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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的内容、方式、流程、内业核查与外业调查技术要求、核查成果、

检查验收与成果归档。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领海、内水范围内已确权项目的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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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9  中国海图图式 

GB/T 1234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GB/T 1831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测与验收 

CH/T 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 2014  大地测量控制点坐标转换技术规范 

HY/T 056  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业务规范 

HY/T 123  海域使用分类 

HY/T 124  海籍调查规范 

HY/T 251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  国海规范（2016）3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海域使用  sea area use  

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 

[HY/T 123-2009，定义2.1] 

3.2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  verifica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sea area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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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域使用权人、面积、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期限等海域使用权属数据，依法进行的核实、

勘测行为。 

3.3  

宗海  sea parcel 

被权属界址线所封闭的用海单元。 

注：改写[HY/T 124-2009，定义3.2]。 

3.4  

界址点  boundary point 

用于界定宗海及其内部单元范围和界线的拐点。 

[HY/T 124] 

4 一般要求 

4.1 核查内容 

项目用海的位置、界址、海域使用权人、面积、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期限等权属信息。 

4.2 核查方式 

核查工作一般以县（区）为单元开展，采用内业核查和外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内业核查对象为核查区域内所有的项目用海。 

外业调查分为现场权属调查和现场测量。 

现场权属调查对象包括： 

a）可能存在问题（数据的筛查见5.4）的项目用海； 

b）所有的构筑物用海，海域使用竣工验收已经测量过的构筑物除外； 

c）填海造地用海，已经开展或申请海域使用竣工验收和尚未完成填海的除外。 

对下列项目用海应开展现场测量： 

a）所有已确权的构筑物用海，海域使用竣工验收已经测量过的构筑物除外； 

b）《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颁布前批复已完工但未开展海域使用竣工验收的填海

造地用海。 

4.3 工作流程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流程一般分为以下5个阶段（见图1）： 

a）实施方案编制。制定核查方法与技术路线，组建核查队伍，明确分工，按照大纲编制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大纲见附录A。 

b）内业核查。通过资料收集、坐标与投影转换、资料数据对比分析，对核查区域内所有项目用海

进行数据筛查，确定需进行外业调查的项目用海。 

c）外业调查。对需进行外业调查的用海，以宗海为单元，进行现场权属调查和现场测量，填写权

属核查现场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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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成果制作。对核查结果进行数据汇总和统计，绘制成果图件，编制成果报告，制作成果数据集。 

e）验收归档。对核查成果进行检查，由验收组进行验收，合格后进行归档。 

 

图 1 工作流程图 

4.4 坐标系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4.5 地图投影 

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以宗海中心相近的0.5°整数倍经线为中央经线。 

4.6 数据格式 

制图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成图数据采用shape格式。 

4.7 计量单位 

界址点坐标单位采用度、分、秒格式，秒后保留3位小数。 

面积单位采用公顷，保留4位小数。 

5 内业核查 

5.1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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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业核查应收集以下资料： 

a）核查区域所有确权用海数据。 

b）最新的遥感影像数据。 

c）测量控制点数据。 

d）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e）其他相关资料。 

5.2 资料整理与权属信息核查 

5.2.1 资料整理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填写核查区域海域使用权属原始信息汇总表，格式见附录B。 

5.2.2 坐标与投影转换 

坐标转换按照CH/T 2014规定执行。 

5.2.3 权属信息核查 

对海域使用权属原始信息汇总表中的各用海项目，结合收集到的相关资料，逐一进行内业权属信息

核对，核实海域使用权人、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期限、用海面积等有无变化。对于填海项目，应

核查其是否开展海域使用竣工验收、是否换发土地使用权利类型的不动产权证。 

5.3 资料数据比对分析 

5.3.1  遥感影像校正分析 

对收集到的最新遥感影像进行纠正精度分析。 

5.3.2  用海图斑识别 

利用收集到的遥感影像，初步识别可能用于核查的用海图斑，重点判断涉及构筑物用海和填海造地

用海的图斑。 

5.3.3  收集资料的矢量化 

对收集到的用海资料进行已矢量化处理，形成同一个矢量文件。 

5.3.4  空间叠置分析 

利用遥感影像识别出的用海图斑，与形成的矢量文件进行叠加、比对，核查项目用海界址、范围、

用海方式等有无变化。 

5.4 数据筛查 

通过筛查，找出以下几类数据： 

a）已确权未使用用海。 

b）位置不准用海。包括相邻用海重叠、用海位置偏移、用海范围变化的用海。 

c）未采用CGCS2000坐标系、坐标系未标注或不准确用海。 

d）用海方式或用海类型改变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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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过期但未注销用海。 

f）登记信息不准用海。 

根据数据的筛选结果，填写数据汇总表，编制数据统计图，具体格式见附录C。 

6 外业调查 

6.1 现场权属调查 

6.1.1 调查内容 

主要调查用海项目名称、海域使用权人、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范围、填海是否已换发土地使

用权利类型的不动产权证等。 

6.1.2 调查要求 

现场调查人员应携带相关权属资料、现场调查表等到现场进行调查。 

现场调查人员应对海域使用权人或代理人身份进行核实，并填写现场调查表D.1。 

6.2 现场测量 

6.2.1 测量内容 

包括平面控制测量、界址测量等。 

6.2.2 测量仪器 

填海和构筑物的测量采用可满足测量精度要求的仪器。所有测量仪器应经国家法定计量机构检定证

明有效。 

6.2.3 测量精度 

现场测量精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平面控制点的定位误差应不超过±0.05m。 

b）位于人工海岸、构筑物及其他固定标志物上的宗海界址点或标志点，其界址点平面测量精度应

优于0.1m。 

6.2.4 平面控制测量 

根据已有控制点的分布情况，设计控制网，加密控制点，使之能够覆盖控制整个测量区域。控制网

布设按照GB/T 18314和CH/T 2009执行。 

在有条件采用CORS（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测量的地区，通过控制点核测，证明CORS提供数据的可

靠性。 

6.2.5 界址测量 

填海或构筑物与原有陆地边界的界址按批复界址点确定，其余界址测量方法按照HY/T 124执行。 

6.2.6 测量记录 

现场测量时需保存测量数据，填写现场测量记录表D.2，测量过程应拍照或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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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整理 

7.1 资料汇总 

在完成内业核查、现场权属调查与现场测量的基础上，对搜集和现场取得的数据、图件、文字和其

它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类、汇编。填写海域使用权属原始信息汇总表、数据汇总表、数据统计图、现

场调查表等。 

7.2 界址点确定 

可现场实测的界址点应按照实测结果确定。 

无法现场实测的界址点，应根据实测标志点坐标，结合海域使用权证书、竣工后的平面图和剖面图

等相关资料，推算获得界址点坐标。 

界址点确定应通过列表的形式说明，样表见表D.3。经过核查有变化的界址点，应分析原因，并在

技术报告中予以说明。 

7.3 面积计算 

按照HY/T 124相关要求执行。 

7.4 数据对比 

对项目用海的界址、海域使用权人、面积、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期限等权属信息发生变化的，

要进行数据的对比分析，填写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结果汇总表。进行现场测量的，应按附录E.2的样式给

出对比分析图。 

8 核查成果  

8.1 文字成果 

8.1.1 核查报告 

核查报告包括： 

a）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技术报告； 

b）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报告。 

8.1.2 编写内容及要求 

报告编写内容及要求见附录F。 

8.2 图件成果 

8.2.1 核查图件 

核查图件成果包括： 

a）海域使用对比分析图； 

b）权属核查后宗海位置图、界址图； 

c）核查区域海籍图。 

8.2.2 绘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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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图件及其工作底图的绘制应符合《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的要求。 

8.3 数据成果 

8.3.1 核查数据 

核查数据成果包括： 

a）海域使用权属原始信息汇总表； 

b）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现场调查表； 

c）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成果表； 

d）海域使用权属核查Shape数据。 

8.3.2 数据要求 

核查数据成果要求为： 

a）数据成果要准确、清晰、详实； 

b）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成果表见附录G； 

c）Shape数据属性结构表见附录H。 

9 检查验收与成果归档 

9.1 检查 

9.1.1 检查方式 

采用内业检查和外业检查相结合方式，内业检查比例为100％，外业实际操作的检查比例不低于10％，

并接受核查技术单位质量管理机构检查。 

9.1.2 检查内容 

9.1.2.1 内业检查 

内业检查内容包括： 

a）总体检查。主要检查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技术报告、工作报告等是否符合要求，对核查区域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发现的用海问题，总结是否全面、分析是否合理、处理是否妥当。 

b）工作底图检查。在总体检查基本符合要求的基础上，检查工作底图数学精度、色调、反差、整

饰是否符合要求。 

c）数据检查。shape数据是否通过拓扑检查，属性是否符合填表要求，是否与核查成果表保持一致。

对数据成果中的界址、面积等权属信息进行复核。 

d）图件成果检查。主要检查图式使用是否正确、各种注记是否符合要求、图面整饰是否清晰完整。 

e）文字报告检查。内容是否齐全、结构是否合理、表述是否清楚等。 

9.1.2.2 外业检查 

外业检查按照GB/T 24356规定执行。 

9.2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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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按照海域使用权属核查验收管理有关规定开展验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报告要求内容具体、

结论明确。 

9.3 成果归档 

归档文件材料的整理、编目应按照HY/T 056与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实施，整理形成

的案卷应系统规范。 



 

9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实施方案大纲 

A.1  工作目标 

A.2  工作原则 

A.3  工作内容 

A.4  技术路线与调查方法 

a）技术路线 

b）调查方法 

A.5  组织分工 

a）组织结构 

b）人员分工 

A.6  进度安排 

a）准备工作 

b）人员培训 

c）调查实施 

d）成果制作 

A.7  经费预算 

A.8  预期成果 

a）文字成果 

b）图件成果 

c）数据成果 

A.9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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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核查区域海域使用权属原始信息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位置 海域使用权人 审核机关 用海类型 用海总面积 证书编号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用海方式 用海方式面积 备注 

1       
 

  
  

 
   

2             

3             

4             

5             

6             

7             

             

注：1、“审核机关”指具体审核用海的海域管理部门； 

2、“用海类型”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类型； 

3、“用海总面积”一栏填写项目用海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 

4、“用海方式”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方式； 

5、“用海方式面积”一栏，单位为公顷。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检查人：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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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数据汇总表、统计图示例 

表C.1  XX县（区）数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状态 海域使用权人 审核机关 证书编号 用海类型 用海方式 用海方式面积 数据类型 备注 

1           

2           

3           

4           

5           

6           

7           

注：1、“状态”一栏填写确权/未确权； 

2、“审核机关”指具体审核用海的海域管理部门； 

3、“用海类型”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类型； 

4、“用海方式”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方式； 

5、“用海方式面积”一栏，单位为公顷； 

6、“数据类型”按照 5.4 内容填写，应填写具体类型； 

7、“状态”为未确权的，信息主要通过遥感影像获取，个别信息获取不到的可做说明；“项目名称”一栏按照未确权用海的实际情况自定。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检查人：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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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数据统计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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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现场调查表 

表D.1  现场调查表 

调查表编号：            

权属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人  证书编号  原审核机关  

坐落位置  

确权用海类型  确权用海面积（hm
2
）  

确权用海方式 

用海方式一  面积（hm
2
）  

用海方式二  面积（hm
2
）  

用海方式三  面积（hm
2
）  

确权发证时间  用海终止时间  

数据类型  

现场调查内容 

海域使用权人是否变更  

变更后实际用海人  

填海是否已竣工验收  

填海是否已换发土地证、 

原海域证情况 
 

用海方式是否发生变化、 

变化的具体内容 
 

用海范围是否发生变化、 

变化的具体位置 
 

其他情况  

海域使用权人或代理人 （签字） 

调查单位  填表人 （签字）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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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现场测量记录表 
 

现场测量记录 

项目名称  坐标系  

投影方式  中央经线  

占用岸线类型 人工/自然 占用岸线长度 
（单位为 m，保留一位

小数） 

现场测量示意图 

 

测量单元 实测点编号及坐标 用海设施/构筑物 

**码头 

1、 

2、 

3、 

4、 

透水式码头 

   

调查单位  填表人（签字）  调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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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  界址点确定表（内业填写） 
 

项目名称  坐标系  

投影方式  中央经线  

界址点 大地坐标(°′″) 平面坐标(m) 
界址点获取方式 

序号 编号 纬度 经度 x(纵向) y(横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注：界址点获取方式一栏填写“坐标转换/实测/推算/用海单位协商/技术单位按规范重新界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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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成果图样式 

 

图E.1  现场测量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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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2  海域使用对比分析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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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3  海籍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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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报告编写大纲 

F.1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技术报告大纲 

 

F.1.1  任务简介 

主要介绍任务来源、调查区的地理位置、用海总体情况等。 

F.1.2  技术路线与实施 

主要介绍核查工作的技术路线、方法与组织实施情况等。 

F.1.3  内业核查 

主要介绍资料收集过程、资料分类与整理、权属数据核对、资料数据比对分析、数据筛查等内容。 

F .1.4  现场权属调查 

主要介绍现场权属调查的总体情况、过程、内容、问题与结果等。 

F.1.5  现场测量 

主要介绍现场测量的总体情况、测量仪器、测量精度、测量外业组织实施等。 

F.1.6  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主要介绍现场测量资料处理、数据整理、界址点推算、面积计算、图件绘制、质量控制等内容。 

F.1.7  问题分析与处理 

分析总结海域权属核查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找出问题原因，提出处理方案。 

F.1.8  核查成果 

主要介绍核查工作取得的文字、图件、数据成果等内容。 

F.1.9  结论与建议 

对核查工作进行总结，从技术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注：《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技术报告》由核查技术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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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报告大纲 

 

F.2.1  任务来源 

主要介绍核查工作的任务来源。 

F.2.2  核查区域选取 

主要介绍核查区域选取情况（选取理由、合理性），简单介绍所选区域的地理位置和总体情况。 

F.2.3  组织与落实 

主要介绍核查工作的组织开展情况，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等。 

F.2.4  核查成果与问题 

总结核查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F.2.5  项目经费执行情况 

主要介绍项目经费的执行进展。 

F.2.6  结论与建议 

对核查工作进行总结，从管理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注：《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报告》由核查组织实施单位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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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成果表 

表G.1  XX县（区）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成果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位置 状态 海域使用权人 审核机关 用海类型 用海总面积 证书编号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用海方式 用海方式面积 备注 

1        

 

  

  

 

   

2              

              

注：核查区域内所有用海均须填写本表。 

1、“状态”一栏填写确权/未确权； 

2、“审核机关”指具体审核用海的海域管理部门； 

3、“用海类型”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类型； 

4、“用海总面积”一栏填写项目用海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 

5、“用海方式”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方式； 

6、“用海方式面积”一栏，单位为公顷。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检查人：     检查日期： 

 

表G.2  XX县（区）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成果统计表 

 

核查区域 
核查项目

（个） 

核查宗海

（宗） 

筛查疑问

数据（宗） 

发现问题

数据（宗） 

现场核

查（宗） 

协助核查

通知书

（份） 

现场测量

（宗） 

坐标系转

换（宗） 

绘制宗海

图（幅） 

绘制海籍

图（幅） 

绘制现场测量

及对比分析图

（幅） 

已使用未

确权（宗） 

XX省 XX 市

XX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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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3  XX县（区）海域使用权属核查结果汇总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位

置 

状

态 

海域使用权人 审

核

机

关 

用海类型 用海总面积 证

书

编

号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用海方式 用海方式面积 数

据

类

型 

备

注 
核查后 核查前 核查后 核查前 核查后 核查前 核查后 

核

查

前 

核

查

后 

核查

前 

核查

后 

核查

前 
核查后 核查前 

1           

 

    

    

  

     

2                      

3                      

4                      

5                      

6                      

                      

注：核查区域内开展现场权属核查的用海须填写本表。 

1、“状态”一栏填写确权/未确权； 

2、“审核机关”指具体审核用海的海域管理部门； 

3、“用海类型”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类型； 

4、“用海总面积”一栏填写项目用海的总面积，单位为公顷； 

5、“用海方式”一栏填写二级类用海方式； 

6、“用海方式面积”一栏，单位为公顷； 

7、“数据类型”按照 5.4 内容填写，应填写具体类型。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检查人：     检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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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附录）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Shape数据属性结构 

字段名 数据类型 描述 

XH Short Integer (4) 序号 

XMMC Text (100) 项目名称 

WZ Text (100) 位置 

ZT Text (40) 状态 

HYSYQR Text (100) 海域使用权人 

SHJG Text (100) 审核机关 

YHLX Text (40) 用海类型（二级类），参照 HY/T123 

YHZMJ Double (8,4) 用海总面积 

ZSBH Text (100) 证书编号 

QSSJ DATE 起始时间 

ZZSJ DATE 终止时间 

YHFS Text (40) 用海方式（二级类），参照 HY/T123 

YHFSMJ Double (8,4) 用海方式面积 

BZ Text (200)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