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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动态变化监测技术研究*
陆国稳 1，李会宾 2，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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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

摘要：【目的】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实时掌握农村宅
基地的使用、变化、发展信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研究，提高
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有的变化监测研究主要针对于城市建筑物，且依旧
存在大量的人工监测方法，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对农村宅基地进行高效动态变化监测的
有效手段。【方法】文章基于面向宅基地图像的半自动标注及训练方法，对训练样本进行
半自动化提取与训练。通过构建的深度学习多尺度融合监测模型对宅基地图斑进行智能
化提取，依据模型对提取出的多期宅基地图斑进行叠加分析，自动提取出宅基地新增与
拆除的变化图斑，以此实现农村宅基地的动态变化监测。【结果】面向宅基地图像的半自
动标注及训练模型有效实现了训练样本集的半自动化构建与训练，通过实时的影像输入，
完成了样本的动态构建与训练，提高了训练效率；深度学习多尺度融合监测模型对研究
区宅基地动态变化的监测效果明显，成功提取出多期宅基地建筑物的精确轮廓，识别出
宅基地的变化区域，反映出宅基地变化的数量、面积、形态特征。【结论】基于深度学习
多尺度融合监测模型，对于宅基地图斑的动态变化监测效果明显，该方法适用于大规模
农村宅基地的动态变化监测，可为农村宅基地的变化监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与研
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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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遥感变化监测是识别多时相遥感影像之间显著差异的过程 ［1］。农村宅基地变化监测
是研究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和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手段 ［2-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
的农村宅基地建筑物存在新增，拆除，违建等现象，而人工现场核实，实地取证的方法
虽然具备较高精度，但无法做到实时性与全方位，同时需要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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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无法满足当前智能与信息时代的基本要求 ［3-4］。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地
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若能快速、准确地获取农村宅基地的基础与演变信息对于统筹城乡
发展和节约集约用地等有着重大的意义。
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大量关键性的突破和实际应
用，并且随着深度学习的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不断发展，深度学习中的卷积神经网络模

型 CNN ［5］ 由最初的 LeNet 模型，经由 VGGNet、GoogleNet，逐渐成熟发展到 ResNet ［6］，
ResNet 是在传统卷积神经网络中加入残差学习 （Residual Learning） 的思想，在网络结构

中加入了残差单元 （Residual Unit）［6］。残差单元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建立了一条直接的快
捷通道，实现了输出与输入相同的恒等映射层。借此，ResNet 解决了深层网络中梯度弥
散和精度下降的问题，既保证了训练精度，又控制了训练速度 ［6］。
半自动智能标注是深度学习技术在自动标注领域中的运用，采集遥感影像的样本生
成训练样本集 ［7］ 是构建深度学习网络的前提。训练样本的采集，需综合考虑样本的纯
度、数量、分布等因素 ［7］。依托遥感影像分割技术手段，实现不同地表覆盖地物光谱特
征、几何特征、纹理特征、专题指数特征等特征信息提取 ［8］。
深度学习因其强大的特征提取能力而逐渐被引入到遥感领域 ［9-11］，Minh ［11］ 等首次将
深度学习应用于遥感领域，研究基于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对机载影像进行道路目标识别与
监测。国内外针对于较小尺度精准的遥感图像地物信息提取及变化监测的相关研究大多
针对于城市建筑物 ［12-14］ 亦或耕地、林地 ［15］、水域等生产性地类，相关研究也仅仅针对于
农村建筑物的识别与提取，例如杨建宇等 ［16］ 利用 SegNet 语义分割模型和 World View-2

高分辨率影像对河北省霸州市的农村建筑物进行提取，李政 ［17］ 使用面向对象的分割技术
对无人机影像进行分割，然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结合滑动窗口进行建筑物监测，实现了
基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的空心村建筑信息提取，上述研究虽均取得了较好的提取与识
别效果但对农村宅基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变化监测研究还相对较少。
文章基于面向宅基地图像的半自动标注及训练方法，以人工采集的典型性样本为基
础，通过算法实现大批量的样本选取与半自动化标注，实现样本集的构建与样本训练。
其次基于多尺度融合监测模型，对多期原始影像进行智能识别，提取出宅基地图斑，并
将首期宅基地图斑作为动态变化监测的对比监测底图，建立历史数据库。最后，利用模
型对比多期宅基地图斑，运行叠加分析，自动提取出宅基地新增与拆除的变化图斑，以
此实现农村宅基地的动态变化监测，确定宅基地变化的过程与特征。该文为农村宅基地
变化统计调查、监测监管和违法用地查处等业务提供了高效的解决办法。

1 数据与方法
1.1

区域与数据

所选区域 1：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流村，时间：2010 年 9 月 27 日、2022 年 2 月 5

日，空间分辨率：0.6 m，投影坐标系：WGS1984 坐标系。

所选区域 2：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新建村，影像时间：2010 年 11 月 16 日、2022 年 2

月 5 日，空间分辨率：0.6 m，投影坐标系：WGS1984 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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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流村 2010 年与 2022 年原始遥感影像
Fig.1

Origin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Nanliu village in 2010 and 2022

图 2 新建村 2010 年与 2022 年原始遥感影像
Fig.2

1.2

Original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Xinjian village in 2010 and 2022

研究方法

1.2.1 面向宅基地图像的样本半自动标注及训练方法

半自动智能标注是深度学习技术在自动标注领域中的运用，通过挑选高分辨率的遥

感影像及宅基地矢量数据，根据农村宅基地图斑分布密度大、破碎度较高、离散度较大、
形状差异大且不规则等特点将宅基地分成对应的几类进行标注，并选取每类的部分数据
进行人工标注，构建用于模型半自动标注与训练的样本集，将标注完成的图像加入样本
库中训练宅基地样本模型，然后利用初步训练的宅基地样本模型对研究区的原影像进行
目标标注及依据宅基地形态特征进行规则化处理，将规则化处理的图像加入到样本库中，
再对宅基地样本模型进行二次训练；样本训练使用 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不断重复步骤

使目标标注和宅基地样本模型训练同时达到最优，得到最优的预测模型；最终利用最优
的预测模型对遥感影像进行标注，实现样本的半自动标注。
可靠的样本训练模型有利于保证宅基地信息提取及变化监测的准确性，训练样本包
含影像、矢量、相关的属性信息以及几何纹理等各类特征值，通过面向宅基地图像的样
本半自动标注模型及训练方法，对典型地物的遥感解译训练样本进行分析，针对样本数
据进行自动、主动学习，对采集后的样本不断进行可用性验证、分类评定及优化，进而
得到可靠的训练样本集，从而为深度学习算法模型的构建、验证、优化等提供训练样
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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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模型的宅基地图斑提取及变化监测技术

深度学习的多尺度融合监测模型从大量样本数据中学习图像的抽象特征，直接建立

原始图像与变化结果之间的映射，模型采用孪生网络结构，分别从基期影像和待测影像
中提取不同网络层的深度特征，模型的高低层语义特征能够有效规避一些非真实变化及
更好刻画变化区域的边缘及细节，模型的编码层将高层和低层的网络特征进行多尺度融
合，充分结合高层的语义和低层的纹理特征，实现宅基地图斑的准确提取，并且通过地
理空间叠置分析算法，进行图像几何结构匹配，以此对变化前后的宅基地图斑进行特征
提取和对比监测，对照图斑几何特征是否增加或者减少，从而得出宅基地新增或拆除的
判断。同时模型引入了多源数据进行对比参照，划除了非监测及无关区域，同时基于影
像语义分割的结果引入点乘运算算法，使对比分析的输出结果不仅仅只是变化区域图斑，
而是更详细的宅基地变化检测信息。
最终可实现对影像中宅基地图斑的智能化提取与自动化监测识别。该方法主要的优
点是从建筑物本身入手，在搜索精度保证的前提下，效果不错。保证边缘监测和线段轮
廓提取的完备。通过对大量样本数据的训练、迭代，调优结构与参数，不断提升变化监
测的精度，建立基于深度学习的宅基地提取及变化监测算法模型。

2 监测技术流程
宅基地遥感变化监测包括了样本制作及训练、智能提取、动态变化监测 3 个主要流

程，是基于影像输入－样本集制作及训练－宅基地动态变化监测的一体化的流程，通过

输入待测遥感影像进行训练样本集的半自动化提取与训练，并实现样本动态化训练及管
理，最后实现对影像中宅基地图斑的智能化提取与动态监测识别，整体监测流程如图 3
所示。
2.1

样本制作及训练
深度学习需要依赖巨量的训练样本，样本标注状况是制约模型精度及速度等性能

的重要因素。与普通的视觉识别不同，遥感影像的样本训练集标注专业性强、可靠性
和精度要求高、总体难度大，更是无法实现以在线众筹的方式进行收集，必须依靠专
业的影像判读人员，由此势必导致成本高昂、效率较低，样本库难以做到开源共享。
通用的自动样本训练模型往往为了保证泛化能力，需要监测识别多个类，需要对多监
测特征进行训练，从而导致样本训练类型比较泛化，具有泛而不精的缺点，在进行特
定类的样本训练时，标注效果差，精度较低。因此监测或识别某一个特定的类。该文
提出的融合监测模型针对于宅基地单一类别，优化了特征提取能力，提高了训练集
精度。
流程包括样本集构建、样本标绘、数据集处理、模型训练。①样本集构建。根据宅
基地的特点将建筑物分成对应的几类进行标注，并选取每类的部分数据进行人工标注，
标注结果送入模型进行训练，对训练结果进行人工核验，然后将候选的未标注样本集和
完成核验的样本数据一起送入系统模块进行模型的迭代训练，往复遍历所有候选的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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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宅基地遥感变化监测流程
Fig.3

Flow chart of homestead remote sensing change monitoring

注样本集，完成样本数据集的半自动化构建。②标绘样本。将样本影像按照 1 km×1 km

的格网进行自动分幅，选取 20% 的影像作为初始样本进行标绘，并用该模型识别其余影
像，并从识别较差的影像中选取补充样本进行标绘，继续优化模型，准确标绘出每一

幢房屋的轮廓，避免漏标，错标等情况，并对标绘样本的数据格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③数据集处理，由于模型运算量较大，神经网络的输入图片尺寸不能过大，必须对影
像进行切割，减少非目标地物干扰，对于

0.6 m 的影像，根据模型输入要求，输入尺

寸大小设定为 473×473，为了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在裁剪图片的

过程中滑动步长设定为 300，房屋像素最

低占比设定为 5%，并按照此要求进行制
作。④模型训练。首先对训练数据集进行
归一化和标准化处理，使 3 个波段的数据
呈正态分布，同时为了避免过拟合，对训

练数据集使用了随机旋转、随机翻转、随
机亮度调整等数据增强方法，并且使用

Adam 优化器算法，将 batch_size 设定为 4，
并采用动态调整学习速率策略，初始学习
速 率 设 定 为 0.0001， 每 隔 10 个 epoch， 学
习速率下降 50%，在实验过程中，epoch 总

图4
Fig.4

样本训练基本流程

Basic process of sampl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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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定为 30，每隔一个 epoch，对模型在练数据集和验证数据集上的损失率、准确率、
召回率和交并比进行记录，依次选用 FCN、DeepLabV3、PSPNet 等语义分割模型进行训
练，根据训练结果选择的适用语义分割模型，完成训练部分模型的构建。
2.2

智能提取
使用训练好的模型，对样本影像进行识别与提取。通过智能提取过程实现对研究

区多期影像的智能识别，并提取建房图斑。①首先以先期高精度遥感影像为基础，自
动识别并提取研究区域范围内农村宅基地精准的建筑物图斑。在建筑物图斑的矢量提
取过程中，先对分割图进行矢量化，得到初始的矢量提取结果，然后利用算法对建筑
物矢量轮廓进行处理，得到的建筑物矢量轮廓与建筑物本身边界更贴合，提高提取的
精度，合理去除伪变化，并对模型提取结果进行精度验证，满足高质量精度规范与要
求后，生成并导出初期遥感变化监测历史数据集即基准图斑。在缺乏基准宅基地规划
图斑数据的研究区域，便可基于先期影像提取出的高精度遥感变化监测历史数据集对
后期影像提取出的宅基地遥感变化图斑进行监测对比。②在完成对先期影像的提取与
基准宅基地规划图斑历史数据集的制作后，依次提取后期遥感影像的宅基地图斑数据。
在智能提取过程中，为了保证识别结果的连续性并兼顾运行系统内存的占用率，使用

1000*1000 的窗口进行识别，滑动步长设定为 1000，对影像遍历完成后，将所有结果进
行拼接。
2.3

动态变化监测
宅基地动态变化监测包含了对宅基地的变化识别及对比监测，变化识别是对智

能提取出的多期宅基地图斑数据进行叠置分析的过程，通过对比智能提取的前后时
相的宅基地图斑，利用地理空间叠置分析方法实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矢量数据的叠置
计算，并得到新的矢量数据图。在识别阶段模型自动标注出矢量数据图斑中宅基地
建筑物的更新变动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两幅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的语义分割结果，
经模型点乘运算，从而得到详细的变化区域的最终监测信息，在变化区域的图斑中
提取具体新增和拆除图斑，并生成宅基地疑似变化图斑数据。对比监测就是监测不
同时期农村宅基地的变化发展，监测新增或减少的宅基地形态、数量、面积等。通
过监测数据分析研究自然村建设变化与演化规律，以及未来在此基础上对自然村未
来发展进行预测。

2.3.1 宅基地现状信息提取整合

对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和标准化处理是实现农村宅基地快速变化监测的基础，智能对

比监测首要步骤是对现状信息进行提取整合，收集整理核实区域的资料成果，通过数据
监查、数据转换、数据清洗，将已有数据梳理汇总入库。变化监测的辅助对比数据包含
土地利用现状、村庄规划、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或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的耕地图斑等规划
数据和最新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以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基础，提取与整合研究区
宅基地现状，主要内容包括宅基地建设用地信息提取，宅基地建设用地数据整合，宅基
地建设用地分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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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宅基地动态变化监测

利用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优于 1 m 的高分辨率影像，结合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及历

史宅基地数据等资料对研究区多年的宅基地疑似变化图斑进行智能对比分析与变化监测，
标记疑似变化图斑，划定监测范围排除非监测区域。根据对同一地区不同时相的图像进
行智能对比，在村庄规划与耕地图斑 （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历史宅基地数据等资料的
基础上，利用同一地区不同时相的两幅图像，自动监测出其中发生变化的建筑物区域图
斑，对疑似变化图斑进行智能化对比分析，修正错误变化图斑，并对变化区域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监测研究区范围内的宅基地图斑在空间分布、形态类别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从而反映出宅基地的改建、扩建、毁坏等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及模型训练结果
依次选用 FCN、DeepLabV3、PSPNet 等语义分割模型进行训练，对模型在训练数据

集和验证数据集上的损失率、准确率、召回率和交并比进行记录。图 5 是语义分割模型
分类结果，图 6 是 3 种语义分割模型对宅基地的提取结果。

经综合对比后，PSPNet+ResNet50 的模型在验证集上的分类结果均优于其它模型，另

外损失率在训练数据集和验证数据集上的曲线也比较接近，没有提早出现过拟合的现象，

图 5 语义分割模型分类结果
Fig.5

Semantic segmentation mode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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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经过 2-3 次迭代后，训练完的模型达到了很好的分类效果，说明基于自动化算

法的样本集选取与训练具备良好的精度效果，生产的数据集产品可用于模型训练及后续
监测变化。

图 6 FCN、
DeeplabV3、
PSP 提取结果
Fig.6 Extraction results of FCN，
DeeplabV3 and PSP

3.2

宅基地图斑智能提取结果
该文在显化研究区域建筑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深度学习融合监测模型对农村宅基地

建筑物图像进行提取。共选取了两个自然村作为实验研究区，图 7 为两个自然村部分研
究区域的宅基地图斑智能提取效果图，可以看出识别提取后的宅基地建筑物，房屋的边

缘区域相对优化，图斑与实际建筑物十分吻合，几何、形状及位置特征都得到了良好的
呈现，没有出现明显的漏分与误圈现象，识别结果完整，十分接近宅基地建筑物的实际
形态模型。

图7

南流村及新建村部分区域宅基地图斑智能提取效果

Fig.7 Effect drawing of intelligent extraction of homestead map spots in Nanliu village and Xinjian village

3.3

宅基地遥感动态变化监测结果
图 8 是通过模型识别出的南流村及新建村两期宅基地矢量图斑叠加结果，以不同的

色块划分变化及未变化的区域，直观反映出两个研究区 2010－2022 年宅基地图斑的分布
及整体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图斑叠加拟合度较好，无明显图斑偏移与错误拟合现象，满

足模型叠加分析运算及宅基地动态变化监测的精度要求。图 9 是模型通过空间叠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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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照多源数据辅助对比处理后输出的两个研究区宅基地动态变化对比监测结果，排除
了非监测区域的无效变化图斑，有效标识出监测时段内的宅基地的疑似变化图斑，可明
确观察出宅基地的变化特征。

图 8 南流村及新建村两期宅基地矢量图斑叠加结果
Fig.8

Superposition results of vector map spots of Nanliu village and Xinjian village

图9
Fig.9

南流村及新建村宅基地动态变化监测结果

Monitoring results of dynamic change of Nanliu village and Xinjian village homestead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利用深度学习多尺度融合监测模型对宅基地遥感影像进行信息提取与变化监测，
从结果上看整体识别效果较好，未出现严重误分，成功提取出多期农村宅基地建筑物的
精确轮廓，模型的叠置分析对于多期宅基地图斑的自动对比监测效果明显，清晰标识出
了具有变化特征的宅基地数量、面积及相关形态特征。
在对变化监测结果进行人工核验的过程中，发现了监测结果存在一定的误监率，产
生了部分阴影错分，在对错误监测结果进行评估后发现多是源于影像客观原因所产生的
影像误差。在后续的研究之中，对模型的进一步优化需增加更多关于影像数据预处理的
算法，消除影像客观的误差，从而提高变化监测的精准性。
该文方法适用于大规模农村宅基地的动态变化监测，集成与优化整个监测流程，提
高了监测识别的精准度与效率，增强监测方法的可用性与适用性，为农村宅基地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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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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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Homestead is the guarantee farmers to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and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the rural social stability，real time information to
master the use of rural residenc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rural area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mprove farmers’living standar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imed at monitoring the changes in the city

buildings， And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manual monitoring methods， so there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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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ent need for an effective means to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dynamic change of rural homestead.

［Method］Based on a semi-automatic annotation and training method for homestead images，
semi-automatic extraction and training of training samples are carried out. Secondly，the deep
learning multi-scale fusion monitoring model was used to intelligently extract the house site map

spots. Finally，the super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extracted multi-period house site map spots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model to automatically extract the new and removed changed house

sites， so as to realize the dynamic change monitoring of rural house sites.［Result］The semiautomatic labeling and training model for homestead images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semi-

automatic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training sample sets. Through real-time image input，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and training of samples were completed， and the training efficiency was
improved. Deep learning multi-scale fusion monitoring model has an obvious monitoring effect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homestead in the study area，successfully extracting the accurate contour

of multi-period homestead buildings， identifying the changing area of homestead， and

reflecting the number， area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omestead change.

［Conclusion］Based on the deep learning multi-scale fusion monitoring model， the dynamic
change monitoring effect of homestead map spot is obvious. This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e

dynamic change monitoring of large-scale rural homestead， which provides a new technical
means and research idea for the change monitoring of rural homestead.

Key words：homestead；dynamic change monitoring；fusion monitoring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