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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中地数码系列产品介绍（二十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



1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了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由

于历史条件限制，我国很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地块不实、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等问题，开展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有利于明确土地经营权归属，巩固农村土

地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持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稳定并长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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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品体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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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标准

产品特色

总体框架

数据建库

土地流转

纠纷仲裁

权证登记

数据采集

查询分析

WEB应用

MapGIS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移动采集系统

MapGIS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主要功能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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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数码集团结合二十多年从事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与土地调查应用研究、开发的经验，研发出

MapGIS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解决方案，辅助农经相关部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信息化管理工作。该解决方案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移动采集系统两部分组成，集C/S、B/S、

移动GIS 应用于一体，帮助用户完成数据采集、数据建库、地块成图、登记造册等基础调查工作；实现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审核、变更、注销、流转、纠纷仲裁等全套流程化管理，满足农经主管部门开展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管理和相关业务工作的需求。

【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产品体系介绍



4

MapGIS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解决方案以数据为基础、业务为核心，构建面向省、市、县、乡

级农经管理部门应用需求的服务平台。系统基于SOA架构的数据中心集成开发平台，实现专题业务模块的服

务化、组件化、定制化管理，将数据采集建库、承包地块信息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流转、纠纷仲裁管理、地理信息服务（图形浏览、定位查询、空间分析等）、属性查询与统计分析等GIS

服务加以封装，用户可根据每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建立空间专题数据库和业务数据库，并通过可视化搭建平台自

定义C/S、B/S 业务应用，结合MapGIS	IGSS 共享服务平台（简称“MapGIS	IGSS”），实现农经主管

部门间数据共享和面向社会的公众服务。

数据层：涵盖农村承包经营权调查数据库的所有数据。

支撑层：基于数据中心框架及多种GIS 开发组件，为MapGIS 农经权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撑。

功能层：提供建库到管理所需的各类用户功能模块，包括县乡级建库和市县管理多级部门。

服务层：可视化搭建开发平台，提供各类基础功能库和专业定制工具。

应用层：提供交易查询、发布、监管统计等应用功能，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产品概述 产品体系介绍

总体框架图

总体框架



产品体系介绍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设计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流程和流转流程。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等相关文件设计承包合同、登记簿、证书样式，支持模板自定义修改，

以适应各省份、地市的个性化需求。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设计数据存储和输出，

便于数据交换。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技术路线

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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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体系介绍



产品体系介绍

产品严格按照农业部标准规范设计，参考大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建库成果与登记、审批资料，结合四川、

贵州、福建等地试点区县的实践经验，建立从权证信息采集建库、到流转登记更新的规范化的软件工作流程，

流程进行权限控制，并记录操作日志，保障信息安全。

利用专业配套的移动端产品进行数据采集、更新，一键导入PC机实现快速制图、信息批量入库、自动编号、

快速生成登记簿、批量打印等，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便捷性。

基于数据中心集成开发平台搭建开发，实现GIS 空间数据和OA办公业务无缝集成，支持模板、图表可

视化设置，供用户自由选择定制或设计菜单界面、功能插件、流程配置、图表样式等，满足个性化需求。

提供基于SOAP和 XML的空间信息应用服务，支持B/S 信息发布，用户可通过政府网或者大屏幕实时

公布承包经营权公示信息、登记办理情况、承包地块电子地图等。

产品特色

遵循行业标准，规范安全

移动数据采集建库，高效快捷

可视化的模版配置，自由灵活

信息共享，公正公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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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MapGIS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集成了GIS 图形编辑和土地承包业务核心功能，提供简洁直

观的功能菜单，方便县、乡级基层用户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登记、流转等日常工作。系统包含数据采集、

数据建库、权证登记、土地流转、纠纷仲裁、查询统计及系统维护等功能模块。

	■ 系统支持矢量、栅格、表格数据的采集、编辑，满足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信息多样性的需求。

支持导入各种格式的矢量基础数据

提供灵活多样的点、线、面交互采集工具

支持 Tiff、MSI、img 等格式的栅格数据的导入与校正、融合

支持将 excel 表格形式的承包信息批量导入

提供单个农户、地块的调查信息的补充录入

	■ 系统可一键导入移动产品所采集的数据，并自动完成图形拓扑检查、清除悬挂线、拓扑造区，挂接承包

方信息等一系列工作。

数据采集

矢量数据采集

栅格数据导入

表格数据采集

自动读取移动端更新数据包

检查悬挂线、多余属性点

自动拓扑造区形成承包地块

挂接地块属性和承包方信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01

多种数据格式批量导入

移动端数据一键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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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 系统支持主流GIS格式数据的转入与转出，能满足不同的用户的成果转换和汇交要求。

系统提供了大量灵活、自动化程度高的批处理工具，能对空间数据、属性数据、业务数据三者进行一体化

加工处理。同时提供了数据检查功能，方便用户进行数据库的检查和错误定位修改。

利用空间数据转换、图形编辑、自动拓扑及拓扑检查工具快速完成图形内业处理入库，并建立与空间数据

对应的属性信息，实现图属挂接、自动赋四至、承包信息统赋、地块性质判别等。

数据建库

AutoCAD

MapGIS

ArcGIS

02

数据转换

系统主界面

空间数据建库

空间数据建库



9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支持公示图、公示表及其他台账、常用统计表格等成果编辑、整饰和输出，辅助乡镇经管站进行承包信息

的公示、审核、统计确认，为权证登记做准备。

支持发包方、承包方及其共有人、承包地块信息的批量入库，按照数据库规范整理表格属性字段。可进行

单个农户、单个地块的添加与编辑，同时提供自动化建库工具为属性批量自动赋值。

业务数据建库

建库成果输出

成果输出

成功输出

表格成果图件成果

公示图 公示表 统计表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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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系统内置家庭承包和其他承包两套权证办理流程及证件表格模版，提供了申请、审核、颁证、打印、归档、

证书查询等常用功能，保证权证档案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系统根据承包方信息（即承包方身份证号码）自动从数据库中提取信息，生成合同、申请书，完成从提交

合同材料、审查办证资格、颁发登记簿和经营权证、到权证归档一整套权证登记工作流程。

	◎ 承包地块与权证登记信息的互查，可实时查询承包人、承包合同、经营权证信息等。

	◎ 自动生成申请书、合同书、登记簿、权证的标准格式及权证编号。

	◎ 支持权证及配套材料单个打印、批量打印输出。

	◎ 为每份权证材料建立唯一编号的独立档案，对未审核通过的材料进行备案登记。

权证信息归档管理

权证登记流程

权证登记模版

完备的权证登记流程

权证信息管理

权证登记03

提交合同、申请书 办证资格审查 输出登记簿、证书 权证归档

自动获取承包地块 的
位置、面积、四至、
承包期信息，按照模
版生成合同及申请书
的电子档。

模拟农业局对经营 权
证申请资料的审查 工
作，确定审核通过 的
名单。

根据资格审查通过 的
申请材料自动生成 登
记簿和经营权证书。

权证发放时进行权 证
归档。填写档案号 信
息、土地流转环节 的
基础数据。

证书发放到户批量登记颁证农业局审核村委会组织合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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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支持用户为每类土地流转方式自定义业务流程和表单模板，包括转包、转让、出租、入股、互换、借用以

及其他流转形式；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录入、审核、打印和备案功能；自动记录流转信息的历

史追溯关系，方便用户进行查询、统计。

根据转让、互换、征占用、以及其他方式等不同流转方式，提供各种流转合同的创建、编辑、合同预览打印、

查询等功能；同时支持土地流转信息WEB管理、发布，与C/S 系统互联互通。

土地流转、变更登记业务涉及申请、审核、审批、变更、发证、归档等流程环节。在乡镇、县级产品中，

系统支持土地流转合同批量导入、导出，审查认定后自动更新的经营权证信息并记录流转历史，简化流程。

转让合同

地块流转情况查询

互换合同

土地流转04

土地流转信息管理

变更、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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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系统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信访工作登记及事件处理过程进行流程化管理，支持县级农经管理部门审核下属

部门提交的纠纷仲裁申请材料，并下达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调解书、裁决书等材料；系统

可录入案件受理、案件仲裁两个阶段案件信息，并对流程办理状态、案件结案状态进行不同图标不同颜色进行

区分，直观明了。

系统为图形、业务表属性信息提供图属联动查询、拉框查询、条件查询等多种查询方式。同时支持业务表

间的查询，如可根据发包方查询其对应的承包信息、可根据承包方代表查询其共有人和承包地块信息。

系统提供多种方式的裁剪分析、统计功能，支持对任意多边形范围进行裁剪分析，对承包面积、人口等属

性统计；支持对从外部导入范围文件、或人工交互提取的任意范围进行缓冲分析和统计。

案件仲裁	 仲裁申请书

承包地块信息查阅

纠纷仲裁

查询分析

05

06

信息查询

统计分析

仲裁
受理

案件
仲裁

案件
归档

档案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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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移动采集系统

系统可以部署在省、市、县级局域网服务器上，与C/S系统可以完美衔接，提供在线地图浏览、办公登记、

案卷统计、权限控制等功能模块。

	◎ 支持直接连接C/S系统后台数据库，读取其中的合同、申请书、经营权登记、权证信息、承包地块信息；

	◎ 支持离线的数据包导入，方便下级单位上报登记材料，如申请书、合同、地块信息等；

	◎ 提供登记流程办理功能，能录入各类登记材料，支持TXT等多种坐标串的导入；

	◎ 提供空间数据的地图浏览、查询功能，能放大、缩小、复位地图，查询宗地信息、检查宗地四至；

	◎ 自定义的首页模块，可根据用户权限或者用户习惯配置首页功能模块；

	◎ 综合查询统计，可以查询在办、归档的案卷信息，按行政区、办理时段统计案卷办理数量；

	◎ 定制化的大屏展示，将业务关键性指标以数据可视化方式动态呈现；

	◎ 集成局域网自动化办公功能模块，有网站短消息、内部邮件、论坛、网站设置、个人设置、密码重置等

常用功能。

WEB应用07

定制化功能模块 变更登记申请

综合查询统计

WEB电子地图浏览查询电子大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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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移动采集系统

	◎ 空间数据采集：野外数据的采集勾绘及属性录入、野外实时进行点、线解析和各类精确捕捉

	◎ 属性数据采集：采集权属调查信息和承包方信息

	◎ 实时通信：连接网络基准站实时差分，实时获取高精度测量数据

	◎ 信息查询：可浏览各类矢量和栅格影像空间数据；查询基础地块、农户信息

	◎ 坐标转换：内置投影转换参数自动实现经纬度到大地坐标的相互转换

	◎ 数据更新：采集数据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衔接，完成自动更新

MapGIS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移动采集系统是基于MapGIS 移动开发平台研制而成的，它集成了GPS

定位、采集、底图加载及坐标转换功能，支持传统的交互式数据采集。该系统既可以自成体系的独立完成外业

数据采集任务，也可以和MapGIS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相配合，共同完成数据的准备、上下载、

采集编辑、提交、汇总和数据转换等工作。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移动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作业模式更新

移动采集、入库、上报一站式流程图

费时、费力、费钱 GIS、GPS、PS…… 移动采集、精确采集、一键入 库

传统作业模式 技术革新 新作业模式

统计分析

简约界面设计

简约化的界面设计，菜单式工具条让您的采集工作变得有条不 紊，
人性化的快捷按钮方便您快速完成数据采集、权属调查等各种任务。

电子地图无极缩放、快速浏览

矢量地图无极放大、缩小、定位浏览。
影像金字塔技术支持G B 级栅格文件快速加载、浏览，帮助您在野
外工作中与矢量底图的完美融合。

智能化解析采集

突破性地加入了放大镜、魔法吸附棒、边距和角度解析等功能，单
点捕捉节点、中点、拐点、垂足，有效解决了传统作业中测量解 析
和准确拾取问题，使您的数据采集更加流畅、快捷。

承包信息采集一步到位

可以从桌面系统导入初始户籍信 息，一键完成入户调查和承包信息
入库；下拉框选择地类、权属信息，最大幅度减少用户输入汉字 并
保证采集属性的规范性。

ACCESS数据库（乡镇农经

站）

数据采集+权属调查

县级
管理
系统
导入
导出

模块

承包地块坐

标信息

农
经
站
承
包
经
营
权
桌
面
版
+
移
动

端

基站通信

调查任务下达或上报可

通过GPRS传输

导出及
连接设

置工具

手持移动终端

县级数据库

GPS数据
地图数据与业

务数据

1.数据按时间段导出（上报）

2.县级案件导回功能（返回）

3.数据交换接口配置工具（直连）

Cross站

乡镇农经站农村承包经营权桌面版

离线数
据包导

出接口

通过cross站
提高精度

农户及共有

人信息

经营权证登

记

纠纷情况登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