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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CLRMIS）是对一个

县耕地资源相关信息进行管理和应用的软件。

数据      空间数据、外部数据及各类多媒体数据为一体。

       空间数据支持矢量和栅格两种格式，其中矢量格式以ArcView的形文件

（Shape）为基础；

      外部数据以Access的MDB数据库格式为基础；

     多媒体数据以超文件数据为基础，支持文本文件（TXT）、图像文件（BMP、

JPG等）、视频文件（AVI、MPG）、音频文件（WAV、MIDI）、网页文件

（HTML等）。



      数据标准

     《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字

典》为数据标准，自动完成数据转换

及管理工作，例如空间数据和外部数

据在导入的过程中自动完成数据标准

化检查及转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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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制图模块

地图、数据输出模块

地图编辑、显示模块

空间数据、属性数据维护模块

空间分析模块

数据查询、统计、汇总模块

数据编辑模块

参数、标准、知识、模型维护模块

耕地质量评价

耕地适宜性评价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土壤养分丰缺状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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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换接口模块



二、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立

p基础数据

p模型参数

p系统建立

p等级评价



工作空间

土壤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
耕地资源管理单元图
……

土壤类型代码表
行政区划代码表
耕地资源管理单元属性数据表
……

空间数据 属性数据



耕地资源管理单元图

土壤图

土地利用现状图

行政区划图

耕地资源管理单元图

耕地质量评价 
评价单元



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空间数据





栅格数据：
卫星图片



2、模型参数

p 层次分析模型

p 隶属函数模型

p 等级划分标准



（1）层次分析模型

　      层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个因

素按照相互之间的隶属关系排成从高到底的若干层次，

根据对一定客观现实的判断就同一层次相对重要性相互

比较的结果，决定层次各元素重要性先后次序。



判断矩阵一般形式及其特点：

B1             b11            b12      …          b1n

B2             b21        b22         …           b2n

… … ……

ak               B1             B2          …     Bn

Bn             bn1            bn2         …      bnn

ak               B1             B2          …     Bnak               B1             B2          …     Bn







（2）建立隶属函数的方法：最小二乘法

耕层厚度（cm） 22 20 18 16 14 12 10 8

专家评价（隶属度） 1 0.97 0.91 0.82 0.70 0.55 0.37 0.16

       假设我们给出一组耕层厚度的数据，请专家评估不同的耕层厚度

对耕地生产能力的影响，得到相应的一组评价数据（隶属度）：



y=1/(1+a*(u-c)2)



建立隶属函数的方法：最小二乘法

         常数a如何确定呢？最理想的情形是选取的a值，

能使曲线f(u)= 1/(1+a*(u-c)2)经过图中所标出的

各点，但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

能要求选取这样的a值，使得耕层厚度为22，20，

18，……处的函数值f(ui)与专家评价的数值yi(1，

0.97，0.91，……)相差都很小。  

  即：         (i=0,1,2,……，n)都很小 。 
 ii ufy 



  由于任何实数的平方都是正数或零，因此我们可以考虑

选取常数 a，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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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偏差的绝对值都很小，这种根据偏差的平方和最小的条件来

选择常数a的方法叫做最小二乘法。

最小来保证每

建立隶属函数的方法：最小二乘法



（3）隶属函数类型

　　    根据模糊数学的理论，我们将选定的评价指标与耕

地生产能力的关系分为戒上型、戒下型、峰型、直线型

以及概念型5种类型的隶属函数。对于前四种类型,可以

用特尔斐法对一组实测值评估出相应的一组隶属度，并

根据这两组数据拟合隶属函数。鉴于质地对耕地其它指

标的影响,有机质、阳离子代换量、速效钾等指标应按

不同质地类型分别拟合隶属函数。



p戒上型函数模型（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等等）

  式中,yi为第i个因素评语

　　　ui为样品观测值

　　　ci为标准指标

　　　ai为常数

　　　ut为指标下限值。

ut

1.00

ui

y



p戒下型函数模型（坡度、土壤容重等）

式中 ut为指标上限值。 

ut

1.00
y

ui



p峰型函数模型（pH）

式中,  ut1、ut2分别为指标上、
下限值。

ui
ut1 ut2

1.00

ci

y



p直线型函数模型（灌溉模数）

yi =b+ ai *ui

注意防止出现隶属度大于1的情况

　　　
ut

1.00

ui

y



p概念型指标（质地构型、地貌类型、耕层质地等）

　　    具有定性的、综合性，与耕地生产能力之间是一种

非线性的关系，如地貌类型、土壤剖面构型、质地等。

       可采用特尔菲法直接确定隶属度。







地形部位 条件1 概念型 y=a 1 地形部位 = '平原低阶'
地形部位 条件2 概念型 y=a 0.95 地形部位 = '平原中阶'
地形部位 条件3 概念型 y=a 0.9 地形部位 = '平原高阶'or 地形部位 = '宽谷盆地'
地形部位 条件4 概念型 y=a 0.8 地形部位 = '丘陵下部'or 地形部位 = '山间盆地'
地形部位 条件5 概念型 y=a 0.7 地形部位 = '丘陵中部'
地形部位 条件6 概念型 y=a 0.6 地形部位 = '丘陵上部'or 地形部位 = '山地坡下'
地形部位 条件7 概念型 y=a 0.4 地形部位 = '山地坡中'
地形部位 条件8 概念型 y=a 0.2 地形部位 = '山地坡上'
质地 条件1 概念型 y=a 1 质地 = '中壤'
质地 条件2 概念型 y=a 0.9 质地 = '轻壤'
质地 条件3 概念型 y=a 0.8 质地 = '重壤'
质地 条件4 概念型 y=a 0.7 质地 = '砂壤'
质地 条件5 概念型 y=a 0.6 质地 = '黏土'
质地 条件6 概念型 y=a 0.4 质地 = '砂土'
障碍因素 条件1 概念型 y=a 1 障碍因素 = '无'
障碍因素 条件2 概念型 y=a 0.6 障碍因素 = '障碍层次' 

障碍因素 条件3 概念型 y=a 0.5
障碍因素 = '盐碱' or 障碍因素 = '瘠薄' or 障碍因素 = '酸化
'

障碍因素 条件4 概念型 y=a 0.4 障碍因素 = '渍潜'

pH 条件1 峰型
y=1/(1+a*(u
-c)^2)

0.29488
6

6.88690
9

3 10 <全部>

有机质 条件1 戒上型
y=1/(1+a*(u
-c)^2)

0.00179
5

35 0 35 <全部>

质地构型 条件1 概念型 y=a 1 质地构型 = '上松下紧型'
质地构型 条件2 概念型 y=a 0.8 质地构型 = '海绵型'
质地构型 条件3 概念型 y=a 0.5 质地构型 = '紧实型'
质地构型 条件4 概念型 y=a 0.7 质地构型 = '夹层型'
质地构型 条件5 概念型 y=a 0.4 质地构型 = '上紧下松型'
质地构型 条件6 概念型 y=a 0.2 质地构型 = '松散型'
质地构型 条件7 概念型 y=a 0.3 质地构型 = '薄层型'
排水能力 条件1 概念型 y=a 1 排水能力 = '充分满足'
排水能力 条件2 概念型 y=a 0.8 排水能力 = '满足'
排水能力 条件3 概念型 y=a 0.6 排水能力 = '基本满足'
排水能力 条件4 概念型 y=a 0.3 排水能力 = '不满足'
灌溉能力 条件1 概念型 y=a 1 灌溉能力 = '充分满足'
灌溉能力 条件2 概念型 y=a 0.8 灌溉能力 = '满足'
灌溉能力 条件3 概念型 y=a 0.6 灌溉能力 = '基本满足'
灌溉能力 条件4 概念型 y=a 0.3 灌溉能力 = '不满足'

有效磷 条件1 戒上型
y=1/(1+a*(u
-c)^2)

0.00243
2

39.0988
51

0
39.0988
51

<全部>

速效钾 条件1 戒上型
y=1/(1+a*(u
-c)^2)

0.00006
9

205.445
366

0
205.445
366

<全部>

有效土层厚 条件1 戒上型
y=1/(1+a*(u
-c)^2)

0.00036
4

93.6038
85

5
93.6038
85

<全部>



3、等级划分标准





三、专题评价

ü 耕地质量评价 

ü 耕地适宜性评价

ü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

ü 土壤养分丰缺状况评价



（1）耕地质量评价

耕地质量评价

选择评价模型

确定评价结果

根据耕地自然属性、采用“层次分析—隶属函数—

累积曲线”进行耕地质量评价并完成耕地的分等定级。

该方法根据辖区耕地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

构成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个评价指标的

权重，采用模糊数学构建每个指标的隶属函数并计算

每项指标的隶属度，采用累加模型计算每个单元的生

产潜力指数（综合得分），并根据累积曲线和聚类分

析的原理对评价单元进行分级。



（2）耕地适宜性评价

      根据某一作物的生理特点、环境要

求等因素选择耕地自然属性，构建该作

物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和模糊数学构建每

个指标的隶属函数并计算隶属度，累加

模型法计算每个评价单元的适宜度指数

（综合得分），根据累积曲线和聚类分

析的原理对评价单元进行分级，将耕地

分为高度适宜、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

宜4类。



p 专家论证　　   

p 试验验证

p 实地验证

结果验证

        选择评价指标、拟合隶属函数和评估各个要素权重时，均依赖于专家经验。

由于专家认识程度的差异以及数学方法的局限，第一轮评价结果与耕地的实际生

产能力难免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一轮评价工作完成后，应请专家对评价结果

进行评估，如果专家对评价结果分歧太大，必须重新审核已选取的评价指标是否

合适，拟合的隶属函数和权重是否合适，如有必要应到实地进行验证，直至绝大

多数专家对评价结果认可。



四、系统安装

程序安装所需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

光盘信息、完整安装、升级安装以及
加密狗驱动安装的过程步骤

程序运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程序界面功能的介绍



系统集图形、数据库、图像、视频、声音等于一体，数据
流量大，为保证运行效率，建议硬件、软件环境如下：

计算机硬件环境：

计算机软件环境：
软件名称 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XP、Windows 2003、Windows Vista、Windows 7、
Windows 8、Windows 10

办公软件 Office 2003、Office2007、Office2010、Office2013等

硬件名称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CPU P4 2.0G 酷睿 2.4G

内存 512M 2G

硬盘 剩余空间2G 剩余空间10G

显示器 17英寸 19英寸





http://www.farmland.cn/download/ 



系统安装文件

系统升级包

用户手册

USB软件狗驱动

ArcEngine运行环境

培训教程



点击【安装】即可以开始安
装系统。



软件的完全安装是指电脑之前没有安装过任何版本

的《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安装的版本是

一个完整版。安装耗时长。

安装“.NET Framework 3.5”组件及其更新与语
言补丁（若系统已经安装过则跳过此步骤），安装
需要5-10分钟，如果安装过程中出现重起要求，点
击“是”，重启（视组件数量可能需要重启数次）。   

选择“我接受许可证协议中的条款（A）”项。选择“全部(C)”选项。



软件的升级安装是指电脑之前有安装过完整版的

《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安装的版本是一

个升级包。升级安装能够将目前的版本升级到最新

版本。安装耗时少。



安装

本软件采用硬件加密狗保护，因此在运行软件之前请先将加

密狗插在计算机的USB接口上或并行接口（即打印机接口）

上，并且在软件运行期间不要拔下加密狗。 

系统安装时将自动安装驱动软件，大多数情况下也无需用户

安装驱动，但某些情况下加密狗的驱动遭到破坏，计算机可

能提示用户重新安装驱动，此时用户应根                     

据向导安装加密狗驱动，该驱动在系                     

统光盘的“USB软件狗驱动”文件夹下。



在Vista及以上系统下可能出
现无法运行的提示，用户可以
到 安 装 路 径 （

）下用鼠标右
击文件打开属性菜单，在兼容
性页面中勾选 “请以管理员
身份运行该程序”。



如果未出现登录界面，而是出现了错误提示框：

“没有插入加密狗或加密狗驱动安装不正确！”或

“无法正确读取狗的加密信息!”，一般为以下几个

原因：

 没有将加密狗插入计算机的USB接口或并行接口

 加密狗没有插好

 没有正确安装加密狗驱动或者驱动损坏



首次登录系统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superuser

密  码：china001

进入系统后可在【系统工具】—［用户权限设置］

中添加、编辑新用户。



：用户可以通过此窗口浏
览当前工作空间中所有的图层。

：用户可以通过此窗口浏
览当前图集中所有图层名称，
并且可以对每个图层进行相应
的操作。

用户可以通过此窗口
快速定位地图的区域。       

分为数
据视图和页面视
图，用户可以通
过此窗口浏览当
前图集中所有图
层图形，并且可
以对每个图层进
行相应的操作。 

：菜单栏和工
具栏中包含了所有的功能菜单
和功能按钮。                

状态栏显示一些信息，
包括比例尺、坐标以及当前的
工作空间路径。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