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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宁波市海绵城市建设 

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往往忽视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随着我国城

市化的发展，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进程的态势渐显失衡。十八大以来，在“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上，我国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十三五”规划

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年规划，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新目标。 

海绵城市是城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可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

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2013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的讲话中强调：“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

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决定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也印发了《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全省海绵城市

建设。 

宁波地处浙江东部，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汛期降雨量集中，易产生

洪涝等灾害，同时宁波存在资源型、水质型缺水现象，水环境整体状况亟待提高，

因此，“海绵城市”建设对宁波市具有重要的意义。2016 年，宁波市成功申报第二

批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同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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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宁波市实际，宁波市人民政府印发《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实施意见》，加快推动宁波市海绵城市建设。宁波市海绵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有

利于改善城市地面景观，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而且还将大大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对于我市“城市双修”和“名城名都”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 

地理国情主要是指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是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国情普查作为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全

面获取地理国情信息的重要手段，普查的直接数据成果能够反映地表特征、地理

现象和人类活动等基本地理环境要素的范围、位置、属性和数量特征。 

宁波市于 2013 年至 2015 年开展了全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全面摸清了宁

波市地理国情家底，获取了市全覆盖、无缝隙、高精度的地理国情数据，查清了

宁波市自然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和互相关系。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成

果汇聚了国家-省-市三级普查内容，不仅包含了宁波市山林湖泊等地表覆盖、地

形地貌等内容，也包括省统一部署的建成区、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等内容，同时

围绕宁波市社会经济和公众服务等需求也增加了低洼地段与道路易积水区普查、

建筑高度普查及地面沉降普查等 10 个具有宁波特色的专题内容。宁波市第一次

地理国情普查获取的数据和成果为政府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企业和公众提

供持续的地理国情信息服务，为生态环境和民生服务等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数据和

技术保障，是推进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

要支撑。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有效应用和转化，为进一步对其进行定量化、空间

化的动态监测，统计分析其变化特征等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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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海绵城市以城市为主体，以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对生态基

础设施进行强化和完善，打造安全开发基底，形成可持续的空间格局，从而改

善城市环境和微气候、提升城市综合生态价值、城市风貌和文化品位。海绵城

市的规划建设涉及融合了市政、水文、景观、城市规划和测绘地理信息等多专

业，为了加快促进宁波市海绵城市建设，可从技术层面来辅助找到关键问题所

在，深入开展海绵城市研究，提高海绵城市建设的速度和效率。 

宁波市城市开发基底、城市空间格局、城市微气候和绿地率等研究是宁波

市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城市开发基底如城市

用地特征、生态本地条件和城市微气候等因素的研究与包含土地资源、水资源

和植被资源等在内的城市地表覆盖息息相关；可持续空间格局的判定与城市微

气候改善与城市不透水面关系密切；此外，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海

绵城市建设中低影响开发控制指标如绿地率和水域面积率等也与城市绿地面积

和水域面积等有着直接联系。上述内容与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均与宁波市地表覆

盖类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在经历两年半的时间内积累了一批现势性强、

内容丰富、全面客观的数据，普查的直接数据成果能够反映地表特征、地理现

象和人类活动等基本地理环境要素的范围、位置、属性和数量特征，是对地表

自然、生态以及人类活动等地理国情基本信息最全面、最权威的表达。因此根

据海绵城市是建设需求，研究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宁波市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

中的应用与服务，一方面可发挥宁波市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潜在价值，为海绵

城市建设指标提供客观可靠数据及新的技术手段，从而为全国范围内海绵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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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是对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相关行业中应用方法的

探索，为后续宁波市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内容和综合统计方法的确定提供依据。 

二、 研究目标和思路 

（一） 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为：在分析海绵城市相关参数和指标的基础上，根据宁

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中相关数据的属性特性，研究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应用的可行性，以期为海绵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提供数据支持

和技术支撑，同时也为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有效应用、及进一步对其定量化和

空间化的动态监测提供理论指导。 

（二） 研究思路 

研究的总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在研究宁波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背景和宁波市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基础上，

首先根据海绵城市相关文件，统计海绵城市规划建设中与地表覆盖等相关的参

数指标，同时整理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中的国家-省-市的各级数据

成果；随后分析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相关参数指标中应用的可行性，构建基于

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的海绵城市应用体系；最后基于 2015 年的地理国情时点更新

数据，对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参数指标体系进行统计计算分析，实现宁波市

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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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总体思路图 

三、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应用体系研究 

（一）海绵城市相关参数指标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

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是实现修复城市水生态、改善城市水

环境、提高城市水安全等多重目标的有效手段。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需融合多部门、

多专业和多种技术手段，规划建设过程中涉及多种参数和指标。而测绘地理信息

成果和技术可以对土地、河流、植被资源等对象的位置、距离、面积等的存量、

变化量进行信息提取以及综合评估，且最近的地理国情普查已积累了一批客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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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数据。因此，为了深入开展海绵城市研究，提高海绵城市建设的速度和效率，

本章节根据相关文件，统计与地表覆盖等相关的参数和指标，用以后续地理国情

普查数据在海绵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指标构建。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将生态优先、规划

引领、因地制宜和分类实施作为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中强调要综合考虑各地自

然条件和水资源状况，同时将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市公园和绿地建设等作为

建设重点。此外，《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提到：“城市总体规划应结合所在地

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低影响开发的相关专题研究，在绿地率、水域面积率等指标

基础上，设置相关控制指标，合理控制不透水面面积等”（低影响开发控制指标

及其含义详见表 1）。 

表 1海绵城市建设中低影响开发控制指标及含义 

序号 指标 指标含义 

1 绿地率 各类绿地面积的综合占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例 

2 水域面积率 水域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例 

3 下沉式绿地率 高程低于周围汇水区域的绿地占绿地总面积的比例 

4 绿色屋顶率 绿化屋顶的面积占建筑屋顶总面积的比例 

5 透水铺装率 人行道、停车场、广场采用透水铺装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 

根据以上实施意见和指南，综合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自然条件状况和控制指标，

可知包含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植被资源等自然生态要素在内的城市开发基底现状、

绿地率、水域面积率和不透水面等参数指标与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直接相关。表

2 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与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相关的参数统计表，其中城市

开发基底直接与城市地表覆盖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植被资源等相关，可通过地

表覆盖空间分布得到；绿地率可通过不同类型植被覆盖面积得到；水域面积率可

通过区域水域覆盖面积得到；不透水面可通过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中道路、地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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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房屋建筑和硬化地表等计算得到。 

表 2海绵城市建设中与地理国情成果相关的参数指标 

序号 参数指标名称 与地理国情普查成果相关性 

1 城市开发基底现状 包含土地、植被、水体资源等在内，与地表覆盖相关 

2 绿地率 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省情绿地普查 

3 水域面积率 与地表覆盖的水域面积相关 

4 不透水面 与道路、屋顶、硬化地表等地表覆盖相关 

（二）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成果 

（1）普查数据成果 

宁波市于 2013年至 2015年开展了全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各项工作于 2015

年 12 月全面完成。通过本次普查，查清了宁波市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的现

状和空间分布情况，同时结合浙江省要求和宁波市实际，开展了多个专项的普查

与监测，形成了丰富的普查数据成果和统计分析成果。 

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分国、省、市三个层面，普查内容如图 2 所

示。 

国情普查成果：国家确定的普查内容，由浙江省统一组织和实施，宁波市主

要协助省普查办做好普查所需的各行业专题数据收集、整理、转换、统计、分析

和校核等工作，部分单位也参与了相应区域的国情普查工作。地理国情要素反映

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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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内容包含《地理国情普查内容与指标》中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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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一级类、58 个二级类和 133 个三级类。 

省情普查成果：浙江省在国家确定普查内容基础上，新增了 13 项普查和监测

内容，由浙江省统一部署，宁波市承担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及其绿地率和绿化覆

盖率（“一区两率”）普查。其中“两率”以《浙江省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及绿

地率调查技术规程》为依据，充分利用已有的卫星或航空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以及本地建设、规划及其它相关部门的大量相关专题数据，运用遥感

及 GIS 技术，对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情况和绿地现状进行调查。调查基本内容包

括城市建成区绿地现状图斑的空间位置及边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信息图斑的

空间位置及边界、城市建成区绿地现状面积和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市情普查成果：宁波市在国家和浙江省确定普查内容基础上，结合城市特点

和自身需求，新增了全市高精度地表模型、全市围填海普查、建成区建筑高度普

查、低洼地和易积水区普查、消防设施普查、避难场所普查、平原地区地表沉降

等 7 项内容。 

（2）普查成果服务平台 

为真正实现各种数据的完全整合与一体化管理，有利于数据共享、方便数据

的维护，确保数据的安全和统一管理，宁波市建立了融合地理国情、省情、市情

和专题数据的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库。同时，为充分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的需求，

高效管理海量数据、整合多尺度多类型数据信息、挖掘普查数据蕴含的特征规律、

提高数据分析结果对政府的决策辅助能力、推动地理国情监测工作有效开展，在

此基础上搭建了宁波市地理国情普查与监测平台，实现了宁波市地理国情普查与

监测数据的管理、统计分析、成果发布和监测更新。 



（3）普查成果统计分析

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

的对象、用户和信息需求，

市情指数 5 个层面的统计分析体系

基本统计按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统计计算

地等 12 个大类的数量、面积

本统计的基础上，面向政府部门需求

格局和变化等方面开展统计计算与分析

综合决策的需求，从区域人地关系系统中的典型地理要素出发

为基本单元，整合地理国情基本统计和分类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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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内容 

分析体系 

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还设计了一套统计分析体系，统计分析面向不同

，构建了基本统计、分类统计、综合统计

个层面的统计分析体系。 

基本统计按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统计计算，主要是对耕地

面积、长度、形态、密度等的基本统计

面向政府部门需求，以地理国情要素类为对象

格局和变化等方面开展统计计算与分析。综合统计面向地理国情

从区域人地关系系统中的典型地理要素出发

整合地理国情基本统计和分类统计数据，进行单元内地理国情要素

 

统计分析面向不同

综合统计、专题分析和

主要是对耕地、园地、林

密度等的基本统计。分类统计在基

以地理国情要素类为对象，从数量、强度、

综合统计面向地理国情服务于各级政府

从区域人地关系系统中的典型地理要素出发，以各类地理区域

进行单元内地理国情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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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素之间组合关系的综合统计分析，以发现和挖掘区域地理国情的总体态势、

潜力和发展动态。专题分析是从地理国情综合统计派生而来的，为了综合表达和

分析宁波市区域地理国情现状，面向公众、组织和政府的专题信息需求，以地理

区域或行政区域等为统计单元，结合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

宁波市开展有针对性的区域专题分析。市情指数以上述四个层面统计分析为基础，

辅以其他必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地表格局、地理区位和地表覆被 3 方面设计

和计算出相应的指数。 

综上可知，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的数据成果涵盖了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中的参数指标，可直接或计算获取所需的地表覆盖、城市绿地率、水域面积率和

不透水面等信息；同时，数据库服务平台成果及统计分析成果还可为其提供更为

便捷、快速、高效、持续的数据服务和技术支撑。 

（三）应用体系构建 

通过分析海绵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相关参数指标，及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

查成果，可知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可直接获取或计算部分参数指标，为海绵城市规

划建设提供数据服务和技术支撑。在此应用分析基础上，本节通过梳理普查成果

数据，构建海绵城市的相关参数指标体系。 

根据表 2 中海绵城市建设与地理国情成果相关的参数指标可知，海绵城市建

设相关参数指标主要与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成果中的国情普查成果和省

情普查成果相关。具体的指标设计和计算详见表 3。 

（1）基于地表覆盖成果的应用指标 

根据地理国情普查地表覆盖内容和指标可知（详见附表），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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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城市基底现状、水域面积率和不透水面等三个参数指标，可由国谱分类

的一级和二级覆盖类别组合构建形成。 

由于地理国情普查数据的地表覆盖主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房屋

建筑（区）、道路、构筑物、人工堆掘物、荒漠与裸露地表、水域等十个一级类，

是根据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的地表类别，因此可将其直接作为海绵城市建

设中的开发基底数据，用于后续分析；同时，海绵城市建设关注的是城市建成区

内的城市建设情况，因此水域面积通过二级类中的河渠、湖泊和库塘面积来统计

计算，水域面积率则通过计算水域面积与区域面积之比获取；此外，根据李德仁

院士的定义，不透水面是指水不能渗入的表面，主要包括屋顶、道路、停车场和

硬质铺装地表等，因此不透水面面积通过房屋建筑（区）面积，道路中公路和城

市道路面积，构筑物中硬化地表、水工设施、城墙、温室大棚、固化池、工业设

施和其他构筑物面积，人工堆掘地中建筑工地面积及荒漠与裸露地表中的岩石地

表面积统计计算。 

表 3海绵城市城市相关参数指标体系 

编号 参数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来源 计算方法说明 

SC01 城市开发基底现状 平方千米 

国谱中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房屋建筑（区）、道路、

构筑物、人工堆掘物、荒漠与

裸露地表、水域等地表覆盖 

各覆盖类别面积统计 

SC02 绿地率 百分比 市普绿地率数据 绿地面积/建成区面积 

SC03 水域面积率 百分比 
国谱中水域类别河渠、湖泊、

库塘面积 
水域面积/区域面积 

SC04 不透水面 平方千米 

国谱中房屋建筑（区）；道路

中公路和城市道路；构筑物中

硬化地表、水工设施、城墙、

温室大棚、固化池、工业设施

和其他构筑物；人工堆掘地中

建筑工地；荒漠与裸露地表中

岩石地表 

不透水面面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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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省情普查绿地率的应用指标 

海绵城市中绿地率为各类绿地面积的综合占居住区用地面积的比例，省情普

查中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为城市建成区各类绿地面积之和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

例，而建成区是指城市中基础设施和地面建筑已经建成的地区（主要是指城市居

住区及其相关设施），海绵城市建设关注的也主要为城市建成区，因此本研究直

接将省情普查中的绿地率作为海绵城市中的低影响开发控制指标绿地率，指标体

系详见表 3。 

四、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应用实例 

在分析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应用体系的基础上，本研究根

据表 3 构建的参数指标，基于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标准时点核查数据，分

别对宁波市城市开发基底现状、绿地率、水域面积率和不透水面进行统计计算。

其中国普数据工作标准时点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省普数据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 

（一）海绵城市基底现状 

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了解宁波市土地、水体和植被资源等

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分布，以便及时跟踪宁波市城市开发基底。图 3 和 

表 4 分别为宁波市地表覆盖图和统计信息表，从图表中可知，宁波市地表覆

盖中，耕地 1301.95 平方千米，园地 1047.86 平方千米，林地 3910.50 平方千米，

草地 497.37 平方千米，房屋建筑（区）983.97 平方千米，道路 300.21 平方千米，

构筑物 320.29 平方千米，人工堆掘地 166.00 平方千米，荒漠与裸露地表 72.04

平方千米，水域 765.20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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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宁波市地理国情现状 

表 4宁波市地表覆盖概况统计表 

地表覆盖类别 
面积 占比 

（平方千米） （%） 

耕地 1301.95 13.90 

园地 1047.86 11.19 

林地 3910.50 41.75 

草地 497.37 5.31 

房屋建筑区 983.97 10.51 

道路 300.21 3.21 

构筑物 320.29 3.42 

人工堆掘地 166.00 1.77 

荒漠与裸露地表 72.04 0.77 

水域 765.20 8.17 

（二）海绵城市绿地率 

根据绿地率指标的计算方法，对宁波市建成区绿地率进行统计分析，作为海

绵城市规划建设成果控制绿地率的数据源。根据省普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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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建成区总绿地覆盖现状空间分布如图 4 所示，具体的统计结果如表 5 所示。 

 

图 4宁波市建成区绿地面积空间分布 

表 5宁波市绿地率统计 

地区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宁波市 22.27 

海曙区 24.58 

鄞州区 26.21 

江北区 20.13 

北仑区 19.18 

镇海区 22.90 

奉化区 22.30 

象山县 19.77 

宁海县 16.00 

余姚市 20.12 

慈溪市 21.73 

从图表可知，宁波市建成区绿地率为 22.27%，鄞州区建成区绿地率最高为

26.21%，宁海县最低为 16.00%；对于规划六区而言，北仑区和江北区的建成区

绿地率相对较低，镇海区和奉化区较为接近市均值。基于宁波市第一次地理国情

数据的绿地率指标，可明确后续绿地确改造建设面积比例，对全市各区域的后海

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绿地建设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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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绵城市水域面积率 

宁波市水域覆盖率为宁波市水域面积和区域面积比值，本研究对宁波市内陆

水体水域面积进行统计，获得宁波市水域面积统计结合和空间分布如图和图 5 

表 6 所示。宁波市的水域面积率为 7.8%；慈溪市河渠和库塘面积高于其他区

域，水域面积率最高，为 13.81%；奉化区水域面积率最低，为 3.31%。根据水域

指标数据和空间分布图，同时综合考虑水面连通性和水敏感区等信息，可为今后

宁波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水域数据支撑。 

 
图 5宁波市水域面积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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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宁波市各区水域面积率 

地区 水域面积（平方千米） 水域面积率（%） 

宁波市 765.20 7.80 

海曙区 28.97 4.87 

鄞州区 74.86 9.20 

江北区 14.66 7.05 

北仑区 28.27 4.74 

镇海区 19.65 7.99 

奉化区 41.95 3.31 

象山县 102.41 7.41 

宁海县 110.23 5.98 

余姚市 156.20 10.43 

慈溪市 188.00 13.81 

（四）海绵城市不透水面 

根据李德仁院士对不透水面的定义，不透水面是指水不能渗入的表面，主要

包括屋顶、道路、停车场和硬质铺装地表等，是城市和区域环境的生态考核指标

之一。结合该定义及地理国情普查成果，本研究统计获取宁波市不透水面的空间

分布信息（图 6 和表 7）。从图表可直观得知，宁波市不透水面在规划六区和慈溪

市内密度较高，其他区域如山区和水库分布周围的不透水面密度较稀疏。同时，

宁波市不透水面面积为 1823.70 平方千米，不透水面中房屋建筑、硬化地表、公

路和建筑工地等四种类型所占的比例较高，全市范围内慈溪市的不透水面面积最

高，该区分布密度也较大；在规划六区内，海曙区的不透水面面积最高，鄞州区

次之。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基于本研究的不透水面空间分布和统计信息，可为我

国海绵城市的建设框架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为宁波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透

水薄弱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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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宁波市不透水面空间分布 

表 7宁波市各区域不透水面统计 

地区 
不透水面面积 

（平方千米） 

宁波市 1823.70 

海曙区 229.83 

鄞州区 194.36 

江北区 88.42 

北仑区 168.65 

镇海区 101.46 

奉化区 122.27 

象山县 132.54 

宁海县 146.33 

余姚市 263.82 

慈溪市 376.02 

 

五、总结 

海绵城市建设是我国城市建设转型的重要启程点，基于地理国情成果辅助海

绵城市规划建设，是利用测绘地理信息手段辅助城市规划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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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测绘地理信息成果可以辅助海绵规划和建设，为其提供客观可靠

的数据及新技术手段，从而更好的服务于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双修”和“名

城名都”建设。同时本研究也是对地理国情普查成果在相关行业中应用方法的又

一探究，为后续宁波市常态化地理国情监测如何更好的服务于政府和社会提供应

用示范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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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地理国情地表覆盖内容与指标 

 

一级类 二级类 定义 

耕地 
  

 
水田 

种植水稻、莲藕、茭白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

物轮作的耕地 

   

 
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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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耕地，不含大棚用地  

园地 
  

 
果园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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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园 指被人工种植的茶树覆盖的连片区域 

 
桑园 指被人工种植的桑树覆盖的连片区域 

 
橡胶园 指被人工种植的橡胶树覆盖的连片区域 

 
苗圃 指被人工繁殖、培育的苗木成片覆盖的地表 

 
花圃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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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园地 

指被人工种植的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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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 
  

 
乔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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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一般大于 5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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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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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以上）构成的植被，覆盖度大于 30%，高度一般低于 5 米 

 
乔灌混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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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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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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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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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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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疏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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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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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天然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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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木覆盖度在 10%以下的疏林草地和灌丛草地 

 
人工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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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 

  

 

多层及以上房屋

建筑区 

层高在 4 层及以上、或楼高 10 米以上、或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有

明显阴影的房屋建筑为主的区域 

 
低矮房屋建筑区 

层高在 1-3 层、或楼高 10 米以下、或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上无明显

阴影的房屋建筑为主的区域 

 
废弃房屋建筑区 人口整体迁移、无人居住、废弃的农村地区连片房屋建筑区 

 

多层及以上独立

房屋建筑 
层高在 4 层及以上、或楼高 10 米以上的独立房屋建筑 

 

低矮独立房屋建

筑 
层高在 3 层及以下、或楼高 10 米以下的独立房屋建筑 

道路 
  

 
铁路 从地表覆盖的角度，铁路指被火车行车轨道及路基覆盖的地表 

 
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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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 连接城市内部空间单元的道路 

 
乡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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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筑物 
  

 
硬化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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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工设施 为消除水害和开发利用水资源而修建的工程设施 

 
交通设施 

 
城墙 古代城墙，包括长城和城市古城墙 

 
温室、大棚 用来栽培植物或用于养殖的能透光和保温（或加温）的设施 

 
固化池 

用建筑材料修建的具有规则几何形态（多呈方形或圆形）的露天池沼覆

盖的地表。包括游泳池、污水处理池、晒盐池及其他类型固化池 

 
工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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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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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构筑物 其他未分类的人工构筑物 

人工堆掘地 
  

 
露天采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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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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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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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 自然地表被破坏，正在进行土木建筑工程施工的场地区域 

 
其他人工堆掘地 本文件未分类的其他人工堆掘地 

荒漠与裸露地表 
 

 
盐碱地表 指表层裸露物以盐碱为主的地表 

 
泥土地表 指表层裸露物以泥质或裸土为主的地表 

 
沙质地表 指表层裸露物以沙质为主的地表，包括沙漠、沙滩等 

 
砾石地表 指表层裸露物以块状砾石为主的地表 

 
岩石地表 指表层裸露物以基岩为主的地表 

水域 
  

 
河渠 

 

 
湖泊 

 

 
库塘 

 

 
海面 

 

 
冰川与常年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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