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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DB1403/T《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规程》拟分为如下部分： 

—— 第 1部分：存量数据实体化； 

—— 第 2部分：数据更新生产技术标准。 

本文件是DB1403/T《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规程》的第1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阳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阳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阳泉市测绘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阳泉市自然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阳泉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晋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吉奥时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亚东、傅颖秀、张庆斌、魏世丽、卢翔峰、赵之星、王国良、索飞、黄福华、

段松贺、吴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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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存量数据实体化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统地理信息实体化改造的生产技术方案以及聚落、交通、水系、自然地理单元、管

理单元、植被与未利用地的实体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实体数据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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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2017 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 

《阳泉地理实体数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时空基准 

空间参考系 

坐标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来源：GB 22021-2008,4.1.2] 

高程基准：1985国家高程基准。 

[来源：GB 22021-2008,5.1] 

时间参考系 

本文件所有数据的日期和时间基准采用公元纪年和北京时间。 

5 生产技术方案 

数据生产流程 

数据生产流程见图1所示。 



DB 1403/T 19.1—2023 

2 

 

图1 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流程 

数据收集分析 

数据收集分析工作包括收集可用于地理实体数据生产的地形图数据和用于参考的各类辅助数据，

如地理国情数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影像数据等，并按地理实体的类别特征和质量要求对数据的格式、

坐标系、数据详情、数据范围、可利用类型等进行综合考量，形成数据源分析表。 

数据源分析表示例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源分析表示例 

源数据名称 格式 坐标系 数据详情 数据范围 可利用类型 备注 

1：2000 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 
GDB CGCS2000 

图面表达准确，

分幅储存。 
试验区域 

作为地理实体数

据生产的主要数

据源。 

 

数据预处理 

5.3.1 格式转换 

将收集到的不同格式的数据源转换为统一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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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坐标转换 

将不同坐标系的数据源转换为符合要求的统一空间坐标系。 

5.3.3 分幅数据融合 

将以标准分幅存储的地形图数据融合成一个数据库。 

5.3.4 要素构面 

5.3.4.1 聚落 

（1）房屋 

a) 房屋构面 

根据房屋中心点，寻找周围的房屋线，构建房屋面。 

 

图2 房屋构建实体面 

b) 顶天接地的天井不需用面填充，保留挖空的形状。 

 

图3 天井不构面 

c) 房屋和房屋间存在拓扑问题时，采用就高原则，保证高层房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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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楼层就高原则 

d) 根据注记对房屋赋值建筑结构和层数属性。 

 

图5 房屋属性 

（2）其他建筑物及设施 

需要进行预处理的其他建筑物及设施包括地下建筑出入口、地下建筑物天窗、地下建筑物通风口、

柱廊、檐廊、挑廊、悬空通廊、门顶雨罩、阳台、台阶、室外楼梯、景观水池、支柱、墩、门墩、廊房、

飘楼等。 

a）建筑物及设施构面。 

根据其他建筑物及设施线，结合房屋线，构建建筑物及设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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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建筑物构建实体面 

b） 未连接到房屋主体的阳台线，也属于房屋面，因此需要构建阳台面。 

 

图7 阳台构成实体面 

（3）公共服务及其设施 

需要进行预处理的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包括露天体育场、球场、露天舞台、通信塔、厕所、垃圾台等。 

a）公共服务及其设施构面。 

根据公共服务及其设施线，结合房屋线，构建公共服务及其设施面。 

 

图8 公共设施构建实体面 

b）露天体育场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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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体育场应根据外围线构面。 

 

图9 体育场构建实体面 

（4）工矿及其设施 

工矿及其设施包括水塔、露天设备等。 

工矿及其设施构面。 

根据工矿及其设施线，结合房屋线，构建工矿及其设施面。 

5.3.4.2 交通 

（1）城市道路 

a）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构面。 

按道路名称构建，根据道路边线进行构面，地形图中的道路边线喇叭口的位置不需要包含到道路面

中。 

 

图10 城市道路构建实体面 

b）根据注记对道路赋值名称和材质属性，对于路段面中的多个材质注记，采用就高原则，材质顺

序为：沥＞水泥＞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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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附属设施 

道路附属设施包括停车场、车行桥、人行桥、道路隔离带等。 

a）停车场构面。 

根据停车场点，结合城镇绿地边界、房屋边界、内部道路、地类界等辅助构建停车场面。 

 

图11 停车场构建实体面 

b）车行桥、人行桥构面。 

依据边线构建车行桥、人行桥面，根据注记赋值名称属性。 

 

图12 人行桥构建实体面 

c）道路隔离带构面。 

依据道路隔离带边线、栅栏、陡坎等地物构建道路隔离带面。 

 

图13 隔离带构建实体面 

（3）车站 

车站包括公交站点和地下通道出入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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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通道出入口构面。 

根据地下通道出入口点，结合地下通道出入口线、房屋线等构建地下通道出入口面。 

若站点出入口点在一般房屋上，则地下通道出入口不构面。 

 

图14 地车站地下通道构建实体面 

5.3.4.3 水系 

（1）河流 

a） 河流构面 

按河流名称构建，根据河流边线、岸边线进行构面。 

b) 根据注记对河流赋值名称。 

（2）池塘 

池塘构面。 

根据池塘边线构建池塘面。 

（3）水体附属设施 

水体附属设施包括拦水坝等。 

拦水坝构面。 

拦水坝包含其本身以及拦截水面的所有要素，按照总体宽度构建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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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拦水坝构建实体面 

5.3.4.4 植被与未利用地 

（1）植被构面。 

根据植被拓扑边线构面。 

 

图16 植被构建实体面 

（2）根据植被点类型赋值植被类别属性。 

5.3.4.5 自然地理单元 

能够确定边界的自然地理单元，结合参照数据进行构面。 

5.3.5 数据检查 

对预处理的数据进行检查，检查点、线、面的拓扑关系与属性正确性，并对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修改。 

生产方案配置 

5.4.1 创建库体结构 

按照《阳泉地理实体数据规范》的数据库设计内容与要求，创建地理实体库库体结构，包含地理实

体的所有数据图层及属性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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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制作映射表 

制作地理实体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映射表，规范数据抽取过程中地理信息要素的图形、属性信

息与地理实体数据的对应关系。 

数据映射表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数据映射表说明 

属性分类 说明 

生产数据源 定义生产数据源和数据过滤条件。 

地理实体模板库 

定义目标地理实体图层以及地理实体分类代码，在按照抽

取方案进行数据抽取时，会给目标实体赋予相应的地理实

体分类编码。 

字段映射 字段映射规则设置。 

数据映射表示例如表3所示。 

表3 数据映射表示例 

地理实体 基础地理数据 

大类 中类 小类 分类代码 英文层名 分类 代码 属性 分层 

居民地 

房屋  100401 

JMD_JZW_A 

310300 一般房屋 
结构、层

数、名称 
DLG_1K_JMD_R 

310604 简单房屋 
结构、层

数、名称 
DLG_1K_JMD_R 

310800 架空房屋 
结构、层

数、名称 
DLG_1K_JMD_R 

棚房  100401 310600 棚房 
结构、层

数、名称 
DLG_1K_JMD_R 

窑洞  100401     

数据抽取编辑 

5.5.1 现有数据实体化 

5.5.1.1 现有数据抽取 

依据生产方案配置环节制作的地理实体库库体结构和地理信息数据转换地理实体映射表开展地理

实体数据抽取工作，将数据抽取到地理实体模板库中。具体流程如图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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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数据抽取流程 

5.5.1.2 实体数据编辑 

地理实体数据的编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图形编辑，二是属性编辑，通过两部分的处理形成完整的

地理实体数据。处理流程如图18所示。 

 

图18 实体数据编辑流程 

5.5.2 实体数据补充采集 

5.5.2.1 内业补充采集 

对地形图数据中未采集的地物进行内业补充采集，在地形图数据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采集内容包括

院落、村落、交叉路口、路段等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内容未覆盖的地理实体数据。 

5.5.2.2 外业核查 

对于数据中缺失的重要属性信息进行外业核查调绘。例如院落地址、道路名称等重要属性信息，作

为后期进行属性挂接的关键字段。 

数据检查 

生产数

据源
数据抽取

抽取方

案

地理实体

模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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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完整性检查 

完整性检查包括： 

—— 实体数据分层应正确，无遗漏层、多余层或重复层的现象； 

—— 实体基本属性项、专有属性项应无多余、遗漏现象。 

5.6.2 逻辑一致性检查 

逻辑一致性检查包括： 

—— 检查地理实体分类码与实体数据是否一致； 

—— 检查地理实体分类名称与实体数据是否一致； 

—— 检查数据的产生时间是否合理，产生时间必须早于消亡时间。 

5.6.3 拓扑检查 

5.6.3.1 总体拓扑要求 

拓扑检查主要是对数据的空间正确性进行核查，各类实体间的拓扑关系符合逻辑和处理要求，总体

逻辑主要内容如下： 

—— 除河流、沟渠、城市道路、公路、农村道路图层外，其他同一图层间数据不能存在重叠的情

况； 

——  检查线图层，不能存在悬挂点、伪节点、自重叠、自相交等情况，线节点距离必须大于聚

合阈值； 

—— 检查面图形，不能存在复杂面、自相交、空洞等情况，面节点距离必须大于聚合阈值； 

—— 检查单图层与多图层间的拓扑关系是否合理，包括点和面的覆盖、线和面的重叠，相交、面

与其他面重叠、面之间存在空隙。 

5.6.3.2 各类实体拓扑要求 

各类实体间由于不同的处理方式，也有不同的拓扑要求，包括水系、聚落、植被、交通和管理单

元，具体内容如下： 

—— 水系： 

 湖泊、水库、池塘面不能存在空洞； 

 河流或沟渠面（除干沟外）必须与唯一河流或沟渠线相穿； 

 河流或沟渠线不能与多个河流或沟渠面相穿； 

 河流、湖泊、水库面等不能与其它建筑物、构筑物、植被等实体重叠（湖中心的亭子等特

殊情况除外）； 

 河流、湖泊、水库、沟渠不能包含道路，但可以穿越。 

—— 聚落： 

 在院落中的建筑物、构筑物实体不得超出院落实体边界； 

 场地面不能存在空洞； 

 不同类别院落不能重叠，但可以存在包含； 

 村落中的其他各类聚落实体不得超出村落边界； 

 建筑物、构筑物、街道设施不能与河流、湖泊、沟渠、水系附属设施、其他水系实体相交、

重叠（特殊情况除外）。 

植被： 

 植被和房屋不能重叠，植被和水系不能重叠，植被和交通（过滤高架）不能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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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实体内不能重叠、相交。 

—— 交通： 

 公路面、城市道路面（除内部道路外）、乡村道路面必须与唯一公路线、城市道路线、乡

村道路线相穿； 

 公路线、城市道路线、乡村道路线不能与多个公路面、城市道路面、乡村道路面相穿； 

 桥梁、漫水路面必须与道路实体相交； 

 城市道路面（除内部道路外）不能存在空洞； 

 长途客运站、公共汽车停靠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加油站与交通实体相邻； 

 公路、轨道交通、城市道路、乡村道路、水运不能与建筑物、构筑物等实体重叠（特殊情

况除外：轨道交通下的房屋）； 

 所有道路实体应该保持连通。 

—— 管理单元： 

 区域性群众自治组织辖区、主体功能区、开发区、自然保护地、非行政区域中类下实体不

能相交、重叠； 

 社会管理单元下的分类实体范围与市（县）界与县（乡）镇界套合。 

5.6.4 空间检查 

空间检查包括： 

—— 检查房屋空间图形合并是否合理； 

—— 检查院落空间范围是否合理； 

—— 检查城市道路空间范围是否合理。 

5.6.5 属性检查 

属性检查包括： 

—— 检查图层名称、图层中属性字段的数量和属性字段名称、类型、长度、小数位数是否符合数

据标准要求； 

—— 检查属性字段的值是否符合规定的值域范围； 

—— 地理实体分类码、地理实体标识码、产生时间、存续时间、字段不能为空； 

—— 地理实体唯一标识码不能重复。 

5.6.6 精度检查 

精度检查包括： 

—— 根据已有资料提取的数据，精度需与源数据的精度保持一致； 

—— 根据地形图数据提取的数据，其精度不得低于源数据。 

6 数据处理要求 

聚落实体化 

6.1.1 空间数据要求 

6.1.1.1 院落 

院落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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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落实体使用面图形表达，此面图形为院落的最大范围面，且其中不应出现空洞； 

—— 依据房屋（面），围墙（线）对院落进行勾绘； 

—— 相同类别院落实体的面图形之间不得交叉，不同类别的院落实体面图形之间可存在包含关

系，但不得超出边界； 

—— 居住小区院落中同一小区名的公寓区和别墅区、东区和西区、一期和二期应分别视为两个不

同实体分别构面； 

—— 院落实体需保持面图形的完整性，当道路、河流穿过院落时，应将道路、河流包含到院落

中，确保面图形闭合； 

—— 院落中的建筑物实体的图形不得超出院落实体图形的边界； 

—— 农村无院墙的独立房屋不构建院落实体。 

6.1.1.2 村落 

村落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村落实体的面图形以自然村、村小组等为单元构建； 

—— 村落实体的范围参照城镇村用地以及道路、沟渠、院落等范围构建； 

—— 村落面需保持图形的完整性，当道路、河流横穿村落时，应将道路、河流包含到村落中，确

保面图形闭合； 

—— 村落中的其他各类聚落实体不得超出村落边界； 

—— 零星的房屋，低于 10栋且没有名称的可以不构建村落。 

6.1.1.3 房屋 

房屋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房屋图形和属性抽取到房屋图层； 

—— 房屋实体的面图形为能够独立标识房屋外轮廓的封闭多边形，飘楼、通风口、柱廊、台阶、

悬空走道等房屋附属物不构成房屋实体； 

—— 除特殊情况（如由裙楼和多个塔楼组成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外，建筑物实体的面图形之间不

应有交叉； 

—— 由裙楼和多个塔楼组成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按裙楼范围构建大型商业综合体整体的面图形，

有名称的塔楼也作为实体单独构建图形；住宅小区内住宅和沿街商铺上下相连时，应按底层

商铺范围构建建筑物整体的面图形，沿街商铺楼和各住宅楼也作为实体单独构建图形； 

—— 建筑物内部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等不单独构建实体； 

—— 房屋相连但属于不同权属时应分别构面； 

—— 顶天接地的天井不需用面填充，保留挖空的形状； 

—— 若一个房屋由多个不同层数或不同建筑结构的房屋面组成，则应提取一个外轮廓面图形作为

房屋实体面，层数和建筑结构以最高房屋为准； 

—— 分层处用辅助线表达，各自层数用注记点表达，放入制图要素； 

—— 面积小于 10平米的、无重要作用的房屋可舍去； 

—— 判断不了的房屋面保持原样无需处理； 

—— 建筑物实体的属性信息参考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库注记数据或地名地址数据录入； 

—— 建筑物实体的名称如无法确定，可填写为其地址属性，或根据其所在院落、用途等属性进行

命名； 

—— 位于院落内的房屋实体，房屋实体管理者为对应院落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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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 其他建筑物及设施 

其他建筑物及设施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其他类数据图形和属性分别抽取到对应图层； 

—— 院门通过门墩的连线构建，若没有门墩，则以门洞或围墙端点连线构建； 

—— 院门的线图形应落在院落实体范围的边界上； 

—— 一个院落实体可以包含多个院门实体； 

—— 位于院落内的构筑物、城镇绿地实体，管理者为对应院落管理者。 

6.1.2 属性数据要求 

6.1.2.1 院落 

院落实体的属性数据要求包括： 

—— 居住小区实体的标准地址应该写到小区名； 

—— 工矿企业实体的名称优先按权属资料填写； 

—— 院门名称命名规则：以实际情况命名，如南门、北门，增加所属院落字段；若院落只有一个

院门，命名为 XXX院落院门；暂时获取不到名称的院门，填写“未知”。 

6.1.2.2 村落 

村落实体的属性数据要求包括： 

—— 村落实体的名称填写自然村或自然村小组名称； 

—— 村落实体的名称，应根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居民地及设施大类中的标注点、注记（包括但

不限于村小组、村名等）确定村落名称； 

—— 村落实体的标准地址可以写到行政村名。 

6.1.2.3 场地 

场地实体的属性数据要求包括： 

—— 场地实体的属性来源于地名地址、兴趣点以及各政府部门相关资料； 

—— 空闲地实体的地名地址按其所在的最低一级行政区划填写。 

6.1.2.4 建筑物 

建筑物实体的属性信息参考确权登记类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的注记及地名地址数据填写。 

6.1.2.5 构筑物 

构筑物实体的属性来源于地名地址、兴趣点以及各政府部门相关资料。 

6.1.3 关系处理要求 

关系处理要求包括： 

—— 建筑物、构筑物需要记录与其所在或所属的院落/场地之间的归属关系； 

—— 农村院落需要记录其与村落之间的关系； 

—— 院落需要记录其与社区、街道之间的三级关系； 

—— 院门需要记录与院落的关系。 

交通实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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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空间数据要求 

6.2.1.1 铁路 

铁路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铁路线路使用范围面和中心线表达； 

—— 火车站需要构面，其范围包括候车室和站前广场。 

6.2.1.2 公路 

公路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公路面和公路中心线图形和属性抽取到公路图层； 

—— 公路实体中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和专用道路按 GB/T 917—2017 规定的命名或编号构

建，使用面图形和线图形表达，根图形为面图形。面图形为公路道路的完整范围面，线图形

为公路实体面图形的中心线； 

—— 公路实体的图形应完整，不应因其他地物（如其他道路、桥梁、隧道以及道路内部的隔离带

等）出现中断或空洞； 

—— 公路与城市道路共线时，公路与城市道路分别表达。 

6.2.1.3 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城市道路面和城市道路中心线图形抽取到城市道路图层； 

—— 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实体按道路名称构建，使用面图形和线图形表达，

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实体的面图形为道路的完整范围面，线图形为面图

形的中心线； 

—— 同一城市道路实体的面和中心线基本属性应保持一致； 

—— 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内部道路的图形应完整，不应因其他地物（如其

他道路、桥梁、隧道以及道路内部的隔离带等）出现中断或空洞； 

—— 同一实体的面图形和中心线应保持一致； 

—— 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道与公路共线时，公路与城市道路分别构建面图形和线图形

表达； 

—— 城市道路实体的图形应能表现城市道路实体之间的连通性。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

道、支路、内部道路的中心线应构成连通的道路网络； 

—— 地形图中的道路边线喇叭口的位置不需要包含到道路面中； 

—— 道路材质采用就高原则，材质顺序为：沥＞水泥＞地砖。 

6.2.1.4 乡村道路 

乡村道路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乡村道路面和乡村道路中心线图形抽取到乡村道路图层； 

—— 为保证乡村道路连通性，对于乡村道路遇到桥梁等导致断开的情况，应连通乡村道路面； 

—— 对于有名称的乡村道路，按照名称对乡村道路线进行合并，然后依据乡村道路线切割乡村道

路面； 

—— 对于无名称的乡村道路，按照道路走向人工判断，进行线合并，面切割； 

—— 对同一条乡村道路的面图形和线图形标记为相同实体，并保证同一实体的不同形态除数据源

分类码外其它属性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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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中乡村道路做成一个整体； 

—— 缺少中心线的乡村道路，无需补充绘制中心线；数据源中以线图形表达的单线乡村道路，可

仅以线图形表示，无需补充构面；原始数据中属性错误，如分类码错误等，无需修改；数据

源中乡村道路中心线若未贯穿乡村道路面，则保持原始状态，不修改。 

6.2.1.5 道路附属设施 

道路附属设施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道路附属设施图形抽取到道路附属设施图层； 

—— 交叉路口、环形路口实体使用面图形表达，交叉路口、环形路口的面图形为两条或多条道路

相交时交叉处的范围，找到一条道路的两条边线从直线变曲线，曲率发生变化的地方，连接

成一条线，同样处理相交的另外道路，形成一个交叉路口的面图形； 

—— 两条相交没有名称的城市道路不用做路口； 

—— 路口中间因花坛或绿化带等将道路面实体分割开的应将面补充完整； 

—— 路段使用面图形表达，路段的面图形为快速路、高架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等实体在交

叉路口、环形路口或互通、立交桥之间的面图形； 

—— 为保证隧道连通性，在隧道经过地下部分时，应在端点处连接形成完整的隧道面。 

6.2.1.6 交通标识 

公共汽车停车站使用面图形表达，面图形为公共汽车停车站展台的完整范围面，没有停车棚的停车

站用点表达。 

6.2.2 属性数据要求 

属性数据要求包括： 

—— 公路名称和道路编号必须填写（尽量填写其中文名字全称，在缺少相关参考资料或无名称的

情况下才可以使用道路编号填写实体名称）； 

—— 同一城市道路实体的面和中心线基本属性应保持一致； 

—— 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的路段名称使用<道路名称>（<交叉路口中相交的道路名

称>|<环形路口名称>至<交叉路口中相交的道路名称>|<环形路口名称>）的格式进行组织。

当城市道路起点为立交桥时，起始路段的名称按<道路名称>（<立交桥名称>至<交叉路口中

相交的道路名称>|<环形路口名称>）的格式进行组织； 

—— 高架路的路段名称使用<道路名称>（<高架路出口>至<高架路出口>）的格式组织； 

—— 路段命名时，若一端处遇到两条道路时，任选其中一条进行填写； 

—— 交叉路口的名称使用<道路名称>与<道路名称>路口的格式进行组织，环形路口的名称可填写

常用名称，如新庄广场； 

—— 乡村道路实体的属性，除直接从数据源抽取到的外，还应根据国情等参考数据源确定乡村道

路的名称、宽度等属性； 

—— 乡村道路不同路段的宽度、车道数、材质可能存在不同，道路材质采用就高原则，材质顺序

为：沥＞水泥＞地砖； 

—— 交通标识的标识内容必须填写。 

6.2.3 关系处理要求 

关系处理要求包括： 

—— 铁路线路应建立与铁路路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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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应建立与站前广场、候车室、站台等关系； 

—— 公路实体中，应建立引道、桥梁、引桥、隧道、明峒等与公路的组合关系； 

—— 公路实体中，应建立公路附属设施（如收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与公路的依存关系； 

—— 公路实体中，应建立公路与高速公路出入口以及互通、立交桥之间的关联关系； 

—— 城市道路实体中，应建立城市道路与其组成路段、路口的关系； 

—— 城市道路实体中，应建立路段与交叉路口的连接关系； 

—— 城市道路实体中，应建立城市道路与交通附属设施、植被的归属关系； 

—— 轨道交通中，应建立线路、站点和出入口之间的关系。 

水系实体化 

6.3.1 空间数据要求 

6.3.1.1 河流 

河流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河流面、河流中心线的图形和属性抽取到河流图层； 

—— 河流实体使用面图形和线图形表达，面图形为河流管理界线或堤（岸）外侧范围线构成的完

整范围面，线图形为河流的中心线，同一河流实体的面图形和中心线属性应保持一致； 

—— 河流类实体的图形不应因其他地物（如湖泊、桥梁、堤坝、沙洲等）出现中断或空洞； 

—— 河流流到地下部分时是断开的，应将两端河段在端点处连接形成完整的河流面； 

—— 两条河流相交，为了保证河流完整性，允许交汇处重叠； 

—— 河流实体的图形应能表现水系实体之间的连通性，河流实体的中心线应构成连通的水系网

络，在支流汇入干流或河流汇入湖泊、水库等水系交汇处，汇入其他水系实体且不再流出的

河流，其面图形应在河口截断；支流汇入干流的情况下，支流的中心线需延伸直至与干流的

中心线相交； 

—— 河段单独构面，与河流面允许重叠； 

—— 河口实体使用线图形表达，线图形为河流与其他水系相交的两端连线。 

6.3.1.2 沟渠 

沟渠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沟渠面和沟渠中心线图形抽取到沟渠图层； 

—— 沟渠实体使用面和线表达，沟渠实体的面图形为渠道或过水通道的完整范围面或水平投影

面，线图形为沟渠面图形的中心线，同一沟渠实体的面图形和中心线属性应保持一致； 

—— 沟渠类实体的图形应完整表达从渠首到渠尾的范围，不应因其他地物（如道路、桥梁、输水

渡槽、隧道、涵洞等）出现中断； 

—— 按照名称合并沟渠面和沟渠中线，不再区分地面和地下、高架，依比例尺的沟渠中线和不依

比例尺的沟渠线； 

—— 对于没有名称的沟渠，如果空间位置相连，则合并成一个实体对象； 

—— 沟渠实体和植被允许空间上相交重叠。 

6.3.1.3 湖泊、水库、池塘 

湖泊、水库、池塘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湖泊、水库、池塘图形抽取到湖泊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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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池塘实体使用面图形表达，依据湖泊、池塘边界构面，此面图形不应因其他地物（如

岛、沙洲、桥梁等）出现空洞； 

—— 将常年湖、时令湖、干涸湖，作为水文信息记录在属性中。 

6.3.1.4 其他水体 

其他水体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数据中其它水系、水系附属设施图形抽取到其它水系、水系附属设施图层； 

—— 瀑布、跌水实体使用线图形表达，线图形为瀑布、跌水起始处河流的横截面连线。 

6.3.2 属性数据要求 

属性数据要求包括： 

—— 河流名称必须填写，实体名称根据基础地理数据中的注记填写，如基础地理中没有名称则参

考其他资料填写； 

—— 将常年河、时令河、干涸河，作为水文信息记录在属性中； 

—— 河口名称根据支流名称确定； 

—— 实体存续时间根据影像时间进行填写； 

—— 水系实体的属性数据必须包含基础地理实体数据基本属性项中规定的内容，与水系实体相关

的其他资料，可通过基础地理实体唯一标识码与对应的专题数据进行关联。 

6.3.3 关系处理要求 

关系处理要求包括： 

—— 河源、河段需要记录其与所属河流的关系； 

—— 河口需要记录其与支流和干流的流入关系； 

—— 河流水面、沙洲、岛、滩、河岸、河湾、矶需要记录其与所属河流之间的依存关系； 

—— 溢洪道、水闸与坝之间的关系； 

—— 蓄滞洪区需要记录其与河流之间的依存关系； 

—— 水闸、渠首、抽水机、扬水站、泵站需要记录其与所在沟渠之间的关系。 

自然地理单元实体化 

6.4.1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自然地名图形和属性抽取到自然地理单元图层； 

—— 既有地名点又有空间范围的自然地理单元需要标识为同一实体。 

6.4.2 关系处理要求 

处理自然地理单元与其所在的管理单元等实体间关系。 

管理单元实体化 

6.5.1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根据抽取方案，将基础地理数据、三调数据、国情数据中对应图形和属性抽取到对应图层； 

—— 对于名称一致，图形无缝连接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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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管理单元图形来源填写数据源、数据源分类码和数据源标识码。 

6.5.2 关系处理要求 

关系处理要求包括： 

—— 行政区、区域性群众自治组织辖区实体中，应建立下级管理单元实体与上级管理单元实体的

组合关系； 

—— 开发区内的院落、房屋，应建立与开发区的组合关系； 

—— 自然保护地内的植被和水系，应建立与自然保护地的组合关系。 

管线实体化 

6.6.1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基础测绘成果数据管线部分进行分类，将图形和属性抽取到管线分类实体图层； 

—— 根据地形图来源填写数据源、根据元数据分类填写数据源分类码和数据源标识码。 

6.6.2 关系处理要求 

关系处理要求包括： 

—— 处理管线实体与其所在的管理单元等实体间关系； 

—— 不同管线之间不能互通，相同管线之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连接关系。 

植被与未利用地实体化 

6.7.1 数据处理要求 

数据处理要求包括： 

—— 将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中植被、未利用地等图形和属性抽取到植被与未利用地图层； 

——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耕地、林地需要依据农经权等权属信息进行分割。 

6.7.2 关系处理要求 

处理植被与未利用地与其所在的管理单元等实体间关系。 

7 成果提交 

地理实体数据生产的数据成果可采用常见的数据库格式存储， 数据成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空间坐标系为本文件规定的平面和高程坐标系； 

b) 几何图形全面、准确、合理，无拓扑错误，无冗余信息； 

c) 属性项填写完整、正确、合理； 

d) 实体间关系正确、合理； 

e) 逻辑一致性正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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