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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林业发展。2003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林业发展战略。2009 年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科学发展

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首

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

安全作出贡献，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林地，

严格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确保林地保有量

不减少”。为了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新时期林业发展和生态建

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新一轮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方案》

（林资发〔2020〕95 号）。为规范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

工作，提高林地落界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2020 年，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科技司的大力支持下，对 LY/T1955-2011《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林地落界技术规程》进行了立项修订，计划项目号为 2020-LY-02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承担了该项标准的修订工作，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司全过程指导了标准的修订工作。

二、标准编制指导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践行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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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按照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总体要求，坚持“严格

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持续利用”方针，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成果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统领下，牢牢把握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

界的目的与任务，明确林地落界的技术方法和要求，为林地落界提供

技术支撑，推进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统一性原则

依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林地

保护利用相关政策，保持与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标准、规范及技术规定

的有机衔接和协调统一。

2、坚持科学性原则

吸取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采用

科学的技术方法，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参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的程序、方法和要求编制。

3、坚持实用性原则

紧密联系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工作实际，力求技术方法科

学实用，指标要求简洁明确，语言文字通俗易懂，实际使用方便无异。

三、标准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过程包括 5 个阶段：准备阶段、标准编制阶段、征求

意见阶段、送审阶段和报批阶段。

（一） 准备阶段：2020 年 7 月-8 月

2020 年 7 月以来，在资源司的组织领导下，规划院成立编制组。

编制组全面收集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相关方法、技术要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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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落界典型案例等资料，仔细研究资料并思考《落界规程》）编制

的主要任务和技术方法。8 月，编写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了项目

主要任务、技术思路和预期成果等，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二）标准编制阶段：2020 年 9 月-12 月

2020 年 9 月，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林地落界的技术分析，

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有关要求，编写形成《落界规程》（草稿）。

10 月，编制组召开讨论会，重点讨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的

任务、流程、方法和成果要求等，会后根据讨论意见对草稿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初稿。11 月，在研究《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方案》和《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一

步修改和补充初稿，形成《落界规程》（修改稿）。并向资源司汇报项

目进展和阶段性结果。12 月，听取了资源司、中国林科院、华东规

划院等单位的专家对修改稿的意见。编制组召开项目讨论会，对所提

意见进行逐条讨论研究，提出修改思路和方法，会后，认真修改完善

后形成《落界规程》（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1 月-2021 年 3 月

2021 年 1 月，将编制完成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地落界技术

规程（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以资综函﹝2021﹞10 号发往各省（市、

区）林业（农林）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长白

山森工（林业）集团公司，局各直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等 40 多个

单位征求意见。截止至 3 月底，共收到 22 个单位的反馈意见。

（四）送审阶段：2021 年 4 月-9 月

编写组对 22 个单位的反馈意见进行了整理。其中有 3 个单位明

确表示没有修改意见，其他 19 个单位共提出了 113 条意见。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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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部意见进行统筹考虑和认真研究后，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

形成标准《落界规程》（送审稿）。在修改过程中，有 57 条意见被采

纳，3 条意见被部分采纳，53 条意见未予采纳，具体详见《落界规程》

反馈意见采纳情况表。

（五）报批阶段：2021 年 10 月-12 月

2021 年 11 月，《落界规程》（送审稿）经全国森林资源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审查，编制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进行成果报批。

四、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该标准共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目的与任务、

技术标准与要求、区划体系、落界条件与方法、落界流程、质量检查、

成果产出和成果认定上报 11 部分；另有 5 个附录，即：林地落界属

性因子及代码、林地质量等级评定方法、数字正射影像 DOM 主要技术

指标、林地落界检查表、统计表。下面作简要说明。

（一）关于范围

对《落界规程》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

（二）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次编制的《落界规程》，充分考虑和已有标准、规程、规定的

衔接，共提出了《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

查技术规程》、《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技术规程》、

《森林资源调查卫星遥感影像图制作技术规程》、《县级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国家级公益林区划技术规程》、《林地变更调查

技术规程》、《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等11个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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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术语和定义

引用和提出了 4 个重要的术语和定义，包括林地、林地落界、数

字正射影像图和林地图斑。

（四）关于目的与任务

该部分包括林地落界的目的、任务和范围 3 部分。

1、目的

明确了林地落界的目的是将林地及其保护利用状况和规划期可

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落实到山头地块（小班），为各级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提供基础数据。

2、任务

紧扣林地落界的目的，提出了落界的任务是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

完成林地落界工作。

3、范围

确定了林地落界的范围：县级行政区内所有林地，包括现状林地

及规划期内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五）关于技术标准与要求

该部分对林地落界的技术标准与要求作出了规定，包括落界基本

单位、林地分类系统、数学基础、最小上图面积、精度要求、面积求

算和计量单位 7 部分。

1、落界基本单位

明确了以县级行政区为落界基本单位。

2、林地分类系统

参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的基础上，对其他林地地类进行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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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学基础

对林地落界中应用的数学基础作出了规定，包括平面坐标系统、

投影方式和高程基准。

4、最小上图面积

明确了最小上图图斑面积 400m2。

5、精度要求

提出了精度要求：采用优于 2 米分辨率覆盖全国的遥感影像资

料。在相应遥感底图的比例尺上，明显界线与 DOM 上同名地物的偏移

不得大于图上 0.3mm，不明显界线不得大于图上 0.5mm。

6、面积求算

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执行。

7、计量单位

对面积、胸径、每公顷蓄积量、森林蓄积量等的计量单位作出了

具体规定。

（六）关于区划体系

提出了林地落界的区划体系包括：县级行政单位区划系统和森林

经营单位区划系统。

（七）关于林地落界

明确了林地落界的条件、方法和流程。

1、落界条件

通过分析制约和影响林地落界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林地落界的条

件，包括林地地类不同、林地保护等级不同、土地权属不同、森林类

别不同、公益林事权等级不同、国家公益林保护等级不同、林种不同、

起源不同和优势树种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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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界方法

以国土空间规划林地现状基数为基础，叠加数字正射影像（DOM）

制作工作底图；利用最新林草资源图、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公益

林区划界定、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等成果，综合运用遥感、地理信

息、数据库等技术，结合森林经营活动档案等资料，辅以必要的补充

调查，按照林地落界条件和精度要求，将林地及森林界线范围落实到

工作底图上，确定林地边界、记载属性因子。

3、落界流程

规范了落界的流程，包括四个工作环节：资料收集、底图制作、

林地小班调绘和属性调查记载。

（1）资料收集

综合考虑林地落界的目的与任务、落界条件与方法，给出了落界

应收集的资料包括基础数据、遥感数据、专题资料等。

（2）底图制作

底图制作是林地落界的重要环节。本标准对底图制作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接收最新的卫星影像和航空影像，经正射校正、融合增强、

镶嵌分幅等处理过程，制作形成数字正射影像（DOM）。在 DOM 的基

础上，叠加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数据，依据林草生态综合监测评价成果

数据、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国界、省界、县界、乡界等行政

界线以及村界、林业经营单位、自然保护地界线等，制作林地落界的

工作底图。各级行政界线应采用最新的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界线；林业

经营单位界线原则上沿用林草资源图界线；自然保护地界线采用主管

部门认可的界线。

（3）林地小班调绘



8

林地小班调绘是林地落界的另一重要环节。本标准对小班调绘给

出了具体的方法：在工作底图上，基于林草资源图，参考遥感影像特

征，依据林地落界条件进行林地小班调绘；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参照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图斑界线，对林地范围外可用于发展林业的图

斑，参考以往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公益林区划界定等成果以及

遥感影像特征，辅以必要的补充调查，调绘规划林地小班界线。

（4）属性记载

明确了属性记载的方法：林地范围内调绘的林地小班，参照林草

资源图、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公益林区划界定、森林经营档案等

资料，辅以补充调查，记载林地小班的空间位置、土地利用与覆盖、

立地与土壤、森林特征、经营管理等属性。林地范围外调绘的规划林

地小班，参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图斑的属性信息，辅以外业调查，

记载规划林地小班的空间位置、土地利用与覆盖、立地与土壤等属性。

（八）关于质量检查

提出了林地落界质量检查的程序、内容和方法。

（九）关于成果产出

提出了落界产出的成果，包括数据库、统计表和成果报告。要求

数据库应包括落界数据库、政区界线数据库和数据字典；成果报告内

容包括工作组织、落界方法、专题图件和成果批复函等。

（十）关于成果认定上报

要求县级林地落界成果需通过省级检查验收，并报省级和国家林

业主管部门审查后，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充分论证后认定上报。

（十一）关于附录

1、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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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 A、C 和 E 分别列出了林地落界属性因子及代码表、

数字正射影像 DOM 主要技术指标、统计表。

2、资料性附录

资料性附录B和D分别列出了林地质量等级评定方法和林地落界

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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