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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实现宅基地信息化管理的重要途径是建设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综合利用宅
基地相关数据和信息系统，在县域范围内实现宅基地统一数字化管理，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和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实施提供宅基地数字化支撑。【方法】文章分析了目前已建
的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现状，总结了系统功能的基本需求，明确了系统设计的重点内
容，并根据以上内容提出了现阶段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系统总体设计、系统结
构设计和系统数据共享等建设重点。【结果】昆山市以实现宅基地数字化管理为目标，构建
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采集、数据库管理、宅基地权属信息管理、宅基地利用现状管理、宅
基地“一张图”空间分析、宅基地审批、宅基地盘活利用、宅基地监测监管和宅基地信息
共享服务多个子系统。选择 B/S 和微服务架构，采用 Java 和 C 语言开发，利用 Portal、工作流

和 WebGIS 等 技 术 ， 实 现 宅 基 地 数 字 化 管 理 体 系 提 供 数 据 采 集 、 数 据 应 用 和 数 据 服 务
等。【结论】建设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有助于宅基地制度改革和管理的顺利实施，也符合

宅基地数字化管理目标。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要从宅基地制度改革和管理的需求分析
出发，因地制宜进行系统设计，打通宅基地相关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方便服务
各类用户，满足各级政府电子政务服务、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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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工作不断深入，“九项制度探索”“四项基础工作”
以及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等工作的有序推进，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提供了全
面支撑。同时，如何充分利用改革探索的制度成果和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成果因地制宜
建设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宅基地数字化管理，已成为宅基地改革和管理下一

步亟待解决的问题。2019 年 9 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提出要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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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推进宅基地申请、审批、流转、退出、违

法用地查处等的信息化管理 ［1］。同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在规范农村宅基地

审批管理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快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宅基地用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数字化
管理 ［2］。当年发布的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 中也明确要建设农村
宅基地大数据的规划目标，推进宅基地分配、审批、流转、利用、监管、统计调查等信

息化建设，及时完善和更新基础数据 ［3］。2020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要求在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县级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宅基地申请、审批、流转、
退出等业务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为建设全国统一的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平台积累经验 ［4］。
由此可见，推进宅基地数字化管理，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建立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
统，是实现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成果的重要工具，是实施宅基地数字化管理的主要方式，
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5］。
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要从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出发，成为落实宅基地制
度改革政策，加强宅基地监督管理，激活宅基地资源要素，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有
效工具。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是在县级行政区域内实现对宅基地进行统一管理的
信息系统，包含宅基地信息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数据应用和数据服务的数字化管理系
统。基于网络利用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相关设备可开发宅基地的数据库管理、数据传递、
信息共享和空间数据可视化等系统功能，从而实现宅基地的申请、审批、流转、退出、
盘活、监测监管和统计分析等具体业务功能的管理信息系统。
目前已建的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系统设计过于偏重
管理，缺少服务主体功能，未能实现宅基地资格权保障、盘活利用、审批监管等制度探
索的成果应用；部分系统设计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宅基地空间数据管理功能，缺乏为政策
制定提供决策支持的能力；在县域内没有解决宅基地数据信息“孤岛”的问题，未能实
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系统兼容性不强、可扩展性较差等。因此，文章以宅基地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方法为主线，借鉴相关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方法 ［6-12］，从系统需求分析着手，
研究系统建设的重点内容，明确系统总体框架、结构设计、功能实现和建设重点，实现
宅基地数字化管理，从而提高宅基地管理工作的效率，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国家、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地级） 和县 （区、市、旗） 各级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作
用和目标各有侧重，系统开发的应用功能和面向的用户类型也各不相同，该文仅对县级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1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内容
1.1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现状
目前已建的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大多是在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以

县域为单位，基于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在部门间共享宅基地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和移动终端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已有相关系统建
设的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系统整体以实施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应用为目标，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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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农房、权利人、承包经营权、地籍调查、不动产登记、土地利用现状和国土空
间规划等相关数据作用，实现宅基地信息“一张图”、管理“一条链”、监测“一张网”
等目标。每个试点地区建设的系统又各有侧重、差异明显，体现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县级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要求。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系统在完成宅基地数据库同时开发了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并在
全国最早实现了宅基地线上申请审批、移动终端监管巡查、数据库管理和“一张图”展示
功能，为其它试点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系统采用电子签名、电
子印章，批准书和规划许可二合一，实现手机申请宅基地、查看审批进度和接收电子批准
书等功能，实现了让“数据跑路”代替“农民跑腿”
。浙江省德清县系统依托地理信息小镇
优势，将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 （宅富通） 与“数字乡村一张图”融合，解决了宅基地基础
信息动态更新的难题，并通过开发“一张图”
、权属管理、审批管理、农户服务等应用，打
破了部门间数据壁垒，实现农村建房“一件事”
“一键办”
，实现了农户、宅基地、农房等
相关数据联动更新。广东省德庆县系统在开发宅基地线上审批的同时结合农民建房监管平
台，将宅基地与农房信息汇总，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和建设等多部门共享宅
基地信息数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增加宅基地流转、抵押、退出等全
流程线上管理模块，与当地金融工作局、银行、保险 （担保） 公司、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等单位共享宅基地相关信息，最大限度的发挥数据服务作用，助力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
1.2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基本需求
县级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架构相似，多以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库为中心，围绕

宅基地数据库建立具有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目前系统涉及了以下功能：宅基地基础信息
调查、宅基地数据建库和数据库管理、空间数据“一张图”展示、宅基地资格权管理、
宅基地盘活利用、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管理、宅基地退出管理、宅基地有偿使用、宅基地
有偿退出、宅基地审批管理、农民建房管理、宅基地批后监管、违法用地查处、村庄规
划辅助决策系统、历史遗留问题管理和数据共享服务等。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是以全国《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要求，制
定了各试点地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重点。各试点地区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是在保障农民宅基
地权益基础上，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宅基地“赋权”
“活权”来增加农户的财产性收入，
实现宅基地管理和监督，为乡村振兴提供资源要素保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试点地区主
要从满足宅基地数据库管理需求、
“一张图”信息分析展示需求、宅基地申请审批需求和宅
基地监测监管需求入手，开发相应的子系统，满足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基本需求。

（1） 宅基地数据库管理子系统。以 GIS 和关系型数据库为基础，对宅基地管理的矢

量数据、栅格数据、属性数据等各类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满足宅基地数据检查入
库、组织管理、查询检索、导入导出、统计分析、数据分析、服务发布、专题制作、更
新维护等需求。结合系统展示界面和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成果，实现“以图管地”“以人
查房”“以人查地”、按条件查询和台账查询等功能。由于宅基地数据类型多、数据量大、
可支撑不同的应用，需要针对不同类型数据合理设计数据组织和存储管理策略，提高应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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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宅基地信息“一张图”子系统。基于宅基地数据库，实现宅基地数据库完整性
构建和扩展性管理，与宅基地相关的各部门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和交互操作。将村庄规划、
土地整治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农用地质量分等定级、城镇土地
分等定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和多期影像 （航空、航天） 等多个专题图层，进行统一化、规范化处理，
在“一张图”子系统中进行可视化展示。利用 GIS 的空间数据叠加分析功能，对自定义

条件、图层和数据模型进行统计分析，输出分析结果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务提供决
策依据。同时可以将分析结果进行展示和发布，为政策顺利实施提供保障。在具有三维
倾斜摄影数据的区域，通过建立三维模型，实现三维实景可视化管理。
（3） 宅基地审批管理子系统。配合试点地区建立一个窗口受理、多部门联动的农村
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制度，实现宅基地用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数字化管理。实现宅基
地用地建房需求填报、申请、审查、审核、审批等业务线上办理功能，提供宅基地审批
和建房规划许可管理等业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管理服务，落实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批
准后丈量放样到场及住宅建成后验收核查到场“三到场”要求，实现业务流、数据流的
全程网络化、数字化操作。目前主要采用两种业务办理模式：①现场办理、网上备案模
式，以纸质表格文件为载体进行审批管理，业务办理人员在申请、审批、验收等多个环
节将审批材料中填写的内容录入系统，扫描并上传审批材料；②全流程网上办理模式，
申请人或代办人员网上填报宅基地和建房 （规划许可） 申请，村组在线审查、在线公示，
同步开展线下公示，乡镇在线审核、审批。第二种方式也是目前系统建设中主要建设目
标，支持对各类审批数据进行多种形式的存储分析，实现审批流程节点监控、“三到场”
执法留痕、材料归档和输出打印等数字化管理。系统采用支持“带图”审批，支持审批
结果共享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和住建等部门备案，形成宅基地用地建房审
批管理台账，为宅基地档案管理、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等提供依据。
（4） 宅基地监测监管子系统。提供用地指标监测、违法违规用地监测、宅基地利用
动态监测以及违法用地发现、核实、查处等功能。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数据决策实现大数据驱动的农村宅基地监测监管，对宅基地利用现状、宅基地分配、宅
基地流转和宅基地退出等业务的监测、分析、展示等功能。宅基地监测监管系统借助 AI

技术或人工识别新增建设图斑，并加载当地影像数据 （航天、航空、无人机） 或“天地
图”卫星遥感影像等多种地理信息数据，结合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及相关规划管控成果，
实现对新增宅基地违法用地的监测。在违法用地频发地区，还可利用铁塔公司基站布设
摄像头或接入雪亮工程获取视频监控数据，同步开发移动端 APP 或微信小程序开展现场

巡查等多种方法，对占用耕地、破坏生态红线、违反土地用途管制建住宅等违法乱建行
为进行实时监控。并开放疑似违法违规信息举报功能，在宅基地监管执法工作中利用宅
基地监测监管系统移动终端 APP 或微信小程序开展动态巡查和实地核查，根据宅基地审

批文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农房设计图备案数据在房屋验收阶段记录房屋建设和宅
基地使用情况，结合相关信息进行人工分析，确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处理，并全程记录执法的音视频数据和宅基地农房等相关基础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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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重点内容
系统在满足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基本需求同时，试点地区根据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为

主线，结合当地宅基地数据基础、数据共享、系统接口、系统安全和设备基础等条件，
结合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成果，确定系统开发的重点内容。包括宅基地数据库建设、多
平台数据共享、宅基地制度改革应用和系统安全等重点设计内容。
（1）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是基于宅基地数据库开发的，所以宅基地数据库的建设标
准是系统功能实现的重要数据标准，也是宅基地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在县域内与不同部门
数据共享、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数据汇总和系统衔接的重要基础。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
是数据库建设的基础工作，数据库建设要在部门间数据共享的基础上，按照“标准规范
统一、数据填平补齐、系统实用高效”的原则，充分利用宅基地相关数据资料，结合专
项调查，综合运用遥感、测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全面
摸清县域宅基地规模、布局、权属、利用状况等基础信息，建立农村宅基地数据库 ［4］。
宅基地数据库建设严格按照 《农村宅基地数据库规范 （试用版）》，根据试点地区宅基地
管理需要增加相应的表和字段，有利于统筹协调各部门宅基地数据的汇总和共享。
（2） 实现宅基地数字化管理需要打通县域内各部门涉及宅基地相关信息的“孤岛”，
挖掘宅基地 （含农房） 的权属、现状、利用状况等数据深层次价值，与本地政务服务平
台共享利用，实现数据流通完整性。要实现数据实时流通，需要开发宅基地信息共享接
口服务，实现宅基地应用服务器、产品和信息的对外发布与交换。基于不同类型用户和
权限管理以及不同用户对服务、数据及成果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数据共享服务策略，实
现数据及产品的一站式传送。
（3） 实现因地制宜建设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要根据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成果、政
务服务需求和信息化管理水平等基础条件进行系统开发。系统在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
利用、资格权信息管理、宅基地有偿退出、村庄规划、历史遗留问题、乱占耕地建房专
项整治和数据共享服务等应用进行定制化开发，展现了试点地区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功
能的差异化，也体现了试点地区宅基地制度改革和管理的目标和成果。
（4） 系统整体安全性要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安全管理等角度出发，
在保证系统可用性、可靠性和可控性的基础上，实现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整体的安全性。
系统可采用多层次的安全机制，确保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以及系统自身的安全。防止外
部用户对应用系统可能的攻击，以及防止数据中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可能的攻击。系统
安全架构从网络层、主机/服务器和系统应用这三个层级进行设计。建立政府、行业与用
户网络安全信息有序共享机制，完成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设 ［5］。

2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法
2.1

系统总体设计
（1） 建设流程。系统整体开发建设流程按照：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开发测试、上

线培训和维护升级这五个基本步骤进行。需求分析是所有工作的基础，要依据试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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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分析数据基础、业务需求 （日常管理、申请审批、信息服务、
用户管理）、建设内容 （数据调查、数据建库、审批管理、执法监管、统计分析、用户管
理）、数据需求、性能需求和安全需求。系统设计是根据需求分析结果，运用系统科学的
思想和适宜的方法，将需求的逻辑模型转换为可以具体实施信息系统的物理模型，设计
最大限度满足需求目标的信息系统。开发测试是将改革的政策制度和各项需求转换为计
算机语言的过程，也是系统需求实现的过程，通过系统上线、程序安全性测试、业务测
试、并发用户压力测试等全面完整测试，最终实现系统稳定运行，各类用户正常使用，
满足设计和验收要求。上线培训是对系统正式运行前对主要用户、业务操作和系统管理
等人员进行的培训，包括系统应用培训、业务培训、安全培训等。维护升级是系统运行
管理的重要工作，因为信息系统是人机交互过程，在其运行过程中要实现信息管理、业
务操作、电子政务服务等工作，如果无法进行及时维护升级就无法发挥数字化管理的优
越性，也无法实现系统开发的最终目标。

（2） 应用模式。目前，大多数已建立的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主要采用 B/S 为主、C/S

为辅的结构应用模式作为系统建设总体框架。通过两种结构的系统、模块之间无缝衔接，
实现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高效、便捷的信息管理应用模式。

B/S 结构指的是 Browser/Server （浏览器/服务器） 结构，将系统功能的核心部分部署

到服务器上，用户通过浏览器即可运行程序使用系统服务，从而实现数据管理，应用服

务以及调用其它资源服务等功能。以 B/S 为主的体系结构也是目前管理信息系统普遍采
用的方式，这种模式降低了客户端电脑载荷，解决了客户端系统维护与升级的问题，降

低了用户的总体成本，实现高效、便捷的信息应用模式。利用 B/S 结构使用互联网或政

务专网来管理宅基地数据库中筛选出的数据，可以实现数据的网络发布，实现地图浏览、
宅基地申请、受理、审批、查询、统计、分析等诸多功能。

部分试点地区在部署 B/S 结构系统的同时，为了满足宅基地数据库管理和数据维护

的需要，还采用了 Client/Server 即 C/S 体系结构。发挥客户端 PC 的处理能力，数据管理人

员通过客户端数据处理操作后提交至服务器，可以快速便捷实现数据处理、数据编辑、
数据检查、数据更新、数据入库、数据输出等操作，满足对空间数据 （栅格数据、矢量

数据） 和非空间数据的管理，以及对系统响应时间的要求。同时 C/S 结构主要运用于局
域网管理农村宅基地数据库，实现了与互联网的物理隔离，满足数据的安全性要求。

（3） 开发语言和框架。由于宅基地信息管理涉及到县级多个部门相关数据，为了实
现系统在不同部门现有系统的联系。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前端开发采用目前普遍运用的
JavaScript 语言和 VUE 框架，为了实现与更多系统的衔接和在 Windows、Linux 等操作系统

上稳定运行的目标，后台服务多采用 Java 语言和 Spring Boot 框架开发，提供稳定高效的
算法，实现后台服务与前端应用有效连接，实现系统设计的各项应用功能。

（4） 集成技术。系统不仅要实现与不同部门的应用系统衔接，同时更要考虑新建系
统的接入，因此需要采用可以实现集成多种信息资源，并能提供统一登录访问界面的集
成技术。目前已建成的系统中，主要采用基于 Portal 技术的统一桌面应用集成，实现多个

系统界面整合和信息获取。Portal 技术通过 Web 站点建立对众多信息资源的单一访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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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快捷地获取所需信息，一站式地访问获取信息、调用操作系统的后台应用，不用再
进入众多的应用系统中，从而达到与不同信息资源交流协作的目标。
（5） 数据应用。目前已建的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均是在宅基地数据库基础上，基于

GIS 实现宅基地空间数据的采集、浏览、编辑、查询、定位等基本功能。同时部分系统

还提供了宅基地基础信息的空间分析功能，例如开发“一张图”功能将宅基地空间数据
与国土“三调”、空间规划和影像数据等相关空间数据进行叠加展示，并根据自定义条件
进行空间分析，实现宅基地审批、流转、退出、盘活、监管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
策支持。在 B/S 结构的信息系统中采用 WebGIS 技术，实现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处理后的
空间数据进行发布，为用户展示宅基地和自然幢的空间分布和属性数据。在宅基地基础

信息调查过程中，大部分试点地区选择利用 WebGIS 技术开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具。
利用调查工具对县域内宅基地基础信息进行采集和补充调查，主要采集宅基地利用现状、
农户及家庭成员、房屋情况、房屋附属设施情况等，系统开发了宅基地基础信息的录入、
图形绘制、信息复核和数据填报等功能，服务宅基地数据库建设。
（6） 网络架构。系统面向宅基地管理和其他相关政务服务部门，以及需要进行宅基
地应用服务的各类用户。这些用户需要通过网络访问信息系统获取所需宅基地信息。目
前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利用到的网络主要包括政务专网、政务外网和互联网。在不同的网
络上，可为不同的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同网络间数据交换应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技术
要求。系统必须结合试点地区网络建设现状和相关政务服务部门网络要求，对系统涉及
的相关网络进行网络系统完善，确定不同的安全域实现跨域跨网数据的安全交换。
2.2

系统结构设计
综合宅基地数据库、相关数据资源和应用服务需求等因素，构建农村宅基地数据库

管理信息系统。为了服务系统功能需求和用户群体，实现系统高效、稳定运行，目前系
统以多层结构设计为主，在系统结构逻辑上划分为：基础设施、平台、数据、应用和安
全保障体系 5 个层级。

（1） 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是将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 IT 基础设施进

行整合，提供可按需求动态扩展的高性能计算、大容量存储，即通过网络对外服务的模
式。这种模式能满足海量数据存储、高并发用户业务办理、信息共享查询以及系统接入
平台等网络服务。
（2） 数据层也称数据资源层即数据 （DaaS），由宅基地空间数据、权属数据、不动产
登记数据和其它相关数据组成，负责数据的统一组织与管理。
（3） 平台即服务 （PaaS），把服务器平台作为宅基地管理系统的枢纽，负责对物理资

源、数据资源、应用服务、通用资源、专业 GIS 平台服务资源等进行统一管理、监控与

调度，负责提供应用开发和部署的环境。在基础架构平台支持下，开发融合支持宅基地
各类应用的公共服务，如工作流服务、GIS 服务、表单服务等，构成一体化的宅基地数
据库集成框架，实现系统与数据的集成共享和关联互动。
（4） 应用也称软件即服务 （SaaS），面向各类用户，通过网络或客户端提供宅基地的
查询、分析、交换和共享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各级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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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宅基地管理相关部门和所涉及权利人信息等，并通过统一应用服务门户向用户呈现。
（5） 安全保障体系。由于系统和数据库涉及了宅基地和相关的多种信息，如地理空间信
息、产权信息、个人信息等重要信息，需要严格遵循地理信息保密规定、国家有关信息安全
技术标准，按照分级保护、等级保护要求，加强信息安全防护措施，建立统一的用户权限、
安全认证、授权管理、密钥管理系统，确保宅基地数据存储安全、传输安全及应用安全。

图1
Fig.1

2.3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框架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homestea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系统数据共享模式探索
实现不同系统间数据共享，可以让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用户更充分使用已有宅基地

相关数据资源，减少数据采集重复劳动、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数据的现时性，同时也可
以促进各个系统的应用服务和系统集成更好的服务于不同用户。由于支持各个系统的数
据类型、数据格式和数据质量各不相同，阻碍了数据在不同部门系统中的传递与共享。
要实现与不同系统和平台的数据共享，必须要有详细的技术沟通和技术协调。在系统建
设中要考虑数据多样性的同时，统一建设数据查询接口、信息推送服务和信息接收功能
等模块，实现不同系统的数据共享。
（1） 数据查询接口，业务操作结果互查。当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的用户查询农户盘
活成交状态时，系统会调用产权服务系统的交易结果查询接口，查询是否已成功交易并
显示成交方信息和相关材料。当不动产登记系统进行宅基地和农房产权登记时，根据登
记申请人查询该申请人在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包括宅基地资格权信息、
产权登记时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数据等相关信息进行校验和对比。
（2） 信息推送服务，实现数据主动共享。当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对农户盘活闲置宅
基地和农房申请审批后，系统会调用推送服务，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农村产权交易系统或
不动产产权交易服务系统。接收到推送信息后，产权服务系统会根据系统内部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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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发布信息，助力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当闲置宅基地实现盘活利用后，产权服
务系统会将全程辅助成交活动形成记录文档，并将数据推送回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
（3） 信息接收功能，实现数据及时更新。当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完成不动产登记时，
系统会调用农村宅基地管理系统提供的信息接收接口，将宗地 （宅基地）、自然幢 （房
屋）、户和权利人信息推送至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及时更新和完善宅基地基础信息数据
库中权属数据，确保数据在不同数据库中的一致性，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涉及的政务外网和政务专网，必须要在保证数据安全、系统安
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互联互通，如果不安全则隔离断开。已建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的数
据共享服务主要利用网闸技术实现从物理上隔离、阻断了对联通系统的潜在攻击可能，
使外部攻击者无法直接入侵、攻击或破坏专用网络，保障了内部主机的安全。
网络的外部主机系统通过物理隔离网闸与网络的内部主机系统“连接”起来，物理

隔离网闸将外部主机的 TCP/IP 协议全部剥离，将原始数据通过存储介质，以“摆渡”的

方式导入到内部主机系统，实现信息的交换。物理隔离网闸的原始数据“摆渡”机制是
原始数据通过存储介质的存储 （写入） 和转发 （读取），其它任何形式的数据包、信息传
输命令和 TCP/IP 协议都不可能穿透物理隔离网闸。

当部门专网与政务外网之间无信息交换时，物理隔离网闸与部门专网，物理隔离网

闸与政务外网，部门专网与政务外网之间是完全断开的，即三者之间不存在物理连接和
逻辑连接，如图 2 所示。

图 2 从网闸读取数据时的信息交换关系
Fig.2

Abridged general view of data exchange when reading and writing data from the GAP

当部门专网数据需要传输到政务外网时，物理隔离网闸主动向部门专网服务器数据

交换，代理发起非 TCP/IP 协议的数据连接请求，并发出“写”命令，将写入开关合上，
并把所有的协议剥离，将原始数据写入存储介质。在此过程中，政务外网服务器与物理
隔离网闸始终处于断开状态。一旦数据完全写入物理隔离网闸的存储介质，开关立即打
开，中断与部门专网的连接。转而发起对政务外网的非 TCP/IP 协议的数据连接请求，当

政务外网服务器收到请求后，发出“读取”命令，将物理隔离网闸存储介质内的数据导
向政务外网服务器。政务外网服务器收到数据后，按 TCP/IP 协议重新封装接收到的数

据，交给应用系统，完成了部门专网到政务外网的信息交换。至于从政务外网到部门专
网的信息交换，是前述过程的反向进程。每一次数据交换，物理隔离网闸都经历了数据
的写入、数据读取两个过程；部门专网与政务外网永不连接；部门专网和政务外网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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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刻最多只有一个同物理隔离网闸建立非 TCP/IP 协议的数据连接。

3 系统实现与应用实例
围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和宅基地数字化管理需求，依托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昆山市建设了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系统采用“1+8”的功能结
构开发建设，其中“1”是指农村宅基地数据库，“8”分别是指：农村宅基地数据库管理
子系统、农村宅基地权属信息管理子系统、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管理子系统、宅基地
“一张图”子系统、宅基地审批子系统、宅基地盘活利用信息平台、农村宅基地监测监管
子系统和农村宅基地信息共享服务子系统。系统建设在开发宅基地管理基本业务功能的
基础上，实现了与多部门和不同层级信息系统联通共享。具体形式包括以下几方面。
（1）“横向”上与自然资源部门的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实现联通，实现了宅基地基础
信息与不动产登记时权利人信息和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人信息保持一致，同时将不动产登
记系统的不动产权信息推送至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农村宅基地和不动产登记
的信息实时共享。
（2）“纵向”上与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系统和乡镇电子政务服务系统联通。通过
与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联通，实现待盘活利用的农房信息一键推送至农村产权交易
平台进行交易登记，并将交易结果、合同信息、鉴证书等信息同步反馈至农村宅基地管
理信息系统，实现宅基地盘活利用的闭环管理。宅基地管理人员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对农
户盘活利用申请审批通过后，系统调用推送服务，将相关信息推送至江苏省农村产权交
易服务系统，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系统接收到相关信息后，经过内部审核后向公众展示，
并全程辅助成交活动，相应形成该宗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记录文档，确保交易双方的权利
与义务，助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同时通过与乡镇电子政务服务系统联通，实现宅基
地申请、审批等数字化管理工作。
（3） 实现政务外网和部门专网之间的信息交互，解决信息共享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为满足不动产登记部门对于数据安全的要求，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多部署在部门专用网
络中。而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为实现各类用户使用和部分业务场景要求，将部分非涉密
功能部署在政务外网，两套系统不在同一个网段中，为了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换的要求，
需打通两个网段间的信息传输。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满足规划管理一体化信息化
平台的建设要求，实现与不动产登记管理系统的信息共享，在政务外网和部门专网间设
立了网闸，实现部门专网和政务外网的信息共享。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也利用这种
模式进行数据传输和信息共享，实现了宅基地相关数据在政务外网和部门专网之间的信
息交互实时共享。
（4） 不同系统中，多源异构数据的协调与统一。昆山市农村宅基地数据库严格按照
《农村宅基地数据库规范 （试用版）》 标准建库，江苏省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数据库是按照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规范》 等有关标准建库，两套系统对数据库标准要求存在不统一的问
题，为了实现两个数据库的信息共享，需要将二者具有相同标准数据进行合并，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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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数据进行转换和信息补充，从而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协调与统一。例如将宅基地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宅基地权利人、宗地和自然幢等数据生成房屋权属信息，并将以上信
息按产权交易数据库标准生成对应的转让人信息，同时结合用户填写登记表，补充项目
基本信息和产权信息，从而实现产权交易系统中可用的交易标段，最终生成满足两个系
统中共用的唯一记录。
（5） 新建系统和已有系统的衔接和统一。昆山已有的智慧农业农村管理系统，服务
于全市各级职能部门、生产经营主体、种养殖户和农资店等众多用户，为了农村宅基地
管理信息系统的衔接，避免各类用户出现多系统多账号登录的问题，在系统建设之初就
设计与已有系统统一用户、权限、字典等模块，实现用户登录昆山智慧农业农村管理系
统后，即可访问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系统间衔接和统一，减少重复开发工作，
方便了用户使用，提高系统间的资源整合和利用效率。
（6） 系统在安全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实现宅基地信息共享。昆
山市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部署在昆山市政务云上，市政务云从基础设施、系统服务、数
据传输、接入认证等方面全面解决了系统业务安全问题。政务云除了提供物理安全、网
络安全等安全环境保护，同时还为系统提供云监测、云防护、云审计、云扫描等云安全
基础服务，方便了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与各部门业务系统的衔接配合。为了各个系统的
数据安全，系统之间不能直接互联，应用文件传输方式进行批量处理，利用高级校验体
系、CRC 检验体系、文件/交易加密、压缩算法等技术，保证数据不被非法篡改。

4 结论与讨论
建设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对于实现宅基地数字化管理、加强宅基地监督管理、
规范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宅基地
制度改革不断探索完善提供数字化支持。随着探索建设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地区
不断增加，系统建设不断完善，要从宅基地管理纵向方面，实现县级与市级、市级与省
级、省级与部级的互联互通；从横向方面，需要打通同级各部门涉及宅基地管理相关的
信息，与本地公共服务平台共享利用，实现宅基地数据流通完整性。目前宅基地信息系
统建设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研究和相关工作。
（1） 加快推进 《县级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导则》 出台，为县级系统建设提
供技术指导，也为今后宅基地制度改革推广和全国宅基地管理平台建设奠定基础。
（2） 实现宅基地审批业务全流程网上运行，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优
势，注重多源数据整合，满足宅基地“掌上办”“网上办”“不见面审批”“互联网+政务
服务”等数字化服务模式。
（3） 在系统开发中实现宅基地管理功能同时要满足广大群众的宅基地服务功能，提
高系统的实用性。要充分考虑宅基地作为农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化公
共服务资源配置，降低应用成本，为广大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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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宅基地数字化管理专业性强，由于宅基地基层管理机构体系不健全，导致基层
服务技术力量相对薄弱，尤其是乡镇一级缺乏技术支撑，组织机构和服务人员不稳定。
因此需要注重专业人才培养，针对管理人员和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系统培训，提高宅基
地数字化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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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establishmen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the important

method of administrating homestea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elated data of real estate and other information systems on county level and boost the unified
digital management of homestead as policy advising support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mportant support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Metho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rural homestea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n county level with summarizing the basic needs of system

function and main contents of system design， and generate the system overall design， system

structure design，data sharing and other key constructions on the county level.［Result］With the
workflows， Kunshan has established the homestead digital management with the following key

elements and subsystems：data collection，database management，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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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d ownership，management of rural homestead and land use，"one map"-spatial analysis，
homestead approval， optimal housing land， land monitoring regulation and data sharing

servic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Browser/Server and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Java
and C， Portal， workflow and WebGIS skills were also used to realize the digital management

system of homestead. ［Conclusion］The establishment of homestea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can boo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and management with matching

the goal of digital management of homestead. The county-level homestea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hould take initials with demands analysis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local conditions， and integrate each element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facilitating e-government services，statistical analysis，decision support，and
the all-around services.

Key words：rural homestead；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data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