前要准备好调查必须的仪器、工具和设备

C.飞.2 外业调绘

C.1.2.1 路线勘查

    路线勘查的目的是为了解调查区的自然景观、士壤类型、土地利用等概况。路线勘查的线路往往是

垂直于主要地貌类型的断面线，这样可以走最短的路线，了解全面的概况。路线勘查时，原则上要求通

过不同的地形部位，如交通和地形条件不允许，不要强求，以保证安全;在丘陵区和山区，可以根据地形

条件，分区分组进行;在平原区可以机械分区而直线穿插。

C. 1. 2.2 野外调查内容

    自然质量状况野外调查内容包括:土壤剖面点的特性、土壤剖面点地表景观描述，必要时还要采集

土壤样本。

C. 1. 2.2. 1 土壤剖面点的布置、选择与挖掘

    1) 在土壤调查中，需要进行土壤剖面观察 为了正确了解土壤剖面形态和土壤分布情况，需要根

        据一定的规范来布置剖面点和具体选择剖面点

    在野外工作中，除了尽量观测到一些已有的天然断面以外，都要特地为了观察土壤的层次变化关系

而挖掘一定数量的土坑，称为土壤剖面坑。因为自然断面固然有断面大而深、省工、省时等优点，但它往

往经过长期风化、蒸发，土壤中的元素和水分状况迥然不同于真正的没经过暴露的土壤实况，所以，天然

断面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正式的土壤剖面。

    2) 剖面点的实地选择

    剖面点位实地选择的具体要求是:

    (1) 剖面点对所要制图的地面景观具有代表性;

    (2) 要求地形条件相对一致，即土壤发育条件相对稳定。土壤类型的侵蚀相除外;

    (3) 避开路旁、渠埂、积肥坑、旧宅基和坟墓附近等土层被扰乱的地点;

    (4) 在剖面挖掘过程中，如发现土层中有炭片、砖瓦片等人为干扰的侵人体，除了研究熟化土壤以

          外，一般宜换它处，另行挖掘

C.1.2.2.2 土壤剖面点地表景观描述

    1) 地貌

    主要描述剖面所在地的地貌类型及其地表形态，因为地貌只是说明其发生类型.地表形态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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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量的方面描述其立体空间 剖面所在地的地貌类型及地貌部位:一个大的地形区中常见的地貌类型

有山地、丘陵、河谷、扇形地、阶地··⋯等在每一个地貌类型上可进一步分出不同的地貌部位，如扇形地

的上部、中部和下部，以至扇缘地区等，一个丘陵体的侧坡，可分出坡顶、坡肩、坡身、坡脚等

    2) 地形坡度

    3) 地面岩石露头情况

    对上述内容描述后，还要对地表景观拍彩色照片，并注明照片编号

C. 1. 2. 2. 3 土壤剖面形态描述

    土壤剖面形态描述是土壤调查野外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土壤剖面不仅综合地记录和反映

了各种因素对土体的影响，也反映了该土壤剖面肥力特性，因此土壤剖面的描述、记载都必须按标准严

格进行。

    1) 土壤质地;

    2) 土体构型;

    3) 有效土层厚度;

    4) 障碍层埋深;

    5) 地下水埋深;

    6) 盐溃化程度;

    7) 土壤pH值

    对土壤剖面形态描述后，在竖有标尺的一侧对剖面拍彩色照片，并注明照片编号

C. 1. 3 内业工作

    外业调查结束后，还应对原始资料进行室内整理及土样进化分析，分析结果应填人野外调查表中。

并根据调查及理化分析结果，进行成果图的设计、清绘与整饰

C. 1. 4 精度要求

    1) 每个补充调查点均有新挖的土壤剖面，可顺利地对定级因素进行指标诊断;

    2) 同一评价单元内可设置数个调查点，实测定级因素值，取其平均数;

    3) 调查成果是定级的重要基础资料，原始记录文字、表格、图件、剖面照片及其说明、环境照片及

        其说明，都必须以每一点为一组整理成册，定级工作完成时整理成基础资料汇编、存人档案

C2 农用地利用状况与经营状况调查

    农用地利用状况与农用地经营状况调查主要包括农用地的产出与生产投人的调查。

C. 2. 1 产出数据调查

    a) 村为基本调查单位;

    b) 按标准耕作制度中所确定的标准作物和指定作物的实物产出量计算，以单位面积产量表示

        (kg/h_2);

    c) 采用实测、评估和历史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调查结果要满足调查精度的要求。

    调查结果填人表格中，表格样式见表A. 4o

C. 2. 2 投入数据调查

    a) 以村为基本调查单位;

    b) 按标准耕作制度中所确定的标准作物和指定作物的实际投人量计算，以单位面积投人量表示

        (元/hm' );

    c) 物质投人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等，根据国家市场指导价计算，农家肥按当地平均价格

          计算;

d) 活劳动包括各生产环节的劳动力投人和必要的农田维护劳动力投人，按当地平均价格计算

e) 采用实测、评估和历史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调查结果要满足调查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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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填人表格中。表式参见表A.4

C. 2. 3 精度要求

    农用地利用状况与农用地经营状况调查是一次全面调查，根据开展定级县的统一安排，以村为单位

进行，分甲、乙两级精度，按甲级精度实施，个别地方如确有困难可暂按乙级精度进行。

    a) 甲级精度

        D 采取分层抽样方式均匀布点，统计单产水平(或土地条件)，从高到底(或从优到劣)分为

              3̂-7个层次，每个层次设置30 50个采样点，共计90-350个样点;

        2) 每个样点对其所在定级类型或评价单元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具有代表性;

        3) 每个样点的投人产出数据应能与标准耕作制度所确定的标准作物和指定作物的种植安

              排相对应;

        4) 每个样点所代表的面积按能完整反映投人产出情况的地块面积确定;

        5) 样点数据应经过整理，剔除异常数据再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样本数据应能够通过数理统

              计检验。

    b) 乙级精度

        1) 利用已有的农经、统计、土肥资料整理，进行必要的外业补充调查，计算土地利用系数和

            土地经济系数;

        2) 整理出的投人产出数据应该在不同的土地条件上都有分布;

        3) 整理出的原始数据如不能对应到地块，必须与其所在的定级类型相对应，满足这一条件

            的数据不得少于30个;

    按上述方法获得的投人产出数据需要进行检验和校订。可按土地条件分3-7层，每层取5-10个

样点，实测投人产出数据对其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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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农用地级别划分方法

Dl 数轴法

    数轴法指把各定级单元的定级指数看成是一个一维变量，点绘在一维数轴上，按指数在数轴上的分

布状况划分土地级。

D.1.1 建立定级指数数轴，在平面上建立一个一维数轴，在数轴的方向线上连续标注单元定级指数值

的数值。

1 1 1 1_ I 一 一 土一一一一-日一一一一一--~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定级指数

D. 1. 2 每一个单元的定级指数，在数轴上有一个唯一的点与之对应。这样，将单元定级指数对号点绘

在数轴上方 如果一个指数值对应多个单元，则依次向上绘，形成高低不等的单元分值集中与分散分

布图

U.1.

岔开
习亏少。

3 划分土地级别‘并确定各级别分值区间。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可通过对数轴的观察，根据数轴上点的分布稀疏与集中的情况，在相对稀疏处

，把相对密集的地方划分成一个集合，定出其代表的级别，并绘出各级别的分值区间(如图D. 1所

习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土一一一J 定级指数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图 D.1 单元定级指数分布图

    级别确定后，经实地勘察级别界线，进行级别合理性检验后，量算级别面积，进行汇总。

    数轴法有直观、简便易操作的优点，其不足之处是当评价单元很多时，需要很长的数轴，表达上不太

方便。

D. 2 定级指数频率曲线法

    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先将每个定级指数作为样本，对其进行频率统计，并绘制相应的曲线，然后按

土地优劣实际情况，选择若干频率曲线突变处，结合野外调查与定性分析，确定土地级别间的界线值和

总级数。

D.1 1 进行样点的分组，确定全距、组数、组限〔组与组之间的界线)。

    全距一最大定级指数一最小定级指数=max(z) -min (z)

    组数。按经验规律判断确定

    组距=全距/组数=仁max(z)一min(z)]/n

    最小值的下限二最小值一1/2组距

    最小值的上限=下限+组距，依次类推其他组上、下限。

    制作定级指数频率值计算表，见表D.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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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1 综合指标频率值及其计算表

分组号 组距下限 组距上限 单元个数 频率值

:

D. 2,2 统计各组样本数，并计算频率。公式如下:

                                                P= 扬/N

    式中:

    二F一一为第F组的评价单元数;

    N— 评价单元总数。

D.2.3 绘制频率曲线，横坐标表示样本分组，纵坐标表示频率大小

D. 2. 4 根据频率曲线的突变点，结合野外考察定性分析，确定土地级别间界限值的土地级总数。

D. 2. 5 根据各评价单元土地级别的定级指数和土地级别间的界值，判断各评价单元所属的土地级别。

土地级别界线应划在频率分布空白区或频率分布的低值区，不能将土地级别界线划在频率分布的最高

点或相对最高点。作为示意，图D. 2为某地的定级指数频率曲线图

一孟撇腼‘
    1    10    20 加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图 D. 2 定级指数频率曲线图

以仁几种方法均是在土地单元定级指数的基础上进行，当单元定级指数求取后，选用任何一种方法

都能划分土地级别，具有直观、易读、易操作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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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农用地级别图图式

图式名称 图 式 备 注

(1)级别界线

(2)农用地级别

(3)面积

(4)单元编号

(5)单元界线

(6)标准地块编号

      一 0.4

  9
  4  156， *kt432H(24H)

      186— 细等线体20H(16H)

      一 0.3

④一细·32H (24H)

界线用。.4 mm的实线绘出

级别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级别图上面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在

级别右下角，单位为公顷

单元编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单元界线用。.3.m的实线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