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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起草规则依据 GB/T1.1-2009。

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四川

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若梅、周旭、陶舒、程滔、谢露蓉、梁安宝、曹銮、李力勐、宋燕、曲平、

文学虎、曹伟超、吴晓春、翟亮、陈新湖、董春、贾云鹏、赵荣、高志宏、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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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2013 年至 2015 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期间科学确定了地理

国情普查内容和技术方法，制定了《地理国情普查内容与指标》等系列技术规程，成为指导普查各项

工作的技术依据。2016 年起，地理国情信息获取进入常态化监测阶段，分为基础性和专题性地理国情

监测两部分。为了确保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的规范性，项目组在普查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基础性地

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技术规程，并通过全国性生产实践验证。

本标准面向全国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需求，参考现有的国家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以《基础性

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技术规程为基础完成起草，可为相关自然资源调查与监测工作提供基础与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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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的基本要求、监测内容与采集指标，并给出了属性项及属性值

说明、扩展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工作，在其他地理国情监测工作中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17 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7775 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0258.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 部分：1：5000 1：10000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

字典

GB/T 24708 湿地分类

GB/T 25344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线路名称代码

GB/T 26767 道路、水路货物运输地理信息基础数据元

GB 50090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80-93 2016 年版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T 50504-2009 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

GBJ 124 道路工程术语标准

CJJ/T 114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

JT/T 132 公路数据库编目编码规则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SL 213 水利工程基础信息代码编制规定

TB 10621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国发[2010]46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 2010 年 12 月 21 日

水资源函[2011]109 号 关于公布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通知 2011 年 4 月 25 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理国情 geograph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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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球表层构成国家物质基础的自然、生物和人文等各种条件因素的空间分布、时间变化和它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宏观性、整体性、综合性的调查、分析以及描述形成的结果。

3.2

地理国情监测 geographic conditions monitoring
综合利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对地表形态、地表覆盖和水系、

道路等基础要素，以及湿地、冰川、沙漠、城镇等重点对象进行定量化动态监测，并统计分析其分布

特征、地域差异、变化特征等，形成反映地表资源、环境、生态、经济等相关要素空间分布及其发展

变化规律的监测数据、地图图形和研究报告等，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客观、综合地展示国情国力。

3.3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 fundamental geographic conditions monitoring
面向通用目标，以获取持续、稳定、标准和全覆盖的时间序列化地理国情信息数据为目的，针对

地表形态、地表覆盖以及水系、道路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周期性、常态化监测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监测对象

主要包括地表覆盖分类、重要要素和地表形态三个方面：

a） 地表覆盖分类（LC）信息反映地表自然营造物和人工建造物的自然属性或状况。地表覆盖不

同于土地利用，一般不侧重于土地的社会属性（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目的意图）等。

b） 重要要素（FC）信息反映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具有较为稳定的空间范围或边界、具有

或可以明确标识、有独立监测和统计分析意义的重要地物及其属性。如城市、道路、设施和

管理区域等人文要素实体，湖泊、河流、沼泽、沙漠等自然要素实体，以及高程带、平原、

盆地等自然地理单元。

c） 地表形态数据反映地表的地形及地势特征，也间接反映地貌形态。

当类别为 LC 时，数据应无缝覆盖全部采集区域，几何类型为面或栅格；当类别为 FC 时，按指标

采集，几何类型为点、线、面；地表形态宜用数字高程模型表示。

4.2 编码规则

类别代码采用 4 位码：左起第一、二位为一级类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取值范围 01-99；

左起第三、四位分别为二级类、三级类码，用一位数字或字母表示，取值范围 0-9、A-F，阿拉伯数字

不够用时，才依次根据需要采用大写英文字母。

注：种植土地类一级类码占用 01、02两个阿拉伯数字；林草覆盖类一级类码占用 03、04 两个阿拉伯数字。

4.3 指标确定方法

确定地理国情监测采集指标应顾及主要遥感影像分辨率特征和目前数据采集过程中常用显示设备

的显示分辨能力：对于面状地物，采用的基本最小图斑为 20×20 个像素；对于线性地物，采用的最窄

图上宽度为 3 个像素。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别的地域分布特征，对特定区域的采集指标进行规定。

本标准参照地面分辨率 1m 的影像，确定基本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最窄图上宽度对应的

地面实地宽度；在此基础上，结合类别自身特征以及在大面积林区、草原、荒漠、乡村等特定区域的

分布特征，确定各类别采集指标。

监测工作中，如果采用的遥感影像分辨率不同，宜参照最小图斑的像素大小，确定具体的采集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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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资料现势性要求

应遵循以下总体要求：

a） 对于植被类内容，宜收集利用植被生长季的遥感影像作为基本数据源。

b） 对于和水相关的内容，宜收集利用丰水期的遥感影像作为基本数据源。

c） 对于人工建造的内容，应按照尽可能接近时点的资料为准，结合遥感影像采集相关信息。

d） 难以达到上述要求的，可收集利用离时点较近的遥感影像进行更新和时点统一，必要时须结

合外业调查。

e） 对地理单元等 FC 信息，以收集利用现势性较好的权威资料为主，并充分收集最接近时点的有

关动态信息，对重大变化应进行时点统一。



CH/T XXXXX—XXXX

4

5 内容与指标概述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分为 10 个一级类，59 个二级类，143 个三级类。一级类名称、代码和定义见表 1，全部类别名称、代码及采集指标见附录 A。

表 1 监测内容分类总表

代码 一级类 定义 二级类数量 三级类数量

0100 种植土地

经过开垦种植粮农作物以及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并经常耕耘管理、作物覆盖度一般大于 50%的土地。

包括熟耕地、新开发整理荒地、以农为主的草田轮作地；各种集约化经营管理的乔灌木、热带作物以及

果树种植园以及苗圃、花圃等。

9 13

0300 林草覆盖
实地被树木和草连片覆盖的地表。包括乔木、灌木、竹类等多种类别，以顶层树冠的优势类别区分该类

下位类；包括草被覆盖度一般在 10%以上的各类草地，含林木覆盖度在 10%以下的灌丛草地和疏林草地。
10 20

0500 房屋建筑（区）

包括房屋建筑区和独立房屋建筑。房屋建筑区是指城镇和乡村集中居住区域内，被连片房屋建筑遮盖的

地表区域。具体指被外部道路、河流、山川及大片树林、草地、耕地等形成的自然分界线分割而成的区

块内部，由高度相近、结构类似、排布规律、建筑密度相近的成片房屋建筑的外廓线围合而成的区域。

独立房屋建筑包括城镇地区规模较大的单体建筑和分散的居民点、规模较小的散落房屋建筑。

5 10

0600 铁路与道路 LC：包括有轨和无轨的道路路面覆盖的地表；FC：包括铁路、公路、城市道路、匝道及乡村道路。 5 5

0700 构筑物
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设施

（参见 GB/T 50504-2009）。其中的道路单独列出。
9 29

0800 人工堆掘地 被人类活动形成的弃置物长期覆盖或经人工开掘、正在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而出露的地表。 4 14

0900 荒漠与裸露地
植被覆盖度长期低于 10%的各类自然裸露的地表。多年均无草木生长，监测年份草被覆盖度达到 10%～

20%的区域，也应归为此类。不包含人工堆掘、夯筑、碾（踩）压形成的裸露地表或硬化地表。
5 5

表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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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一级类 定义 二级类数量 三级类数量

1000 水域 LC：被液态和固态水覆盖的地表；FC：水体较长时期内消长和存在的空间范围。 5 8

1100 地理单元 按照规划、管理、识别或利用的需求，按一定尺度和性质将多种地理要素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空间单位。 4 36

1200 地形 反映地表空间实体高低起伏形态的信息。 3 3

总计 10 类 59类 14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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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容与指标说明

6.1 综述

根据类别特征，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类别描述：类别定义、LC 采集要求、FC 采集要求、属性

项定义、有关说明。

注：类别描述项根据类别特征和需要，允许部分缺失。

6.2 种植土地

6.2.1 种植土地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经过开垦种植粮农作物以及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并经常耕耘管理、作物覆盖

度一般大于 50%的土地。包括熟耕地、新开发整理荒地、以农为主的草田轮作地，各种集约

化经营管理的乔灌木、热带作物、果树种植园以及苗圃、花圃等。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可根据地域特点适度调小最小图斑采

集指标。连片种植土地区域范围内部的地块之间的田埂、小路、水渠、林带等狭长条带，宽

度在 5m 以下，或者连片达不到实地 400m2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归并到相邻的种植土地类中。

c） 有关说明：

1） 在影像上准确识别不同种植土地类，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域的耕作制度和所采用的遥感

影像数据的时相，并结合局部地形地貌、地块模式以及与其他地物的相互关系进行判定。

2） 平原区的种植土地具有规则的几何形状，纹理平滑细腻，地块边界多有路、渠、田间防

护林网等。山区、半山区的种植土地多为不规则的几何形状，一般都有农村道路连接。

色调随坡向、土壤、湿度、农作物种类及生长季节等因素不同而变化。

3） 对于包括弃耕或撂荒的种植土地，未改良耕作的高岗、低洼地，未疏浚护理的无水河道、

废弃池塘、未硬化处理的边坡地、平整后长草的土地等，影像上若从耕作痕迹、周边环

境等方面看明显属于种植土地的，应归入种植土地相应类，无法判断的，按照实际地表

覆盖物类别进行归类。

4） 具有一定设施、能在内部进行生产活动的大棚，应视为构筑物归入“温室、大棚”类。

6.2.2 水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种植水稻、莲藕、茭白等水生农作物的种植土地，包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

种的种植土地，也包括间或用做坑塘的种植土地。（参见 GB/T 21010-2017）

b） LC 采集要求：与上位类种植土地的要求相同。

c） 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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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田主要分布于我国的水稻种植区，南方广泛分布于地势平坦的平原丘陵和雨水充沛的

山区，北方一般分布于河流两侧等灌排条件较好区域。地势平坦地区的水田多呈格状，

丘陵山区则多为梯田。

2） 应注意与坑塘进行区分。坑塘的水一般比水田较深，主要用于蓄水灌溉、水产养殖等，

因此坑塘中基本四季有水，水面较少被植物遮盖。平原丘陵地区，水田多与居住地相邻，

或通常在河渠附近连片分布。对于间或兼用于蓄水、养殖的种植土地，应按水田归类。

3） 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种植土地，限于 2 年内的轮种可视为水田；轮种周期超过 2 年

的情况，以监测时点年份为基准，若 2 年内（含监测时点年份）有水生、旱生农作物轮

种情况或只种植水生农作物，归入水田，否则归入旱地。

4） 难以判定是否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种植土地，可根据其所处位置的地理条件、灌溉

设施以及当地的耕作制度综合判定。

6.2.3 旱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种植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油菜、青稞和蔬菜等旱生、旱作农作物的种植土

地，不含大棚用地。（参见 GB/T 21010-2017）

b） LC 采集要求：与上位类种植土地的要求相同。

c） 有关说明：

1） 旱地中基本包含了土地利用分类中的水浇地、旱地和菜地，即在本类中不区分这三种具

体类别，泛指种植旱生、旱作农作物的种植土地。

2） 大棚覆盖的种植土地单独归入“温室、大棚”类，不能明确判定为温室大棚的种植土地，

归入旱地。

3） 与水田相比，丘陵平原地区的旱地地块通常较大，在机械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旱地地块

一般呈长条状。山区半山区的旱地受地形影响常呈不规则状，种植作物种类较多，色调

多样。

6.2.4 果园

6.2.4.1 果园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果树覆盖的连片区域。果树主要是指能生产人类食用果实的木本或

多年生草本植物。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6.2.4.2 乔灌果园

类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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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种植乔木或灌木类果树为主的果园，包括水果和坚果。常见的包括苹果、梨、海

棠果、山楂、桃、李、杏、樱桃、树莓、石榴、柿、枣、柑、橘、橙、柚、荔枝、龙眼、枇

杷、杨梅、木瓜、椰子、芒果、油梨、核桃、板栗、银杏、榛、扁桃等。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

1） 为便于采摘养护，一般果园株距较大，在遥感影像上多呈规则化的颗粒状纹理。

2） 应注意与人工林的区别，通常人工林株距更小、植株更密集，颗粒状不如园地明显。

6.2.4.3 藤本果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种植藤本类多年生果树为主的果园，如葡萄、猕猴桃、西番莲等。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种植藤本类果树一般都需要搭建藤架，遥感影像判读时可以利用这一特征并结合

特定果树类相关的特点进行判别。

6.2.4.4 草本果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种植株型较大、多年生草本类果树为主的果园，如香蕉、菠萝、番木瓜、火龙果、

芭蕉等。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株型较大的草本果树大都为热带水果，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台

湾、云南和海南等地。

6.2.5 茶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茶树覆盖的连片区域。（参见 GB/T 21010-2017）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茶园多分布在气候较湿润地区的山地和丘陵的平地和缓坡地，周围生态环境较好。

坡地茶园多沿等高线梯级分布，茶树一般单行或双行条栽方式种植，因此在遥感影像上呈细

密的条纹，特征明显。茶树一般为灌木，是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因此不同时相影像上均可

判别。

6.2.6 桑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桑树覆盖的连片区域。（参见 GB/T 19231-2003）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http://baike.baidu.com/view/841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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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关说明：由于桑叶是家蚕的饲料，目前除青藏高原高寒地区外，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皆有蚕桑种植，以长江中下游各地栽培最多，垂直分布大都在海拔 1200m 以下。不同地

域栽培的桑树具有不同的气候生态型，发芽和叶子成熟硬化的时间各异。桑树是落叶阔叶乔

木，树冠倒卵圆形，桑叶由开叶到成熟直至硬化，叶色由黄绿逐渐变为深绿。因此成片种植

的桑树形成的桑园，除具有园地常见的特征，叶子成熟前色泽较亮，成熟硬化后变暗，冬天

落叶。桑园旺盛期郁闭度较大，影像上质地较光滑，无颗粒感；落叶后，较难判定。该类的

识别，对遥感影像的时相要求较高。

6.2.7 橡胶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被人工种植的橡胶树覆盖的连片区域。（参见 GB/T 19231-2003）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橡胶园主要分布在海南省，其次在云南省，此外在广东、广西、福建有少量分布。

6.2.8 苗圃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被人工繁殖、培育的苗木成片覆盖的地表。（参见 GB/T 19231-2003）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为便于苗木的管理、运输，苗圃一般位于向阳、背风、保水排水良好，且靠近水

源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地势常较平坦或属于经过改良的等高梯地。与果园相比，苗圃的苗木

一般株距较小，生长季节的遥感影像上纹理一般比较光滑。

6.2.9 花圃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以生产草本花卉为目的，由人工繁殖、培育的草本花卉成片覆盖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花圃一般位于地势平坦开阔、背风向阳、排灌系统良好、交通和物资供应条件较

好的城市近郊。某些情况下，该类与旱地不易区分，实地确难区分的，宜归入旱地。

6.2.10 其他经济苗木

6.2.10.1 其他经济苗木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可可、咖啡、胡椒、药材、油棕和其他油料或香料等其他多年生经

济作物覆盖的连片区域。（参见 GB/T 21010-2017）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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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2 其他乔灌经济苗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其他多年生乔灌木形态的经济作物覆盖的连片区域。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6.2.10.3 其他藤本经济苗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其他多年生藤本经济作物覆盖的连片区域。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6.2.10.4 其他草本经济苗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工种植的其他多年生草本或灌丛类经济作物覆盖的连片区域。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6.3 林草覆盖

6.3.1 林草覆盖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实地被树木和草连片覆盖的地表。包括乔木、灌木、竹类等多种类别，以顶层树

冠的优势类别区分下位类；包括草被覆盖度一般在 10%以上的各类草地，含林木覆盖度在 10%

以下的灌丛草地和疏林草地。（参见 GB/T 24255-2009 和 GB/T 20483-2006）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

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道路、河渠、房屋周围等单排行树，树冠不明显，未成片或成带区域的可归入相

邻地类；大片种植土地中零星，未成片的树木，按照就近就大原则归入相邻地类。

6.3.2 乔木林

6.3.2.1 乔木林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具有高大明显主干的非攀缘性多年生木本植物为主体（乔木树冠覆盖面积占 65%

以上）构成的片林或林带，一般呈自然或半自然生长状态，基本不需人工培育，高度一般大

于 5m。其中，乔木林带行数应在两行及以上且行距小于等于 4m 或林冠冠幅垂直投影宽度大

于等于 10m，树木郁闭度大于 0.2。（参见 GB/T 14721-2010 和 GB/T 26423-2010）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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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关说明：

1） 一般大面积的乔木林分布在山区或离居住地较远的地区，呈不规则的颗粒状，色彩较浓。

自然状态的林地因树木大小、间距不同而不规则。

2） 对于落叶后的乔木林，难以从影像上区分针叶和阔叶林，需要补充收集季相较好的遥感

影像资料辅助分类。

3） 乔木林与灌木林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往往存在一个乔灌混合的过渡地带。

4） 道路和河渠旁边成行排列的树木如果达不到乔木林定义的标准，即行数在两行以下或林

冠冠幅垂直投影宽度在 10m 以下的，不单独归类，按照“就近就大”的原则归入相邻主

要地类。

6.3.2.2 阔叶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双子叶乔木树种为主构成的树林，阔叶树合计占 65%以上。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

1） 阔叶林有冬季落叶的落叶阔叶林（又称夏绿林）和四季常绿的常绿阔叶林（又称照叶林）

两类。

2） 在真彩色影像上，处于生长季的阔叶林色调比针叶林浅，一般呈浅绿和黄绿色颗粒状或

粗圆粒状图型；在秋季影像上，不同树种的树冠颜色有较大差异，因而形成色调混杂的

影像。

6.3.2.3 针叶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松、柏、杉等裸子植物的乔木树种为主构成的树林，针叶树合计占 65%以上。（参

见 GB/T 14721-2010）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多数针叶林的树冠呈圆锥形或椭圆形，且树较高，光照条件较好时阴影比较明显，

遥感判读时可利用该特征进行判别。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针叶林一般呈深色颗粒状图型，

随分辨率降低，表现为暗色调均匀的细粒状影纹。在分辨率优于 1m 的高分辨率影像上，可以

判读其树冠形态特征。例如云杉树冠呈圆锥形，而松树呈椭圆形，且树冠位置较高，树冠宽

度较云杉大，而云杉树冠的长度比松树树冠长 1.5-2 倍，杉木树冠呈尖塔形，云南松呈倒圆

锥形。

6.3.2.4 针阔混交林

类别描述如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680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4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0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76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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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针阔两类乔木混生，但林冠覆盖面积都不超过 65%（含）的树林。（参见 GB/T

14721-2010）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2；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该类兼具针阔两种的特征，在遥感影像上，针叶林呈深色的细颗粒状，而阔叶林

呈浅色，颗粒较粗。两者交错混生，有的林斑以针叶林为主阔叶林为辅，有的则反之。

6.3.3 灌木林

6.3.3.1 灌木林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生长低矮的多年生灌木型木本植物为主体（灌木树冠覆盖面积占木本植物总覆

盖面积 65%以上）构成的植被，一般呈自然或半自然生长状态，基本不需人工培育，覆盖度

大于 30%，高度一般低于 5m。（参见 GB/T 14721-2010）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

1） 该类较低矮，缺少阴影，影像上一般没有颗粒感或颗粒感不明显，均为自然状态，处于

乔木林与草地、种植土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内部常有部分颗粒状乔木，以及草地，分布

极不规则，色彩比林地浅，但比草地深。

2） 灌木能适应多种类型的地理环境，生态幅度较乔木林广，分布范围常比乔木林大。在气

候干燥或寒冷、不适宜乔木生长的地方，常有灌木林分布；此外，在乔木林被破坏（滥

伐、火灾）后，常常先演替形成次生灌木林。

6.3.3.2 阔叶灌木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以阔叶的灌木、灌丛和通常低于 5m 小乔木为主组成的植被类型。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灌木一般都是阔叶植物，也有一些针叶植物是灌木。

6.3.3.3 针叶灌木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针叶的灌木、灌丛和通常低于 5m 的小乔木为主组成的植被类型。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2；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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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关说明：常见类型有匍地柏、沙地柏等。植株匍匐、直立或斜向生长。沙地柏多生于海拔

1200m 以上的沙地、荒山和林下，自然群落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陕西、新疆、宁夏、甘肃、

青海等地。多人工种植，用于护坡、固沙、园林等用途，可密集栽植替代草坪，且改善生态

环境的能力较草坪更强，既耐干旱，又极耐寒冷，栽培容易，管理简单，冬夏常青，固沙保

土效果明显。

6.3.3.4 针阔混交灌木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针阔两类灌木混生，但林冠覆盖面积都不超过 65%（含）的灌木林。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自然状态的针阔混交灌木林比较少见。

6.3.4 乔灌混合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乔木和灌木交替生长混合覆盖但两者林冠覆盖面积各自都不超过 65%（含），且

树木总体覆盖度大于 30%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大面积的林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2；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

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往往处于人类扰动较大的林区，在乔木林被破坏（滥伐、火灾等）后，处于演替

过程中逐步向乔木林过渡的阶段。

6.3.5 竹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全部由各类竹子组成的纯林或仅混生少量针阔叶树种的植被类型。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竹子主要分布在北纬 46 度至南纬 47 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我国

华南、华东、西南等都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竹子分布，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分布。竹子形态特殊，

竹叶色调较浅，在影像上表现出颜色比阔叶林浅，成片的竹林呈整齐的毛絮状特征。

6.3.6 疏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由各类林木组成但覆盖度较低，郁闭度在 0.1～0.2 的林地。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c） 有关说明：疏林可分为原始疏林和次生疏林。原始疏林是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林木生长缓

慢、天然更新困难而形成的；次生疏林是由于人为原因导致林地经过次生逆向演替而形成。

http://www.cmeii.com/songbaichangqinglei/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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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林中，也可以杂生一些灌木和草本植物。在干燥的情况，疏林可能过渡到无树平原或灌木

地。

6.3.7 绿化林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城镇等人口集中居住范围内的街巷、零星地块、街心花园以及道路隔离绿化带等

范围内人工种植的绿化树木覆盖形成的小面积片状或带状区域（不包括楼顶种植的树木）。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200m2。

c） 有关说明：绿化林地不包括公园内大片的长期自然生长林地。包含在房屋建筑区内的绿化林

地应按照房屋建筑区内的归类规则确定是否单独归类。

6.3.8 人工幼林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以造林为目的，人工种植不久、处于初长阶段、树木矮小、枝叶稀少且树冠覆盖

度低于 20%的未成林。人工幼林影像上难以判断有人工种植树木存在，以背景地物特征（如

草地、裸露地表等）或种植痕迹为主。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人工幼林在影像上有比较明显的种植痕迹，覆盖度较低，树木呈行列或条带分布，

图斑外部轮廓呈折线状。天然林随地形而变，呈不规则的边界，甚至边界模糊。

6.3.9 稀疏灌草丛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在荒漠或植被稀疏地区丘团状生长的低矮灌木或灌草丛，成群分布，但平均覆盖

度低于 30%、大于 10%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

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c） 有关说明：多分布于荒漠戈壁等干旱地区。应注意与低覆盖度草地进行区分：低覆盖度草地

以草本为主，存在范围内生长分布相对比较均匀；稀疏灌草丛以木本低矮灌丛为主，存在范

围内分布不均匀，成丘团状分布。两者难以明确判定归属的，宜归入低覆盖度草地。该类与

裸露地表类的界线比较模糊。

6.3.10 天然草地

6.3.10.1 天然草地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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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以天然生长或半人工培育的草本植物为主覆盖的地表。一般未经改良或经过不破

坏天然植被条件下的改良，用于放牧或割草，包括以牧为主的树木覆盖度在 10%以下的疏林

草地和灌丛草地。（参见 GB/T 19231-2003）

b） LC 采集要求：草原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

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

1） 自然的植被分布，图斑内部较少存在道路，道路一般呈自然延伸状态，没有防护林带。

应注意与水田、旱地的区别，天然草地的图斑大于水田、旱地的几倍或十几倍。

2） 准确区分高、中、低覆盖度草地，需要根据地域特点，建立较完善的解译标志作为参照。

6.3.10.2 高覆盖度草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覆盖度大于 50%的天然草地、改良草地和割草地，此类草地一般位于水分条件较

好的区域，草被生长茂密。

b） LC 采集要求：草原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

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主要分布于水分条件较好的河流沟谷附近及水田、旱地边缘。在真彩色影像上表

现为颜色鲜绿，影像结构均一，纹理光滑。

6.3.10.3 中覆盖度草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覆盖度为 20%～50% 的天然草地和改良草地，此类草地一般水分不足，草被较稀

疏。

b） LC 采集要求：草原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

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在真彩色影像上呈淡绿色或黄绿色，影像结构均一，纹理较细。山地和平原及河

流沟谷边均有分布；山地主要在中低部，水分条件稍好的平原沟谷地带。

6.3.10.4 低覆盖度草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监测年份覆盖度为 10%～20%的天然草地，或多年均有草木生长的区域，监测年

份草被覆盖度达到 5%～20%的区域。此类草地水分缺乏，草被稀疏，牧业利用条件较差。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草原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

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其他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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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被成颗粒状丛生，以草本为主，内偶含低矮的灌丛。由于覆盖度低，真彩色影像上多

反映出土壤底质的特征，颜色呈黄色、淡灰褐色，影像结构均一，纹理较细，分布较广，

主要在低山、山前平原地区及沙地边缘。该类与裸露地表类的界线比较模糊。

2） 应注意与稀疏灌草丛进行区分。低覆盖度草地以草本为主，存在范围内生长分布相对比

较均匀；稀疏灌草丛以木本低矮灌丛为主，存在范围内分布不均匀，成丘团状分布。两

者难以明确判定归属的，一般归入低覆盖度草地。

6.3.11 人工草地

6.3.11.1 人工草地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通过耕翻、完全破坏、清除原有天然植被后，人为播种、栽培建植的以草本植物

为主体的人工植被及其生长的土地，包含人工栽植林木覆盖度小于 10%的人工疏灌丛群落或

疏林群落及其生长的土地。包括以饲用为主要目的的人工牧草地和特殊用途如改善环境的绿

化草地。（参见 GB/T 19231-2003）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需结合纹理信息和周边影像综合判读。

6.3.11.2 牧草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人工种植的用于放牧或饲料的牧草覆盖的草地。（参见 GB/T 19231-2003）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牧草地是在原有草地的基础上，改良草种、进行灌溉形成的。颜色较深，内部均

一度更高。人工草场有明确的范围，或用围栏围住。应注意牧草地与水田、旱地的区别，牧

草地的斑块一般较大，地块间一般没有防护林带。

6.3.11.3 绿化草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城镇或居住区域内地面上，由栽种的草本植物覆盖的地表，包括公园、运动场所、

绿地等范围内为绿化环境人工种植的草地、花坛，不包括楼顶种植的草坪。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200m2。

c） 有关说明：仅指居民地范围内为绿化环境或体育运动而人工种植维护的草地或花坛。房屋建

筑区内的绿化草地应按照房屋建筑区的归类规则确定是否单独归类。

6.3.11.4 固沙灌草

类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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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为了固定或者减轻干旱地区流沙移动而人工种植的发挥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

作用的灌丛或草地。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6.3.11.5 护坡灌草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路堤、路堑、堤、坝、护坡等的边坡部位，为防止受冲刷，在格框中生长或直

接在坡面上人工栽植的灌丛或草地。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该类只适用于路堤、路堑、堤、坝、护坡等部位被灌丛或草地覆盖的部分，未被

灌丛或草地覆盖的硬化部分不归入此类。其中无植被覆盖的路堤、路堑按照路面归类，无植

被覆盖的堤坝按照水工设施中的堤坝归类，无植被覆盖的护坡按照硬化地表中的护坡归类。

6.3.11.6 其他人工草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其他未分类的人工草地。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6.4 房屋建筑（区）

6.4.1 房屋建筑（区）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房屋建筑一般指上有屋顶，周围有墙，能防风避雨，御寒保温，供人们在其中工

作、生产、生活、学习、娱乐和储藏物资，并具有固定基础，层高一般在 2.2m 以上的永久性

场所。但根据某些地方的生活习惯，可供人们常年居住的窑洞、竹楼、蒙古包等也包括在内。

为便于操作，根据房屋建筑的集聚程度和规模划分为两种情况：

1） 房屋建筑区。指城镇和乡村集中居住区域内，被连片房屋建筑遮盖的地表区域。具体指

被外部道路、河流、山川及大片树林、草地、种植土地等形成的自然分界线分割而成的

区块内部，由高度相近、结构类似、排布规律、建筑密度相近的成片房屋建筑的外廓线

围合而成的区域。

2） 独立房屋建筑。包括城镇地区规模较大的单体建筑和分散的居民点、规模较小的散落房

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

1） 房屋建筑区的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根据房屋建筑高度、结构、排布

规律、建筑密度以及外部道路和其他明显界限确定的房屋建筑区内，连片的绿化林地、

绿化草地、硬化平地、路面等其他类别，若其面积小于 1600m
2
，即使达到各类别的最小

图斑要求，也不再单独归类，直接并入各类房屋建筑区；若连片面积大于 1600m
2
，应单

独归类，一般不宜全部归并到房屋建筑区一个图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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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建筑区中，纯粹房屋建筑的占比应在 10%以上，低于 10%的，范围内房屋建筑应分别

按照独立房屋建筑归类，其他类别也应单独归类。

3） 房屋建筑区的范围通过连接围合该区域的各个房屋建筑的轮廓转折点形成；勾画房屋建

筑区范围时，在包含相同房屋建筑数量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保持外廓线包含的范围最小。

4） 对有围墙、栅栏等明显隔离设施、与周边其他建筑在高度、结构、排布规律或建筑密度

等方面有较大差别、位置较为独立的院落式房屋，围墙范围内的面积超过 1600m
2
的，如

果房屋建筑的占地面积超过院落的 10%，整个围墙范围内视作房屋建筑区，并依据房屋

的平均层高和实际建筑密度归入到对应的房屋建筑区中；围墙范围内的面积较小，低于

1600m
2
的，如果房屋建筑的占地面积超过院落的 10%，整个院落按照独立房屋建筑归类，

否则，不宜把整个院落归为一类，院落范围内达到指标要求的各类别应单独归类。

5） 对于城镇地区内在形态、结构、高度、规模等方面明显不同于周边其他房屋建筑的大型

单体建筑，按照独立房屋建筑归类。

6）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由完全连接在一起的房屋连续覆盖、与周边其他类别有明显分界

线、范围内全部或接近全部为房屋建筑的区域，按照独立房屋建筑归类。

7） 对于乡村地区集聚程度较低、自然散乱分布、被其他类别分隔的房屋建筑，按照独立房

屋建筑归类。面积较小的居住点，可以参照院落式房屋的归类方法，将连接在一起的住

房、牲畜棚房以及空地场院等合并归类。但归为独立房屋建筑还是房屋建筑区，应符合

院落式房屋建筑的归类要求。

8） 当同时满足房屋建筑区和独立房屋建筑两种归类要求时，优先按“独立房屋建筑”归类。

c） 有关说明：建筑密度是建筑物的覆盖率，即一定范围内所有建筑的基底总面积与该范围总面

积之比（%）。它反映一定范围内的空地率和建筑密集程度。建筑密度一般不会超过 40%～50%，

用地中还需要留出部分面积用作道路、绿化、广场、停车场等。

6.4.2 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

6.4.2.1 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4 层或以上，或楼高 10m 以上的房屋建筑为主的区域，一般在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上有明显阴影。（层高定义应符合 GB/T 50504-2009 2.4.29 的规定）

b） LC 采集要求：乡村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200m
2
，其他地区为 1600m

2
。房屋建

筑区内面积小于上述最小图斑面积的绿化林地、绿化草地、硬化平地、路面等其他类别不单

独归类，直接并入该类。

c） 有关说明：可利用阴影信息定性判断楼层高低。

6.4.2.2 高密度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

类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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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建筑密度大于等于 50%的多层及以上建筑为主的区域。（依据 GB 50180-93 2016

年版，住宅建筑净密度的最大值为 43%，建筑密度一般比住宅建筑净密度更大，因此确定为

50%）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4.2.3 低密度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建筑密度小于 50%的多层及以上房屋为主的建筑区域。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4.3 低矮房屋建筑区

6.4.3.1 低矮房屋建筑区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1-3 层且楼高 10m 以下的房屋建筑为主的区域，一般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上无明显阴影（层高定义应符合 GB/T 50504-2009 2.4.29 的规定）。

b） LC 采集要求：乡村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200m2，其他地区为 1600m2。房屋建

筑区内面积小于上述最小图斑面积的绿化林地、绿化草地、硬化平地、路面等其他类别不单

独归类，直接并入该类。

c） 有关说明：可利用阴影信息定性判断楼层高低。

6.4.3.2 高密度低矮房屋建筑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建筑密度大于等于 50%的低矮房屋建筑为主的区域。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c） 有关说明：多位于城市的老城区或建筑年代较早、规划水平较低的居民区。

6.4.3.3 低密度低矮房屋建筑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建筑密度小于 50%的低矮房屋建筑为主的区域。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c） 有关说明：多位于城市的高档住宅区和经济较发达、有规划的乡村集中居住区。

6.4.4 废弃房屋建筑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人口整体迁移、无人居住、废弃的农村地区连片房屋建筑区。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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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多层及以上独立房屋建筑

6.4.5.1 多层及以上独立房屋建筑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4 层及以上、或楼高 10m 以上的独立房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200m
2
。建筑物内部及院落式房屋围墙范围内

的空地、植被及构筑物等不单独区分。

6.4.5.2 多层独立房屋建筑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4-6 层的独立房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4.5.3 中高层独立房屋建筑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7-9 层的独立房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4.5.4 高层独立房屋建筑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10 层及以上，且建筑高度小于 100m 的独立房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4.5.5 超高层独立房屋建筑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独立房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4.6 低矮独立房屋建筑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层高在 3 层及以下且楼高 10m 以下的独立房屋建筑。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200m
2
。建筑物内部及院落式房屋围墙范围内

的空地、植被及构筑物等不单独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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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铁路与道路

6.5.1 铁路与道路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LC：有轨和无轨的道路路面覆盖的地表。FC：包括铁路、公路、城市道路及乡村

道路。

b） LC 采集要求：

1）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有轨道路路面覆盖的地表，赋代码 0602；公路、城市道路、乡村

道路等无轨道路路面覆盖的地表，赋代码 0601。

2） 宽度小于 3m 的路面，可与相邻主要类别合并。高架路视同一般道路归类。

3） 城镇居民区内道路被行树遮盖而难以获得真实地表的部分，可按绿化林地归类；出露的

道路部分达到最小图斑要求时，应归为路面，否则可以与相邻主要类别合并。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d） 有关说明：LC 图斑信息与 FC 道路中心线信息需要保证逻辑一致性。作为 FC 采集时，道路可

以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选择，但采集指标要求应一致。

6.5.2 铁路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LC：被火车行车轨道及路基覆盖的地表；FC：火车行车线路。

b） LC 采集要求：铁路路基范围的路面，包括无植被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堑的范围。

c） FC 采集要求：采集铁路正线的中心线，并赋要素属性。多条正线轨道并行时，间隔 10m 以内

的，按一条采集；间隔 10m 以上的，分别采集。间隔 10m 以内的并行正线轨道，若为两条并

行，依据其中一条轨道的中心线位置采集；若为多条并行，依据较为居中的一条轨道的中心

线位置采集。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

e） 有关说明：与公路路面相比，铁路较平直，路基较窄，拐弯处弧度较大，且可以通过铁道站

点来判定。

表 2 铁路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根据设计速度确定的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线路代码 必选 按照一定的铁路路线编码规则给定的编号 GB/T 25344

名称 必选 铁路线路名称 GB/T 25344

起点 必选 铁路线路的起点 GB/T 25344

终点 必选 铁路线路的终点 GB/T 25344

单双线 必选 说明铁路线路是单线还是双线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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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上下行方向 必选 说明铁路路段的上下行方向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建成时间 可选 建成通车时间

重复路段代码 可选 共用铁路路段的编号 GB/T 25344

是否高架 可选 说明是否为高架路 0-6（默认值为 0）

6.5.3 公路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连接城市间的道路，又称城际公路，包括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专用公路以

及公路之间的连接道。专用公路包括但不限于林区公路、厂矿道路、边境巡逻道路等供专业

车辆通行有专门用途的道路。

b） LC 采集要求：采集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含无植被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

堑的范围，同上位类，归为无轨道路路面。达到采集指标要求的公路收费岗亭、服务区应按

照房屋建筑（区）等进行归类。车行道两侧的人行道，归入无轨道路路面。

c） FC 采集要求：

1） 采集所有通车的、宽度一般大于 5m 的城际公路（包括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专用公

路以及线路之间的连接道）的道路中心线并赋要素属性，与城际公路构网的城市道路同

时也可按城际公路采集。

2） 若道路中央隔离带或绿化带较宽，宽度达到或超过 10m 时应按两条路线采集，小于 10m

的，宽度计入道路宽度。城市道路要素宽度属性不包含人行道的宽度。

3） 车道数按照实际划定的正规机动车道数填写，不含应急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不划车道的

道路，按每车道 3.5m 的宽度标准进行推算。一般情况下，双向通行道路的合理车道数量

为偶数。

4） 公路中可以不采集立交桥及构成立交桥的匝道，如果相交的道路相通，在道路中心线相

交处打断生成两条线段。除立交桥匝道，公路之间的连接道路需要按公路要求采集。

5） 道路宽度属性值包括车行道的所有范围，含车行道之间不宽于 10m 的隔离带宽度，不含

两侧的人行道以及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隔离带宽度。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

e） 有关说明：在中低分辨率影像上，应注意与铁路、沟渠进行区分：主要通过所连接的立交桥、

村庄、居民点进行判别；与河流交叉处的桥梁也能帮助判别公路与水系；公路路面反射率较

高，影像发亮，特别是新的水泥路面和裸土路面，更易基于影像判断。

表 3 公路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按照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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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公路以及线路之间的连接道等类型赋

予相应的代码

GB/T 13923

道路编号 必选 按照一定的道路编码规则给定的编号 GB/T 917

全称 条件必选 公路路线的全称
国道、省道、县道必选

GB/T 917

简称 可选 公路路线的简称 GB/T 917

技术等级 条件必选
根据道路的性质、交通量及其所处地点的自然条

件，确定道路应达到的各项技术指标和规定。

国道、省道必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车道数 必选 车行道上划出的车道数量 GB/T 26767

铺设材料 条件必选 铺设道路路面的材料
国道、省道、县道必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单双向 必选 说明道路是单向还是双向 单向/双向（默认值为双向）

上下行方向 条件必选 说明路段的上下行方向
高速、国道、省道必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路宽 条件必选 路面宽度
国道、省道、县道必选

GB/T 26767

重复路段代码 可选 同属两条及以上路线的路段的代码
共用道路编号，用“/”分开

GB/T 917

是否高架 可选 说明是否为高架路 0-6（默认值为 0）

类型 必选 说明公路的管理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5.4 城市道路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连接城市内部空间单元的道路。面积大于 1km2的居民地范围内的道路算作城市道

路。

b） LC 采集要求：采集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含无植被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

堑的范围，归为无轨道路路面；采集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城市地面轨道，包括无

植被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堑的范围，归为有轨道路路面。

c） FC 采集要求：

1） 采集县级及以上政府驻地所在城镇内路宽大于 5m 的快速路和城市街道的道路中心线，以

及该范围内其他起路网联通作用的主要街道的道路中心线，并赋要素属性。

2） 采集所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地面线。地铁线路采用地铁站之间连线，有明显矛盾的应做适

当处理。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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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市道路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城市道路的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道路编号 可选

名称 必选 线路名称

车道数 必选 车行道上划出的车道数量

路宽 必选 路面宽度

是否高架 可选 说明是否为高架路 0-6（默认值为 0）

6.5.5 乡村道路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村与村、村与外部路网、城际公路之间起连接作用且未纳入管理等级的通车道路，

主要包括未纳入管理等级的机耕路、乡村路等。

b） LC 采集要求：采集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包括碎石路、土路等），含无植被

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堑的范围，归为无轨道路路面。

c） FC 采集要求：采集乡村道路中硬化道路的中心线，并赋要素属性。经过沥青、混凝土和碎石

铺面处理过的道路视作硬化道路。非硬化乡村道路一般不采集，起路网连通作用的可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采集。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5。

表 5 乡村道路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道路名称

类型 可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5.6 匝道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又称引道。车辆进出主干线（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桥梁及行车隧道等）与邻近

的辅路，或其他主干线的陆桥、斜道、引线连接道以及集散道等的附属接驳。

b） LC 采集要求：采集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含无植被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

堑的范围，同上位类，归为无轨道路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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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C 采集要求：采集与城市道路相连的匝道中心线，并赋要素属性。与高速公路出/入口相连

的匝道，其起点或终点应与出/入口位置一致。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6。

表 6 匝道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匝道连接道路或立交桥名称组合而成的

匝道名称

类型 可选 说明属于平面匝道还是立体匝道 平面/立体。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 构筑物

6.6.1 构筑物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

实体或附属建筑设施（参见 GB/T 50504-2009）。其中的道路单独列出。

b） L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d） 有关说明：本类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除道路和房屋之外的所有存于地表、可见的人造

物。若有未纳入分类的构造物，可以根据需要对分类体系进行扩展，也可以直接归入其他构

筑物类中。

6.6.2 硬化地表

6.6.2.1 硬化地表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使用水泥、沥青、砖石、夯土等材料连片露天铺设的地表，或由于人类社会经济

活动经常性碾压、踩踏形成的裸露地表。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2。

c） 有关说明：

1） 该类在作为堆放场地时，易于与堆放物相混淆。人工长期堆积的各种矿物、尾矿、弃渣、

垃圾、沙土、岩屑等（人工堆积物）覆盖的地表应归入堆放物类；以短期或临时存放货

物为主要目的的堆放场，其堆放物和数量经常发生变动，应归入硬化地表（及其下位）

类。如货运码头、物流中心堆放货物和集装箱的货场，发电厂堆放电煤的煤场，林场堆

放原木的场地，砖瓦厂堆晒砖瓦泥坯的场地以及预制件厂堆放建筑预制件的场地等都应

归入硬化地表之下的露天堆放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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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注意与道路路面的区别。路面含无植被覆盖、经硬化的路堤、路堑范围。为防止水土

流失而建造的大面积硬化无植被覆盖的防护工程，虽分布于道路两侧，但划入路面明显

不合理而且基本能够区分的，应归入硬化地表中的护坡类。

6.6.2.2 广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城镇居民地中广阔、平坦的一般经过铺设的露天空间。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6.2.3 露天体育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大型无顶盖体育运动场所。（参见 GB/T 20258.3-2006）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c） 有关说明：高分影像上可见田径场或运动设施。田径场内的草坪可不单独归类，合并归入露

天体育场类中。

6.6.2.4 露天停车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专门用于停放车辆的硬化地表。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c） 有关说明：高分辨率影像上可见规则排布的停车位或停放的汽车。

6.6.2.5 停机坪与跑道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机场内飞机起降、滑行和停驻的露天区域，包括停机坪、跑道、滑行道、联络道

以及其他露天硬化场地区域。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5000m
2
。

c） 有关说明：机场区域的形态特征明显，影像上停机坪上通常可见停放的飞机，停机坪与跑道

通过滑行道相接，与候机楼相邻。

6.6.2.6 硬化护坡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防止受侵蚀，对堆置物、山体或工程不稳定处形成的高陡边坡采取人工硬化防

护措施形成、无植被覆盖的地表。不含道路路堤、路堑范围。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c） 有关说明：常位于道路、河渠通过的山脚处，面积较路堤路堑的坡面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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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7 场院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农村中用来打谷、晾晒粮食以及院落内的硬化场地。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通常位于农村居民地内或附近，以及一些院落式居住地内。未经硬化的归入碾压

踩踏地表类。

6.6.2.8 露天堆放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主要用来装卸并短期存放矿石、煤炭、砂石、钢材、木材、砖瓦、预制件等散堆

装物资、长大笨重货物以及集装箱等的露天硬化平地。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c） 有关说明：应注意与堆放物类进行区分。人工长期堆积的各种矿物、尾矿、弃渣、垃圾、沙

土、岩屑等(人工堆积物)覆盖的地表应归入堆放物类；只有以短期或临时存放货物为主要目

的的堆放场，其堆放的物料和数量经常发生变动，才归入该类。

6.6.2.9 碾压踩踏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经常性碾压、踩踏形成的次生裸露地表。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c） 有关说明：包括无植被覆盖的田埂，牧区露天的牲畜圈舍，房前屋后堆放杂物、日常活动用

的空地等。平坦旷野地区汽车碾压的车辙，不归入该类，应归入相邻主要类别。

6.6.2.10 其他硬化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其他未分类的硬化地表。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6.3 水工设施

6.6.3.1 水工设施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消除水害和开发利用水资源而修建的工程设施。

b） L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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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 堤坝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堤和坝的总称，也泛指防水拦水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b） LC 采集要求：宽度大于 3m，长度大于 100m 的堤坝归入此类，堤坝包括堤基范围。堤上有路

时，路面宽度达到 5m 以上的，路面范围内按照道路路面归类，其余部分按照堤坝归类；路面

宽度低于 5m 的，按照堤坝归类。

c） FC 采集要求：采集宽度大于 3m，长度大于 100m 的堤坝的中心线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7。

表 7 堤坝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堤坝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3.3 闸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包括船闸和水闸。建在河流、水库和沟渠中，有闸门启闭，用于调节水位和控制

流量的构筑物为水闸；两端有闸封闭，两闸之间建有人工水道，江水位升高或降低，使船在

高低水道间通行的场所为船闸。（参见 GB/T 20258.3-2006）

b） FC 采集要求：双线水系上船闸采集轮廓线构面，水闸采集为线；其他单线水系上的闸采集定

位点，位置定在线状水系和闸的交叉点。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8。

表 8 闸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按照闸的用途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3.4 排灌泵站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灌溉、排水而设置的抽水装置、出水建筑物、泵房及附属设施的总体。

b） FC 采集要求：收集资料结合影像更新采集定位点。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9。

表 9 排灌泵站属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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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按照泵站的用途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3.5 其它水工构筑物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除堤坝、闸和排灌泵站之外的其他水工设施。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长度大于 100m 的输水管道、渡槽等起连通作用的水工设施。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0。

表 10 其他水工构筑物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水工构筑物类型 使用关键词说明

6.6.4 交通设施

6.6.4.1 隧道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建造在山岭、河流及城市等地面下的火车、汽车以及输水通道。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长度大于 100m 的隧道，采集成线，直接连通两端出入口。直接连接线如

与实际情况有明显矛盾的应做适当处理。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1。

表 11 隧道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按照隧道运输类型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4.2 桥梁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道路跨越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建筑物。包括铁路桥、公路桥或公路铁路

两用桥以及人行桥，不含人行过街天桥。

b） LC 采集要求：视作道路，按照路面采集要求采集。

c） FC 采集要求：长度大于 100m 的桥梁，不含立交桥，采集桥面中心线。高架路不视作桥梁，

按照一般道路采集。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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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桥梁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4.3 码头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人工修建的供船舶停靠、以便于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场所及其附属设施。

b） FC 采集要求：面积大于 10000m
2
的按面采集；不够上述指标，但码头滨水岸线长度大于 100m

的采集为线。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3。

表 13 码头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名称 必选 码头名称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按照构造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4.4 车渡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载渡火车、汽车过江河湖海的场所与路线。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长度大于 100m 的车渡，按线采集。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4。

表 14 车渡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按照车渡承载类型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4.5 高速公路出入口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进入或驶出高速公路的路口。

b） FC 采集要求：采集所有的高速公路出入口，定位在高速路中心线与出入高速公路的匝道中心

线相交的位置，出口和入口分别采集。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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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高速公路出入口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说明是出口还是入口 出口/入口

道路代码 必选 出入口所在道路的最高等级道路编号

名称 必选 出入口名称

6.6.4.6 加油（气）、充电站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供交通运输车辆或者相关设备进行加油（气）或者充电的场所。

b） LC 采集要求：按照房屋建筑（区）类的要求进行归类。

c） FC 采集要求：收集资料结合影像更新采集定位点。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6。

表 16 加油（气）、充电站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类型 必选 按照加油（气）、充电站的用途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4.7 立交桥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即立体交叉桥，在两条交叉道路交汇处建立的上下分层、多方向互不相扰的陆地

桥。

b） FC 采集要求：采集立交桥的中心点点位，并赋要素属性。每处立交桥只采集一个定位点，立

交桥点位应与立交道路路线的交叉点重合，有多个交叉点时，选择相对居中的一个。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7。

表 17 立交桥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立交桥名称

类型 可选 说明属于交叉立交还是互通立交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6.5 城墙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古代城墙，包括长城和城市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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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6.6.6 温室、大棚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用来栽培植物或用于养殖的能透光和保温（或加温）的设施。不包括地膜覆盖和

人不能在内部进行生产活动的简易塑料棚。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连片分布的区域可合并归类。

c） 有关说明：

1） 不能透光的棚房不属于此类，宜按照房屋建筑归类。

2） 有明显温室、大棚设施的才归入此类，不能明确判定的，符合种植土地特点的，按照种

植土地进行归类。

3） 由于不同的温室大棚在投入水平、设施条件、用途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可以根

据需要对该类别细分下位类。

6.6.7 固化池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四周和底部均进行固化，以工业生产、污水处理以及文体服务等为主要目的构筑

物。包括游泳池、污水处理池、晒盐池及其他类型固化池。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有关说明：

1） 人工痕迹明显，形态规则，多位于居民地内或特定地方，应注意与用于养殖的库塘进行

区分。

2） 连片分布的固化池之间的埂、堰等可以忽略，统一归并到固化池类。

3） 位于房屋建筑顶部的固化池，按照固化池归类。

6.6.8 工业设施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露天安置的大型工业设备设施。如采油、炼油、储油、炼钢、发电、输电等设施。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连片分布的区域可合并归类。

c） 有关说明：露天工业设施集中分布的区域，按照设施外围范围合并归类，不需要逐个采集单

独的工业设施，范围内各种连片的硬化地表、路面、房屋建筑等若达不到采集指标要求不需

单独归类，达到指标要求的不应并入该工业设施类的同一图斑，需单独归类。

6.6.9 沙障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消减风速、固定流动或半流动沙丘，用柴草、秸秆、粘土、树枝、板条、卵石

等物料在沙面上连片建构的障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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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5000m
2
。

c） 有关说明：影像上人工痕迹明显，形态规则，多位于沙漠地区的道路两侧，或受沙化侵袭的

居民地周边。注意与固沙灌草类进行区分。

6.6.10 其他构筑物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其他未分类的人工构筑物。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

6.7 人工堆掘地

6.7.1 人工堆掘地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人类活动形成的弃置物长期覆盖或经人工开掘、正在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而出

露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6.7.2 露天采掘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露天开采对原始地表破坏后长期出露形成的地表，如露天采掘煤矿、铁矿、铜矿、

稀土、石料、沙石以及取土等活动人工形成的裸露地表。

b） LC 采集要求：

1） 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2） 采掘场范围内因采矿堆积的矿石、弃渣以及尾矿，统一归并到露天采掘场类，不需单独

归类。

3） 露天采掘场范围内，若包含开掘裸露物之外的其他覆盖类别，如水面、植被，达到其采

集指标要求的需要单独归类，不宜并入露天采掘场类。

c） 有关说明：人工开掘形成的负地形。矿区分布广泛。

6.7.3 堆放物

6.7.3.1 堆放物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人工长期堆积的各种矿物、尾矿、弃渣、垃圾、沙土、岩屑等（人工堆积物）覆

盖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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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关说明：人工形成的正地形。多分布在矿区和居民地周边。

6.7.3.2 尾矿堆放物（尾矿库）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矿石经过选别、综合利用处理后的残留物质堆积形成的地表。尾矿库是尾矿堆放

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以堆存金属或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

后排出尾矿或其他工业废渣的场所。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2。尾矿库中出露的尾矿堆积物归为此类，

赋代码 0821，尾矿库中水的部分应按照水体的分类要求归为水面，赋代码 1001。

c） FC 采集要求：采集库区面积 5000m
2
以上尾矿库范围线构面，并赋要素属性。尾矿库范围包括

坝基起算的坝体部分，并以库体与周边的自然分界线为界。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8。

e） 有关说明：尾矿库多分布在矿区内或附近的山沟等易于筑坝和有汇水来源的地方。

表 18 尾矿库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尾矿库的名称

矿物类型 可选 尾矿类型 自由文本

6.7.3.3 垃圾堆放物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集中堆放的垃圾。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c） 有关说明：多位于居民地周边。

6.7.3.4 其他堆放物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本标准未分类的其他堆放物。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

6.7.4 建筑工地

6.7.4.1 建筑工地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自然地表被破坏，正在进行土木建筑工程施工的场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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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C 采集要求：面状区域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600m
2
，建筑中道路连线长度达到 1km

以上。

c） 有关说明：

1） 根据建筑工程类型、建筑阶段不同，建筑工地在影像上差异较大。但一般范围明确，高

分影像上可见塔吊、挖掘和运输搬运等建筑机械。

2） 对于刚动工的工地，自动分类时易与其他人工形成的地表类别混淆，需要根据内部纹理

进行判断。

3） 对于已建成但未交付使用的房屋建筑、道路或其他构筑物，如果影像上或实地已没有建

筑施工迹象，不宜归入建筑工地类，而应归入房屋建筑等其他相应类别。

4） 城镇中的房屋拆迁待建区域，应归入该类。

6.7.4.2 拆迁待建工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已经拆迁尚待施工的建筑工地。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7.4.3 房屋建筑工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进行房屋施工的建筑工地。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7.4.4 道路建筑工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进行道路施工的建筑工地。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7.4.5 其他建筑工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进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施工的建筑工地。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6.7.5 其他人工堆掘地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本标准未分类的其他人工堆掘地。

b） LC 采集要求：同上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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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荒漠与裸露地

6.8.1 荒漠与裸露地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植被覆盖度长期低于 10%的各类自然裸露的地表。多年均无草木生长，监测年

份草被覆盖度达到 10%～20%的区域，也应归为此类。不包含人工堆掘、夯筑、碾（踩）压形

成的裸露地表或硬化地表。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2，其他地区为 1600m2。

c） 有关说明：我国荒漠主要分布在西北、华北的干旱地区。裸露地表指自然裸露的各类矿物质

覆盖的地表；经过人工碾压、踩踏形成的地表，可归入硬化地表下的相应类别；河流、湖泊、

库塘以及海滨等出露水面的泥滩，均视作裸露地表；人工弃置不管的沙土，长期自然裸露的

也归入裸露地表。

6.8.2 盐碱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表层裸露物以盐碱为主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其他地区为 1600m

2
。

c） 有关说明：该类不等同于盐碱化土地。盐碱化土地上可以有较高覆盖度的植被，应依据其植

被类型和覆盖度归入相应类别。对于覆盖度小于 10%，且表面裸露物以盐碱为主时才归入该

类。该类的地表覆盖分布范围较小，主要位于我国西部内流地区的干涸河与干涸湖分布区域。

6.8.3 泥土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表层裸露物以泥质或裸土为主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其他地区为 1600m

2
。

c） 有关说明：包括泥质地表和土质地表。前者如干涸的湖底，后者如黄土高原的自然裸土地。

不包括翻耕或未出苗的裸耕地。

6.8.4 沙质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表层裸露物以沙质为主的地表，包括沙漠、沙滩等。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其他地区为 1600m

2
。

c） 有关说明：包括水滨的沙滩和干旱地区大面积的沙地。

6.8.5 砾石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表层裸露物以块状砾石为主的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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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其他地区为 1600m

2
。

6.8.6 岩石地表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表层裸露物以基岩为主的地表。

b） LC 采集要求：荒漠地区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其他地区为 1600m

2
。

6.9 水域

6.9.1 水域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LC：被液态和固态水覆盖的地表；FC：水体较长时期内消长和存在的空间范围。

b） LC 采集要求：河流、常年有水的水渠、湖泊、水库、坑塘、海面中的液态水面覆盖范围统一

归为一种覆盖类别，称为水面，赋代码 1001。冰川与常年积雪范围内的冰雪分别按照冰川（代

码 1051）和常年积雪（代码 1052）进行归类。一般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d） 有关说明：

1） 一般来说，LC 水面范围只可能小于等于 FC 河道范围，除非采用的正好是洪水期拍摄的

影像。

2） LC 采集时，浮游植物覆盖的水面应归入该类。

3） LC 采集时应按照影像资料反映的水面范围进行分类，并在元数据中完整准确记录所使用

数据源的类型和时间特征。

6.9.2 河渠

6.9.2.1 河渠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带状或线状水域。

b） L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d） 有关说明：须保证同一河流、支流、渠道的连通性，遇渡槽、涵洞、倒虹吸等并入相应河、

渠。

6.9.2.2 河流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LC：自然或半自然的带状或线状水体；FC：天然形成的陆地表面宣泄水流的通道，

是溪、川、江、河等的总称。有堤防的河道，包括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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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包括常年雨季形成的高水位岸线，即

高水界之间的范围。（参见 SL 213-2012）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采集河道范围内的水面，赋代码 1001。

宽度 3m 以下的线状水面可归入相邻类别。

c） FC 采集要求：

1） 采集实地长度大于 500m 的所有时令河与常年河、实地长度大于 1000m 的干涸河；起伏较

大的山地地区，实地长度小于 5000m、比降较大、平时无水的山洪沟不采集。上述长度

按照从最远的源头到汇入上一级河流的交汇口的投影长度计算，比降为源头与交汇口之

间的落差与长度之比。

2） 河道，即高水界范围，实地宽度大于 20m 的采集河道范围线构面赋属性，并同时采集结

构线，赋要素属性，结构线的 GB 码赋值为“999999”，河道面的 GB 码属性应根据河流

的具体类型赋值；河道实地宽度小于 20m 的采集中心线，并赋要素属性，其 GB 码应根据

河流的具体类型赋值，不应赋值为“999999”。

3） 河流结构线或中心线采集时应按从上游到下游的方向顺序采集坐标点。

4） 根据高水位采集的河道范围内，如果有高水界之上的岛屿，会使河道在岛屿两侧产生分

叉和汇流，岛屿两侧需分别采集河流结构线。

5） 有水河流结构线一般采用河流的主航道、深泓线、主流线等，少数情况下，这些线可能

与河道中心线重叠。对于一些辫状河流，不能确定主航道、深泓线、主流线的，选择其

中的一条主要水流，采集其中心线作为河流结构线。河流结构线不应穿越位于高水位之

上的岛屿或沙洲。

6） 干旱地区山口形成的洪积扇及分布其上的漫流冲沟，采集洪积扇范围线构面，其 GB 码赋

值为“210302”（漫流干河），结构线选择主要的冲沟表示；对于地势平坦地区存在的漫

流干河，采集河道外围线构面，其 GB 码赋值为“210302”（漫流干河），结构线沿主要

水流痕迹线采集，不能确定的采集河道中心线作为结构线。

7） 遇连通河流的水库、坑塘和湖泊，河流结构性（中心线）保持连续通过；5000m
2
以下的

水库、湖泊和 1000m
2
以下的坑塘如果连通的河流上下游河道宽度大于 20m 的，应视为河

流的组成部分进行采集。

8） 河流结构线应在河道范围内。

9） 河道宽度小于 20m 的河流，河段宽度变化若超过 10m，需要断开，以记录其不同的宽度

属性值。

10）高水界可根据影像、地形和其他资料确定。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19。除“平均宽度”一项，其他均适用于线和面两种方式采集

的数据。河道宽度大于 20m 的河流，无需记录“平均宽度”属性项。

表 19 河流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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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名称 必选 地面河流名称

实体码 可选 河流代码

实体码依据说明 可选 说明河流代码依据的资料或方法

等级 可选 地面河流等级 1/2/3/4/5/6/7/等外

河流类型 必选 常年河、时令河或干涸河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时令月份 可选 地面河流有水月份 1-12（仅时令河填写）

流域 必选 地面河流所属流域的代码

通航性质 可选 是否通航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共享河段代码 可选 共享该河段的河渠的实体码 用“/”分开

平均宽度 可选 仅适用于河道实地宽度小于 20m的河流

水利行业代码 可选 水利行业确定的河流代码 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填写

水利行业河流级别 可选 水利行业确定的河流级别 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填写

6.9.2.3 水渠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LC：指水渠中的水，或无水出露作为输水设施的渠道无植被覆盖的硬化部分；FC：

指渠堤合围而成的带状或线状水道。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常年有水的水渠采集水面范围，赋代

码 1001，其余部分归入水渠类，赋代码 1012。渠内水面宽度小于 3m 的可视为无水渠道。临

时有水或无水渠道归入水渠类，赋代码 1012。

c） FC 采集要求：

1） 采集实地渠岸之间宽度大于 3m、长度大于 500m 的固定水渠，不含毛渠。

2） 水渠宽度属性按照渠堤内侧最高处计算。遇渡槽、涵洞、倒虹吸等并入相应水渠，保证

同一渠道的连通性。

3） 宽度大于 20m 的采集范围线构面，同时采集结构线，小于 20m 的采集中心线，并赋要素

属性。

4） 宽度小于 20m 的水渠，渠段宽度变化若超过 10m，需要断开，分别记录不同的宽度属性

值。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0。除“平均宽度”一项，其他均适用于线和面两种方式采集

的数据。宽度大于 20m 的水渠，无需记录“平均宽度”属性项。

e） 有关说明：固定水渠通常有硬化渠岸，或沿渠岸有行树分布。

表 20 水渠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水渠名称

实体码 可选 河流代码

实体码依据说

明
可选 说明水渠实体码依据的资料或方法

等级 可选 水渠等级 1/2/3/4/5/6/7/等外

流域 必选 水渠渠所属流域的代码

长度 可选 水渠渠段长度

单双向 可选 水流单向或双向流动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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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通航性质 可选 是否通航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共享河段代码 可选 共享该河段的河渠的实体码 用“/”分开

平均宽度 可选 仅适用于实地宽度小于 20m的水渠

水利行业代码 可选 水利行业确定的水渠代码 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填写

6.9.3 湖泊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湖盆及其承纳的水体称为湖泊。（参见 SL 213-2012）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采集水面范围，赋代码 1001。

c） FC 采集要求：选择常年水面面积 5000m2以上的湖泊，采集其高水位线构面赋要素属性。包括

天然湖泊和人工湖泊。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1。

表 21 湖泊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湖泊名称

实体码 可选 湖泊代码

实体码依据说

明
可选 说明湖泊实体码依据的资料或方法

水面面积 可选 湖泊在一定水位时的水面面积。 GB/T50095-2014

容积 可选
湖泊在一定水位形成湖面以下湖盆的总

储量。
GB/T50095-2014

平均水深 可选 湖泊容量与湖泊面积的比值。 GB/T50095-2014
最大水深 可选 湖面至湖盆最低处的竖直距离。 GB/T50095-2014
水质 必选 按盐度分。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时令月份 必选 湖泊有水月份 1-12
水利行业代码 可选 水利行业确定的湖泊代码 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填写

6.9.4 库塘

6.9.4.1 库塘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以蓄水灌溉、引用、养殖等为主要目的而开掘、修筑或自然形成的面状水体。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采集水面范围，赋代码 1001。

c） FC 采集要求：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6.9.4.2 水库

类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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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在河道、山谷、低洼地及地下透水层修建挡水坝或堤堰、隔水墙形成集水的人工

湖。（参见 SL 213-2012）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2。采集水面范围，赋代码 1001。

c） FC 采集要求：采集 5000m
2
以上水库的最高蓄水位线构面赋要素属性。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2。

表 22 水库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水库名称

实体码 可选 水库代码

实体码依据说明 可选 说明水库实体码依据的资料或方法

库容量 可选 坝上游水位水平面以下的水库容积（万 m3） GB/T50095-2014

用途类型 可选 水库用途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水利行业代码 可选 水利行业确定的水库代码 依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填写

6.9.4.3 坑塘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面积较小的面状水体，不含临时蓄水的水田。（参见 GB/T

21010-2017）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400m
2
。采集水面范围，赋代码 1001。

c） FC 采集要求：选择高水位范围面积 1000m
2
以上的坑塘，采集其高水位线构面，并赋要素属性。

连片分布、用途相同的库塘，可忽略内部的田埂、小路、水渠、林带等狭长地物，作为一个

对象采集外围轮廓线构面，并赋用途属性。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3。

表 23 坑塘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自由文本

用途类型 可选 池塘用途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9.5 海面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指构成海洋水体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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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C 采集要求：影像范围内，海水面覆盖范围。赋代码 1001。

c） FC 采集要求：采集岸线与影像外廓线构面，并赋要素属性。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4。

表 24 海面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海域名称

6.9.6 冰川与常年积雪

6.9.6.1 冰川与常年积雪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地表。包括粒雪原和冰川的范围。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

c） FC 采集要求：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以上的，采集范围线构面，并赋属性。

d）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5。

表 25 冰川与永久积雪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可选 冰川名称

6.9.6.2 冰川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寒冷地区多年降雪积聚、经过变质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形状并能自行运动的天然

冰体。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2。

c） FC 采集要求：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以上的，采集范围线构面，并赋属性。

6.9.6.3 常年积雪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在高纬或高山降雪量多于融雪量的地区所长期积存的雪。

b） LC 采集要求：最小图斑对应的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2。

c） FC 采集要求：地面实地面积为 10000m
2
以上的，采集范围线构面，并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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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地理单元

6.10.1 地理单元类说明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按照规划、管理、识别或利用的需求，按一定尺度和性质将多种地理要素组合在

一起而形成的空间单位。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地理单元的边界线构面，并赋要素属性值。

6.10.2 行政区划单元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为了国家政权职能实行分级管理而划分出来的地域单元，包括国家行政单元、省

级行政单元、特别行政区单元、地、市、州级行政单元、县级行政单元、乡、镇行政单元、

行政村、城市中心城区、其他特殊行政管理区。城市中心城区指按照城市规划、建成区现状

或行政管理等方法确定的城市中心区域范围。

b） FC 采集要求：

1） 国家行政单元、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行政区划单元以及特别行政区单元需要全部

采集，并赋要素属性值。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元界线可从基础地理信息中提取，并原则

上对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元界线不处理和其他相关要素的协调性问题。

2） 乡镇界线依据时点前最新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名称，并收集有关资料进行采集。

3） 村级行政区采集定位点，并赋城乡代码属性（一般应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用

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为主要依据；与县级及以上代码不一致时，若有可靠的修改

依据，可以根据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代码修改县级以下行政区划代码，否则不做修改）。

定位点一般定在村级行政区村委会、居委会所在位置，如果明显不合理，可定位在村级

行政区的主要居民地中心（面积较大或人口较多）、或通村公路的终点，并确保定位点在

村级行政区的范围内。

4） 城市中心城区依据收集的资料确定中心城区范围，并在“类型”属性中说明定义该中心

城区的方法。

5） 其他特殊行政管理区包括属地和管理分属不同行政单元的地区等。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6。

表 26 行政区划单元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政区代码 必选 行政区划代码 县级及县级以上参照 GB/T 2260

乡、镇和村级行政区参照“统计用区划代

码和城乡划分代码”
名称 必选 行政区名称

类型 可选
仅适用于城市中心城区，说明

定义中心城区的方法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默认值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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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社会经济区域单元

6.10.3.1 主体功能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

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种空间单元。包括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

禁止开发区。

b） FC 采集要求：采集主体功能区界线构面。同时有国家级和省级界线且两者基本一致时，只采

集省级界线。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一般以县、乡镇行政区为基本单元，不应该有重叠；

禁止开发区以自然或法定边界为基本单元，分布在其他类型主体功能区之中，应优先表示禁

止开发区。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7。

d） 有关说明：

1） 全国主体功能区由国家主体功能区和省级主体功能区组成，分国家和省级两个层次编制

规划。

2）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是解决国土空间开发的全局性问题，包括国土空间开发的指

导思想、战略目标、开发原则，国家层面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

域的范围、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目标，以及政策、法律法规、绩效考核等方面的保障

措施。国家主体功能区不覆盖全部国土。

3） 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一方面要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本行政区范围内国家主体

功能区确定为相同类型的区域，保证数量、位置和范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对本行政区

国家主体功能区以外的国土空间，根据国家确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为省级

主体功能区。

表 27 主体功能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要素名称 国发[2010]46号

面积 可选 主体功能区面积 来源于规划或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有关功能区的说明

类型 可选 主体功能区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等级 可选 确定该功能区的规划层级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http://baike.baidu.com/view/34620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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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2 开发区、保税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开发区是为促进经济发展，由政府划定实行优先鼓励工业建设的特殊政策地区。

保税区是经主权国家海关批准，在其海港、机场或其他地点设立的允许外国货物不办理进出

口手续即可连续长期储存的区域。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开发区、保税区。开发区规划范围不明确的可采集已开发的区域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8。

表 28 开发区、保税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开发区、保税区名称

等级 必选 开发区、保税区等级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类型 必选 开发区、保税区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规划面积 必选 开发区、保税区面积
来源于规划或统计资料，单位：

km2

所在地（市/县） 必选

公告文号 必选

说明 可选

6.10.3.3 国有农、林、牧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国家所有的农业经济组织，由各级政

府部门管理的农、林、牧场，包括农垦部门管理的国有农（林、牧、渔）场，侨务部门管理

的华侨农场，军队管理的部队生产农（牧）场，农业部门管理的良种场、园艺场、种畜场等。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农、林、牧场的定位点，一般定位在主要管理机构所在位置或主要居民地

中心。有资料条件的应采集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29。

表 29 国有农、林、牧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要素名称

等级 必选 农林牧场隶属的管理部门的级别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类型 必选 农林牧场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CH/T XXXXX—XXXX

46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面积 可选 农林牧场面积 来源于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3.4 自然、文化保护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种群的天然生境

地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

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67 号）。文化保护

区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省、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

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镇、村、

建筑群等等。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各级自然、文化保护区。对于自然保护区，有资料条件的应分别采集保护

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的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0。

表 30 自然、文化保护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自然、文化保护区名称

类型 可选 说明采集的空间范围所属的保护方式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默认值为“未分区”

等级 可选 自然、文化保护区等级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面积 可选 自然、文化保护区的规划总面积 来源于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自然、文化保护区简介

6.10.3.5 自然、文化遗产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重

遗产。自然遗产区域是具有以下特征的地域：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

构成代表进行中的生态和生物的进化过程和陆地，水生，海岸，海洋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社区

发展的突出例证；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尚存的珍

稀或濒危动植物种的栖息地。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的建筑物、文物、遗址。（参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b） FC 采集要求：采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范围线构面。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03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6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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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1。

表 31 自然、文化遗产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自然、文化遗产名称 《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

类型 必选 遗产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面积 可选 规划区域的总面积 来源于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3.6 风景名胜区、旅游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风景名胜区指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

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

号）。旅游区指县级以上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设立，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

具备相应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参考 GB/T 17775-2003 3.1）。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各级风景名胜区的范围和 AAA 级以上旅游区的定位点。旅游区定位点定位

在旅游区的主要入口处。有资料条件的应采集旅游区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2。

表 32 风景名胜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风景名胜区、旅游区名称
《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关于审定第*批国家重点风

景名胜区报告的通知》；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名单。

类型 必选 说明是风景名胜区还是旅游区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等级 可选 风景名胜区或旅游区的等级
风景名胜区分为国家级/省级

旅游区按照 GB/T 17775评定结果，如 AAAAA

面积 可选 风景名胜区或旅游区的设计规划面积 来源于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对风景名胜区或旅游区简介

6.10.3.7 森林公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森林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森林旅游与休闲，并

按法定程序申报批准的森林地域。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4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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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C 采集要求：采集各级森林公园范围构面。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3。

表 33 森林公园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森林公园名称 森林公园名称

等级 可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面积 可选 来源于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3.8 地质公园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具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并融合其他自然景观与人文景

观而构成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各级地质公园范围构面。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4。

表 34 地质公园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地质公园名称 国土资源部

等级 可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面积 可选 来源于统计资料，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3.9 行、蓄、滞洪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洪水泛滥危急时或洪水过后，用于分流、蓄洪或洪水滞留的区域。（参见 GB/T

20258.4-2007）

b） FC 采集要求：从收集的专业资料或基础地理信息中提取行、蓄、滞洪区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5。

表 35 行、蓄、滞洪区属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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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行、蓄、滞洪区的名称

类型 必选 分为行洪区、蓄、滞洪区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10.3.1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提供城镇居民生活及公共服务用水取水工程的水源地域为饮用水水源地。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是为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划定的空间区域。

b） FC 采集要求：水资源函[2011]109 号中包含的水源地应全部采集，其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根

据收集资料采集。每一个水源地若有资料支持应分别采集其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

护区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6。

表 3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水源地名称

类型 必选 保护区类型，默认值为“未分区”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10.3.11 生态保护红线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已经正式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构面。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7。

表 37 生态保护红线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红线区名称

面积 可选 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3.1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类别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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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别定义：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不能改变用途、不得以任何

方式挪作它用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永久基本农田外围范围线包含的区域。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已经正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线构面。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8。

表 38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名称

面积 可选 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3.13 城镇开发边界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城镇建设可以扩张的界限。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已经正式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的范围线构面。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39。

表 39 城镇开发边界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城镇名称

面积 可选 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4 自然地理单元

6.10.4.1 流域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或湖泊的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的总和。

b） FC 采集要求：采集三级以上流域。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0。

表 40 流域区属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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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要素名称 如长江流域

流域代码 必选 流域代码

6.10.4.2 地形分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地形区指以某种地形类型（如平原、高原、盆地、丘陵）为主的独立地形单元，

不同的地形区之间往往以山脉和河流作为分界线。

b） FC 采集要求：采用基础地理数据，收集资料，采集我国主要高原、平原、盆地和丘陵的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1。

表 41 地形分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地形分区名称

面积 可选 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4.3 地貌类型单元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根据形态、成因、类型与结构等因素，形成的地貌类型分区。

b） FC 采集要求：参考使用中国地貌数据库的地貌类型数据。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2。

表 42 地貌类型单元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地貌类型单元名称

类型 必选 地貌类型代码

面积 可选 单位：km2

说明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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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4 湿地保护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湿地是指天然或人造、永久或暂时之死水或流水、淡水、微咸或咸水沼泽区、泥

炭地或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m 的海水区（参见 GB/T 24708-2009）。湿地保护区指

对湿地一定范围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b） FC 采集要求：只采集以下湿地：

1） 已列入《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的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

2） 已列入《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

3） 已建立的各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中的湿地；

4） 已建立的湿地公园中的湿地。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3。

表 43 湿地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湿地名称

湿地类型 必选 湿地保护区的主要湿地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依据 GB/T 24708

面积 可选 单位：km2

说明 可选

6.10.4.5 沼泽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地表过湿或有薄层常年或季节性积水，土壤水分几达饱和，生长有喜湿性和喜水

性沼生植物的地段。另据 GB/T 24708-2009，沼泽是具有以下 3 个基本特征的自然综合体：

1） 受淡水、咸水或盐水的影响，地表经常过湿或有薄层积水；

2） 生长沼生和部分湿生、水生或盐生植物；

3） 有泥炭积累或尽管无泥炭积累，但在土壤层中具有明显的潜育层。

b） FC 采集要求：根据资料及影像确定。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4。

表 44 沼泽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沼泽名称

说明 可选



CH/T XXXXX—XXXX

53

6.10.5 城镇综合功能单元

6.10.5.1 居住小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被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所围合，并与居住人口规模相对应，配建有公共服务设

施的居住生活聚居地。（参见 GB 50180-93 2016 年版）

b） FC 采集要求：采集有独立门牌编号或名称的居住小区定位点。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5。

表 45 居住小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居住小区名称

所在地 可选 所属的行政区域

小区类型 必选 按照小区的居住环境、设施情况分类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建筑年代 可选 小区的建筑年代，准确到年份

6.10.5.2 工矿企业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从事工业、矿产、农产品加工、物流仓储、环境保护等企业所属或长期使用管理

的具有一定规模、权属相对独立、主要用作生产和流通性活动的的空间范围。

b） FC 采集要求：需完整采集水厂、电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包括垃圾堆放场、填埋场、

焚烧厂等）等类型工矿企业的定位点，其他类型工矿企业依据现有资料采集。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6。

表 46 工矿企业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工矿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必选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 GB/T 4754规定的代码

设计综合日生

产能力
可选

反映工矿企业日生产能力的指标，属

性值包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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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3 单位院落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公司法人所属或长期使用管

理的具有一定规模、权属相对独立、主要用作办公、服务以及相关设施集中布设的空间范围。

b） FC 采集要求：

1） 需完整采集城乡全日制教育大中小学校、一二三级十等医院、有等级的国家和社会组织

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乡级以上政府及所属机构的办公地、机场、港口、长途汽车站（枢

纽）、三等以上火车站的定位点。

2） 宜采集占地面积 1600m2以上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单位，包括从事新闻出版、科研、勘

测设计、科普、技术推广、外交、监教、殡葬服务、给排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

电信、消防、环卫、公用设施维修、交通服务等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单位。采集院落

范围构面。其他类型单位院落依据现有资料采集，重点采集从事金融、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商业办公等服务占地 5000m2以上的大型院落。

3） 有其他完整性需求的区域，可下调单位院落的面积采集指标；也可增加要求完整采集的

单位院落类型。

4） 当一个单位院落同时包含学校、医院、政府、社会福利机构等四类单位院落时，采集定

位点时分别采集，采集为面时，采集一个面并赋不同属性，用“/”隔开。除该四类单位

院落外，只采集一个点，属性项中填写行政等级最高或规模最大、最主要单位的相关属

性值。

5） 未分等的医院，属性项中等级一栏只填写其级别，不区分甲、乙或丙等。

6） 行业类型需要依据 GB/T 4754 的规定填写能够合理确定的最细一级的代码，包括首位字

母码。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7。

表 47 单位院落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名称 必选 单位名称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行业类型 必选 单位所属行业类型代码 GB/T 4754规定的代码

等级 条件必选 医院必选，表示医院的等级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10.5.4 休闲娱乐、景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城镇休闲娱乐的场所和风景区的总称。包括公园、游乐园、动物园、植物园、大

型广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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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C 采集要求：采集面积大于 50000m
2
的休闲娱乐、景区的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8。

表 48 休闲娱乐、景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休闲娱乐、景区名称

类型 必选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10.5.5 体育活动场所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配备相关体育设施，有责任机构运营、管理、维护，对社会开放，供公众从事体

育活动的公共场所。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面积大于 10000m
2
的大型体育场馆的范围。其他大于 400m

2
的正式体育活动

场所，采集为点。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49。

表 49 体育活动场所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 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体育活动场所的名称

类型 必选 体育场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10.5.6 名胜古迹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有一定历史的场所，不包括用做公园的遗址公园。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面积大于 10000m2的名胜古迹的范围。根据需要，采集历史建筑、街巷、

古塔、古井、牌坊、戏台、古树名木等的点位。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50。

表 50 名胜古迹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名胜古迹名称

类型 必选 名胜古迹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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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7 宗教场所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开展宗教活动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及其他固定处所。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面积大于 10000m
2
的宗教场所的范围。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51。

表 51 宗教场所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宗教活动场所名称

宗教类型 必选 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6.10.5.8 保障性住房建设区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正在建设或计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区域。

b） FC 采集要求：采集已批用于建设保障房的地块范围（已建成的区域，按照居住小区采集）。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52。

表 52 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名称

住房类型 必选 具体的保障性住房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计划建成时间 可选 保障性住房计划建成时间

6.10.5.9 收费停车场（库）

类别描述如下：

a） 类别定义：划设停车位，对社会开放并有收费经营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所，包括路边停车场、

地下车库。

b） FC 采集要求：采集面积大于 400m
2
或停车位超过 20 个的收费停车场（库）。停车位大于两排

的采集停车场范围构面表示，两排或两排以下用线表示。停车场范围获取困难时，可按点表

示，定位在停车场出入口，有多个出入口时选择一个主要入口表示。

c） 属性项定义：属性项定义见表 53。

表 53 收费停车场（库）属性项

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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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项名称 必选/可选 属性项说明 取值范围或依据的技术标准

GB码 必选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 GB/T 13923

名称 必选 停车场名称

类型 必选 收费停车场（库）类型 属性值定义见表 B.1

车位数 可选 可停车辆数

充电桩数 可选 可为电动车充电的充电桩数量

层数 可选
用于立体或多层停车场，说明停车楼

的层数

6.11 地形

6.11.1 高程

反映地表高程的信息。

6.11.2 坡度

反映地表坡度的信息。

6.11.3 坡向

反映地表坡面坡向的信息。

7 属性值说明

FC 属性项取值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8 扩展规则

本标准已预定义的类别和给定的采集要求均为最低要求，在使用本标准时，可以根据需求对分类

体系进行扩展、对采集要求进行细化，但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 原则上一级类不做扩展，二级类限制扩展，三级及更细的类别可根据需要扩展，扩展时应遵

循与本标准内容相同的架构。

b） 扩展类别编码应符合 4.2 的要求。

c） 扩展分类用到本标准中已定义的类别时，应当直接引用，不得重复定义；新增类别不得与已

定义的类别相冲突，应与上位类有合理的隶属关系，并对其从定义、LC 采集要求、FC 采集要

求等方面进行完整说明。

d） 对本标准已经定义的类别，其最小图斑大小和采集指标要求，一般不作调整，确需调整的，

只能更详细，不能在此基础上放宽要求。扩展类别的最小图斑大小和采集指标要求应遵循本

标准的原则做合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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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本标准第 7 部分定义的属性值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但对于各类别及其属性项已经定

义的属性值，不能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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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指标表

表 A.1 规定了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表 A.1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表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0100 种植土地

0110 水田 LC：400m
2

0120 旱地 LC：400m
2

0130 果园 LC：400m
2

0131 乔灌果园 LC：400m
2

0132 藤本果园 LC：400m
2

0133 草本果园 LC：400m
2

0140 茶园 LC：400m
2

0150 桑园 LC：400m
2

0160 橡胶园 LC：400m
2

0170 苗圃 LC：400m
2

0180 花圃 LC：400m
2

0190 其他经济苗木 LC：400m
2

0191 其他乔灌经济苗木 LC：400m
2

0192 其他藤本经济苗木 LC：400m
2

0193 其他草本经济苗木 LC：400m
2

0300 林草覆盖

0310 乔木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11 阔叶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12 针叶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13 针阔混交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20 灌木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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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0321 阔叶灌木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22 针叶灌木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23 针阔混交灌木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30 乔灌混合林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40 竹林 LC：400m
2

0350 疏林 LC：1600m
2

0360 绿化林地 LC：200m
2

0370 人工幼林 LC：400m
2

0380 稀疏灌草丛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390 天然草地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91 高覆盖度草地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92 中覆盖度草地 LC：大面积的林区和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93 低覆盖度草地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草原地区 1600m

2
；其他地区 400m

2

03A0 人工草地 LC：400m
2

03A1 牧草地 LC：400m
2

03A2 绿化草地 LC：200m
2

03A3 固沙灌草 LC：400m
2

03A4 护坡灌草 LC：400m
2

03A9 其他人工草地 LC：400m
2

0500 房屋建筑（区）

0510 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 LC：乡村地区 2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511 高密度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 LC：乡村地区 2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512 低密度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 LC：乡村地区 2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520 低矮房屋建筑区 LC：乡村地区 2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521 高密度低矮房屋建筑区 LC：乡村地区 2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522 低密度低矮房屋建筑区 LC：乡村地区 2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530 废弃房屋建筑区 LC：1600m
2

0540 多层及以上独立房屋建筑 LC：200m
2

0541 多层独立房屋建筑 LC：200m
2

0542 中高层独立房屋建筑 LC：200m
2

0543 高层独立房屋建筑 LC：200m
2

0544 超高层独立房屋建筑 LC：200m
2

0550 低矮独立房屋建筑 LC：200m
2

0600 铁路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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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0610 铁路
LC：铁路路基范围的路面

FC：全部铁路正线

0620 公路
LC：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

FC：所有通车的、宽度一般大于 5m 城际公路

0630 城市道路

LC：1）宽度大于 3m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2）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城市地面轨道

FC：1）县级及以上政府驻地所在城镇内路宽大于 5m 的快速路和城市街道，

以及该范围内其他起路网联通作用的主要街道；2）所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地

面线

0640 乡村道路

LC：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

FC：乡村道路中的硬化道路；非硬化乡村道路一般不采集，起路网连通作

用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采集

0650 匝道
LC：宽度大于 3m 且长度大于 500m 的路面

FC

0700 构筑物

0710 硬化地表 LC：1600m
2

0711 广场 LC：1600m
2

0712 露天体育场 LC：1600m
2

0713 露天停车场 LC：1600m
2

0714 停机坪与跑道 LC：5000m
2

0715 硬化护坡 LC：1600m
2

0716 场院 LC：400m
2

0717 露天堆放场 LC：1600m
2

0718 碾压踩踏地表 LC：400m
2

0719 其他硬化地表 LC：1600m
2

0720 水工设施

0721 堤坝
LC：宽度大于 3m，长度大于 100m

FC：宽度大于 3m，长度大于 100m

0722 闸 FC

0723 排灌泵站 FC

0729 其它水工构筑物 FC：长度大于 100m 的输水管道、渡槽等水工设施

0730 交通设施

0731 隧道 FC：长度大于 100m

0732 桥梁 FC：长度大于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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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0733 码头 FC：面积大于 10000m
2
，或滨水岸线长度大于 100m

0734 车渡 FC：长度大于 100m

0735 高速公路出入口 FC：全部

0736 加油（气）、充电站 FC

0737 立交桥 FC

0740 城墙 LC：400m
2

0750 温室、大棚 LC：1600m
2

0760 固化池 LC：400m
2

0761 游泳池 LC：400m
2

0762 污水处理池 LC：400m
2

0763 晒盐池 LC：400m
2

0769 其他固化池 LC：400m
2

0770 工业设施 LC：1600m
2

0780 沙障 LC：5000m
2

0790 其他构筑物 LC：400m
2

0800 人工堆掘地

0810 露天采掘场 LC：1600m
2

0811 露天煤矿采掘场 LC：1600m
2

0812 露天铁矿采掘场 LC：1600m
2

0813 露天铜矿采掘场 LC：1600m
2

0814 露天采石场 LC：1600m
2

0815 露天稀土矿采掘场 LC：1600m
2

0819 其他采掘场 LC：1600m
2

0820 堆放物
LC：1600m

2

FC：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0821 尾矿堆放物
LC：1600m

2

FC：5000m
2

0822 垃圾堆放物 LC：1600m
2

0829 其他堆放物 LC：1600m
2

0830 建筑工地 LC：1600m
2

0831 拆迁待建工地 LC：1600m
2

0832 房屋建筑工地 LC：1600m
2

0833 道路建筑工地 LC：1600m
2
，或建筑中道路连续长度大于 1km

0839 其他建筑工地 LC：160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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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0890 其他人工堆掘地 LC：1600m
2

0900 荒漠与裸露地

0910 盐碱地表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920 泥土地表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930 沙质地表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940 砾石地表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0950 岩石地表 LC：荒漠地区 10000m
2
，其他地区 1600m

2

1000 水域

1010 河渠

1011 河流

LC：400m
2
，宽度 3m 以下的线状水面可归入相邻类别

FC：实地长度大于 500m 的所有时令河与常年河、实地长度大于 1000m 的干

涸河；起伏较大的山地地区，实地长度小于 5000m、比降大于 10%、平时无

水的山洪沟不采集

1012 水渠
LC：400m

2

FC：实地宽度大于 3m、长度大于 500m 的固定水渠，不含毛渠

1020 湖泊
LC：400m

2

FC：常年水面面积 5000m
2

1030 库塘
LC：400m

2

FC：按下位类要求采集

1031 水库
LC：400m

2

FC：5000m
2

1032 坑塘
LC：400m

2

FC：1000m
2

1040 海面
LC：影像范围内，海水面覆盖范围

FC：采集岸线与影像外廓线构面

1050 冰川与常年积雪
LC：10000m

2

FC：10000m
2

1051 冰川
LC：10000m

2

FC：10000m
2

1052 常年积雪
LC：10000m

2

FC：10000m
2

1100 地理单元

1110 行政区划与管理单元

1111 国家级行政区 FC：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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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1112 省级行政区 FC：全部

1113 特别行政区 FC：全部

1114 地、市、州级行政区 FC：全部

1115 县级行政区 FC：全部

1116 乡、镇级行政区 FC：全部

1117 村级行政区 FC

1118 城市中心城区 FC

1119 其他特殊行政管理区 FC

1120 社会经济区域单元

1121 主体功能区 FC

1122 开发区、保税区 FC：各级开发区、保税区

1123 国有农、林、牧场 FC

1124 自然、文化保护区 FC：各级自然、文化保护区

1125 自然、文化遗产 FC：世界级自然、文化遗产

1126 风景名胜区、旅游区 FC：各级风景名胜区和 AAA 级以上旅游区

1127 森林公园 FC：各级森林公园

1128 地质公园 FC：各级地质公园

1129 行、蓄、滞洪区 FC

112A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FC：水资源函[2011]109 号中包含的水源地应全部采集，其他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根据收集资料采集

112B 生态保护红线 FC：已经正式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

112C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FC：已经正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

112D 城镇开发边界 FC：已经正式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

1130 自然地理单元

1131 流域 FC：3级以上

1132 地形分区 FC：我国主要高原、平原、盆地和丘陵

1133 地貌类型单元 FC

1134 湿地保护区

FC：1）已列入《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的国家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2）

已列入《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3）已建立的各级自然保

护区、自然保护小区中的湿地；4）已建立的湿地公园中的湿地

1135 沼泽区 FC

1140 城镇综合功能单元

1141 居住小区 FC：有独立门牌编号或名称的居住小区

1142 工矿企业 FC：完整采集水厂、电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包括垃圾堆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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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代码 一级 二级 三级 采集指标

填埋场、焚烧厂等）等类型工矿企业，其他类型工矿企业依据现有资料采

集

1143 单位院落

FC：完整采集城乡全日制教育大中小学校、一二三级十等医院、有等级的

国家和社会组织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乡级以上政府、机场、港口、长途

汽车站（枢纽）、三等以上火车站；宜采集占地面积 1600m
2
以上的公共事业

和公共服务单位，包括从事新闻出版、科研、勘测设计、科普、技术推广、

外交、监教、殡葬服务、给排水、供电、供热、供气、邮政、电信、消防、

环卫、公用设施维修、交通服务等；其他类型单位院落依据现有资料采集

1144 休闲娱乐、景区 FC：50000m
2

1145 体育活动场所 FC：10000m
2

1146 名胜古迹 FC：10000m
2

1147 宗教场所 FC：10000m
2

1148 保障性住房建设区 FC：已批用于建设保障房的地块范围

1149 收费停车场（库） FC：面积大于 400m
2
或停车位超过 20 个的收费停车场（库）

1200 地形 —

1210 高程信息 —

1220 坡度信息 —

1230 坡向信息 —

总计 10 59 143

注：采集指标中，“LC”表示该类别作为地表覆盖分类采集；“FC”表示该类别作为重要要素采集。采集指标中的数值为该类别的最小采集地面实地面积、长度、宽度等；采集

指标仅标注“FC”时，表明该类别的采集指标可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化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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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属性值表

FC 属性项取值和定义见表 B.1。记录 FC 相关属性时，应严格依据该表中列出的属性值，从中选择适合的值进行填写。

表 B.1 属性值表

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铁路

类型
高速 时速大于 250km/h。 TB 10621

普通 时速小于 250km/h。 TB 10621

单双线
单线 GB 50090

双线 GB 50090

上下行方向

上行
同属一条铁路线的两条轨道分离，用两条几何线段表示，其中主要在西侧

或北侧的线为“上行”。

下行
同属一条铁路线的两条轨道分离，用两条几何线段表示，其中主要在东侧

或南侧的线为 “下行”。

并行
采集的铁路路段为双线时，该路段的上行和下行线用一条几何线段表示，

表示为并行线。

同线 采集的铁路路段为单线铁路，上下行线路为使用同一轨道，表示为同线。

公路 技术等级

高速
全部控制出入、专供汽车在分隔的车道上高速行驶的公路。主要用于连接

政治、经济、文化上重要的城市和地区，是国家公路干线网中的骨架。
JTG B01

一级
为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部分控制出入、部分立体交叉的公路，主

要连接重要政治、经济中心，通往重点工矿区，是国家的干线公路。
JTG B01

二级 连接政治、经济中心或大工矿区等地的干线公路，或运输繁忙的城郊公路。 JTG B01

三级 连接县及县以上城镇的一般干线公路。 JTG B01

四级 连接县、乡、村等的支线公路。 JTG B01

等外 JTG 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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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铺设材料

沥混 沥青混凝土。 JT/T 132

泥混 水泥混凝土。 JT/T 132

沥青 沥青。 JT/T 132

碎石 碎石。 JT/T 132

石块 石块。 JT/T 132

加固土
通过在土中加入石灰、水泥或粉煤灰等形成的结构强度更高的路面结构材

料。
JT/T 132

改善土
在土中掺入少量的石灰,并在最佳含水量下压实，形成具有一定强度、刚度

和稳定性的一种半刚性材料。
JT/T 132

上下行方向

上行
同属一条公路线的两个行车方向的车道分离，用两条几何线段表示，其中

主要在西侧或北侧的线为“上行”。

下行
同属一条公路线的两个行车方向的车道分离，用两条几何线段表示，其中

主要在东侧或南侧的线为“下行”。

并行
对应路段两个行车方向的车道合并为一条几何线段表示，为上下行并行路

段。

类型

国道 由国家统一规划，具有全国性政治、经济意义的主要干线公路。 JT/T 132

省道
具有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治、经济意义，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的公路干线。
JT/T 132

县道

具有全县（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连接县城和县内主要乡（镇）、主

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省道的县际间公路。县道

由县、市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JT/T 132

乡道
主要为乡（镇）村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道以上公

路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外部联络的公路。
JT/T 132

专用公路
专供或主要供厂矿、林区、农场、油田、旅游区、军事要地等与外部联系

的公路。
JT/T 132

连接道
将高速公路正线和城市建成区、乡镇、厂矿以及国省干线或者距离较远的

另一条高速公路等连接起来的公路。
JT/T 132

其他公路 未分类的其他公路。

城市道路 类型
快速路

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四条以上的车道，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

交叉与控制出入，供车辆以较高的速度行驶的道路。
GBJ 124

主干路 在城市道路网中起骨架作用的道路。 GBJ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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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次干路 城市道路网中的区域性干路，与主干路相连接，构成完整的城市干路系统。GBJ 124

支路 城市道路网中干路以外联系次干路或供区域内部使用的道路。 GBJ 124

地铁 主要在城市地下空间修筑的隧道中运行的大运量轨道运输系统。 CJJ/T 114

地面轨道 地铁地面化的路段以及城市中的轻轨。 CJJ/T 114

其他城市道路

乡村道路 类型

农村硬化道路
硬化道路是指由低标号混凝土基层、普通标号垫层、高标号混凝土面层或

沥青面层组成的道路。

机耕路 机耕路是农机具（拖拉机，收割机等）出入田间地头进行农田操作的通道。

乡村路
指乡村中不能通行大车和拖拉机的道路，是供行人来往的主要道路，一般

路面不宽。

匝道 类型
平面 匝道连接的道路位于同一个平面上。

立体 匝道连接的道路位于不同的平面上，需通过高架或陆桥的方式实现。

堤坝 类型

干堤
有重要防洪、防潮作用，实地堤顶宽度大于 5m或基底宽度大于 10m或高

度大于 3m的人工修建的挡水建筑物。
GB/T 13923

一般堤
有重要防洪、防潮作用，实地堤顶宽度不大于 5m、基底宽度不大于 10m
且高度不大于 3m的人工修建的挡水建筑物。

GB/T 13923

滚水坝 横截河流，使河水经常或季节性地从上面溢过的坝式构筑物。 GB/T 13923

拦水坝 拦截山谷、横截河流以抬高水位的坝式构筑物。 GB/T 13923

制水坝 调节水流方向或减缓水流速度，防护河岸的护岸式堤坝。 GB/T 13923

闸 类型

进水闸 包括分洪闸。 SL 213

退水闸 渠道中为排除多余水量而修建的水闸，是渠系建筑物的一种。 SL 213

节制闸 调节上游水位，控制下泄流量的水闸。 SL 213

挡潮闸
建于河口地段，涨潮时关闸，防止海水倒灌，退潮时开闸泄水，具有双向

挡水的特点。
SL 213

船闸 用以保证船舶顺利通过航道上集中水位落差的厢形水工建筑物。 SL 213

渠首闸 位于渠首的闸，包括引水闸。 SL 213

其他 其他类型的闸。 SL 213

排灌泵站 类型 排水泵站 专供排水的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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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灌溉泵站 专供灌溉的泵站。

排灌综合泵站 既可用于排水又可用于灌溉的综合泵站。

隧道 类型

火车隧道 建造在山岭、河流、海峡及城市等地面下的火车通道。 GB/T 13923

汽车隧道 建造在山岭、河流、海峡及城市等地面下的汽车通道。 GB/T 13923

输水隧道 修建在山中或地下的过水设施。 GB/T 13923

桥梁 类型

人行桥
跨越河流、峡谷等，不能停车通行车辆，仅供行人通行的桥梁。不含人行

过街天桥。
GB/T 13923

铁路桥 专供火车通行的桥梁。

公路桥 专供汽车通行的桥梁。

公路铁路两用桥 可供火车、汽车通行的桥梁。

码头 类型

水运港客运站 供水上乘客出入、办理票务和候船的场所。 GB/T 13923

固定顺岸码头
固定顺河岸（或海岸）设置的供船舶停靠、旅客上下、货物装卸以及其他

活动的场所。
GB/T 13923

固定堤坝码头 由岸边向水域修筑的狭长堤坝式码头，兼做防波堤用。 GB/T 13923

栈桥式码头 通过栈桥与岸边连接的码头。 GB/T 13923

浮码头 能随水面的涨落而上下浮动的码头。 GB/T 13923

车渡 类型
火车渡 能载渡火车的轮渡。

汽车渡 能载渡汽车的轮渡。

加油（气）、

充电站
类型

加油站 主要指提供石油产品的加油站。

加气站 主要指提供气体燃料等能源产品的加气站。

充电站 主要指给电气类和电子类电器设备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站。

立交桥 类型
交叉 通过立交桥的道路没有匝道连接，相互不通。

互通 通过立交桥的道路相互通过匝道连通。

河流
河流类型

常年河 不受人为影响的情况下，终年连续流水或有水的河流。 GB/T50095-2014

时令河 仅在降水产流或间歇泉涌水时才有流水的河。 GB/T50095-2014

干涸河 常年无水的河道。

通航性质 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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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不通航

水渠

单双向
单向

双向

通航性质
通航

不通航

湖泊 水质

淡 GB/T 20258.2

盐 GB/T 20258.2

咸 GB/T 20258.2

苦 GB/T 20258.2

水库 用途类型

综合 同时具有多种用途。

防洪 主要起防洪作用。

灌溉 主要用于蓄水灌溉。

发电 主要用于发电。

养殖 主要用于水产养殖。

其他 其他用途。

坑塘 用途类型

养殖 主要用于水产养殖。

灌溉 主要用于蓄水灌溉。

综合 多种用途。

城市中心城

区
类型

行政 中心城区范围是设区市的所有区的政区范围。

规划
中心城区范围是城市规划中确定的一定时期内（不晚于 2030年）城市发

展的范围。

建成 根据现状已经建成的城区范围。

其他 不同于以上方法确定的其他范围。

主体功能区
等级

国家级 国发[2010]46号中确定的主体功能区。

省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的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确定的、除国家级以

外的主体功能区。

类型 优化开发区域 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密集、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问题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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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突出，从而应该优化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

重点开发区域
有一定经济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集聚人口和经

济的条件较好，从而应该重点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

一类限制开发区域

耕地较多、农业发展条件较好，尽管也适宜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但从保障

国家农产品安全以及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需要出发，必须把增强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从而应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

镇化开发的地区。

二类限制开发区域

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

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条件，必须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

务，从而应该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地区。

禁止开发区域
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禁止进行工业化城

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开发区、保税

区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类型

开发区 为促进经济发展，由政府划定实行优先鼓励工业建设的特殊政策地区。

保税区
经主权国家海关批准，在其海港、机场或其他地点设立的允许外国货物不

办理进出口手续即可连续长期储存的区域。

国有农、林、

牧场

等级

国家级 直属农业部管理。

省级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

地市级 由地级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

市县级 由县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直接管理。

乡镇级 由乡镇人民政府直接管理。

类型

农场
国有农场即国营农场，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国家所

有的农业经济组织。

林场
国有林场是国家培育和保护森林资源的林业生产性的事业单位，在 20世
纪九十年代以前叫国营林场。

牧场 由国家投资兴办经营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单位。

良种场 主要进行农作物良种引种、繁殖、试验的农业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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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园艺场 主要从事花卉、蔬菜、果树之类作物的种植、培育的农业生产单位。

种畜场 主要从事改良、培育和繁殖推广优良种畜的农业生产单位。

自然、文化保

护区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

市县级

类型

核心区
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

布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

缓冲区
位于核心区周围，可包括一部分原生性生态系统类型和由演替类型所占据

的半开发的区域。

实验区
位于缓冲区的周围，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

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外围保护地带 必要时在保护区的外围划定一定面积的外围保护地带。

未分区 未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或分区资料无法获得。

自然、文化遗

产
类型

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

重遗产

风景名胜区、

旅游区

等级
国家级/AAAAA 风景名胜区填写“国家级”；旅游区填写“AAAAA”。

省级/AAAA/AAA 风景名胜区填写“省级”；旅游区填写“AAAA”等。

类型

风景名胜核心景区

风景名胜非核心景

区

旅游区

森林公园 等级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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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省级

地市级

市县级

地质公园 等级

世界级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

市县级

行、蓄、滞洪

区
类型

行洪区 平时不过水，当达到某一洪水位时可以分泄部分洪水的过水区。

蓄洪区 利用低洼地区分蓄超过河道安全泄量的超额洪水的地区。

滞洪区
平原河湖洼地、滩地或低矮圩区，随河流水位上涨至一定水位时自然地或

人为地滞蓄洪水的地方。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类型

一级保护区
在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作为饮用水地表水

源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划定一定水域和陆域作为饮用水地表水

源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根据需要可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外划定一定的水域及陆域作为

饮用水地表水源准保护区。

未分区 未分区或分区资料无法获取。

湿地保护区 湿地类型

近海与海岸湿地
在滨海区域有自然的滨海地貌形成的浅海、海岸、河口以及海岸性湖泊湿

地统称为近海与海岸湿地。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m的永久性浅海水域。
GB/T 24708

河流湿地
河流湿地是围绕自然河流水体而形成的河床、河滩、洪泛区、冲积而成的

三角洲、沙洲等自然体的统称。
GB/T 24708-

湖泊湿地
由地面上大小形状不一、充满水体的自然洼地组成的湿地，包括各种自然

湖、池、荡、漾、泡、海、错、淀、洼、潭、泊等各种水体名称。
GB/T 24708

沼泽湿地

具有以下 3个基本特征的自然综合体：a）受淡水、咸水或盐水的影响，

地表经常过湿或有薄层积水；b）生长沼生和部分湿生、水生或盐生植物，

c）有泥炭积累或尽管无泥炭积累，但在土壤层中具有明显的潜育层。

GB/T 24708

居住小区 小区类型 一类
市政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良好、以别墅等独立式住宅（三层及以下）

为主的小区。
GB 5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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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二类
市政公用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较好、以多、中、高层住宅为主的小

区。以单元楼为主。
GB 50137

三类
市政公用设施比较齐全、布局不完整、环境一般、或住宅与工业等用地有

混合交叉的小区。
GB 50137

四类 以简陋住宅为主的居住区。如棚户区或城中村。 GB 50137

单位院落 医院等级

一级甲等 《医院分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

一级乙等

一级丙等

二级甲等

二级乙等

二级丙等

三级甲等

三级乙等

三级丙等

三级特等

等外

休闲娱乐、景

区
类型

游乐园 具有多种多样游乐项目、规模较大的综合娱乐场所，如迪斯尼乐园。 GB/T 13923

公园 政府修建并经营的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休息游玩的城市公共区域。 GB/T 13923

陵园 为了纪念一定历史阶段代表人物建立的纪念性墓园。 GB/T 13923

动物园
搜集饲养各种动物，进行科学研究和迁地保护，供公众观赏并进行科学普

及和宣传保护教育的场所。
GB/T 13923

植物园
调查、采集、鉴定、引种、驯化、保存和推广利用植物，以及普及植物科

学知识，并供群众游憩的场所。
GB/T 13923

广场

为满足多种城市社会生活需要而建设的，以建筑、道路、山水、地形等围

合，由多种软、硬质景观构成的，采用步行交通手段，具有一定的主题思

想和规模的城市户外公共活动空间。

其他

体育活动场 类型 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运动场地，包括比赛场和练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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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所
体育馆

室内进行体育比赛、体育锻炼（不含水上运动）或举办演唱会等大型活动

的建筑，包括比赛馆和练习馆。

游泳馆 主要用于进行游泳、跳水、水球等水上运动的体育建筑或设施。

标准田径场
具备周长 400m半圆式跑道的田径运动场，包括含其他运动场地的综合性

标准田径运动场。

非标准田径场
具备周长小于 400m的半圆式跑道的田径运动场，包括含其他运动场地的

综合性非标准田径运动场。

标准足球场 长度 90—120m，宽度 45—90m的长方形足球运动场。

集体球类运动场 除标准足球场之外的各类集体球类运动场地。

滑雪场 供人从事滑雪运动的室内室外场地。

人工滑冰场 人工修建供人从事滑冰运动的固定场所，不包括天然冰场。

赛车场 举行场地赛车的专门场地。

其他

宗教活动场

所
宗教类型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其他

综合 包含多种宗教类型。

名胜古迹 类型

遗址

苑囿 划定一定范围的（如墙垣等），具有生产、游赏等功能的皇家专属领地。

园林

宫殿楼阁

寺庙

祠堂

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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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类 属性项 属性值 属性值定义 依据/备注

陵墓

城墙

关隘

桥梁

栈道

其他

保障性住房

建设区
住房类型

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

公共租赁房

定向安置房

两限商品房

安居商品房

其他

收费停车场

（库）
类型

路外露天

立体

地下

占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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