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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在国内属首次制定。 

本标准是在一系列地形图图式标准、数字地图产品标准、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等

标准基础上，结合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制作的具体特点制定的。 

流域单元及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资源中未包括的温度、湿润度、地表物质等内容暂 

未列入，等待后期版本补充。 
本标准的附录 A、B 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           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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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中主要因子地形单元要素的分类、分级系统和

编码，制作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的主要资料和技术处理流程，地形因子及相关地理

背景要素处理的方法和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的统计处理方法，描述了数字基本地理

单元图的产品形式和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制作中小比例尺（小于 1：25 万）的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大比

例尺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可以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

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1.GB/T 13989—9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2.GB/T 13923—92  国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3.GB/T 14512—1993 1：1 000 000地形图编绘规范及图式 

4. GB/T 17278-1998数字地形图产品模式 

3 术语和定义 

3.1 专题地图 Thematic map 

突出表现某一种或几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特征的地图。 

3.2 起伏度 relief value 

是在一个统计单元内，最高点海拔高度与最低点海拔高度的差值。 

3.3 坡度 slope 

地表在地面上某点的倾斜程度。 

3.4 地形类型 topographical type 

具有相同或近似的特征为划分类型的依据，常以成因或形态的差异划分成若干 

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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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理因子 geographical factors 

又称地理基质。构成地理环境整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的、但应服从整体

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分和能量组分。 

3.6 地理要素 geographical elements 

形成地理类型、地理区之间的差异性的主要地理因素。这些地理因素在空间分

布上有显著的差异，在地理环境特征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3.6 自然地理实体 physical geographic entity 

自然地理各种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规律地结合而成的具有内部相

对一致性的整体。分为不同等级，大至整个地理壳，小如一个土地类。 

3.7 地理单元 geographic unit 

    地理因子在一定层次上的组合，形成地理结构单元，再由地理结构单元组成地

理环境整体的地理系统。在此种意义上，地理单元介于地理基质和地理整体系统之

间，有时称之为地理子系统或地理亚系统。 

3.8 数字基本地理单元(digital basic geographic unit) 

以数字形式存储在计算机及其介质中的地理环境条件基本一致的的空间单元， 

其内部要素分布的一致性显著，与相邻单元地理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 

3.9 格网单元 Cell 

栅格数据集由格网单元组成，所有单元大小一样。 

3.10 值 Value 

描述格网单元归属的类别、种类或组，或所描述现象的大小或数量。 

3.11 分类区 Zone 

两个或多个同值格网单元属于同一个分类区。分类区可由连接、不连接或同时

由以上两种单元组成。 

3.12 关联表（Vat），它的基本属性项是值（Value）和每个分类区内的单元个数（Count），

可以插入可选项以表示分类区的多种属性（与 Value 对应）。如 

VALUE COUNT ELEVATION RELIEF SLOPE 
1  1 1 1 
2  1 2 1 
     
 

 4



4 总则 

4.1 概述 

基本地理单元是地理环境条件基本一致的空间单元，其内部要素分布的一致性

显著，与相邻单元地理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基本地理单元数据是建立在基础地理

空间数据和技术加工基础上的专题数据。 

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以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作为主要数据资源，选择地形类

型、地面高程、地面坡度等主题作为主要的数据内容层面，还包含行政区划、居民

点、河流等地理背景要素数据，每个要素层都包括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 

基本地理单元图为用户提供最基本的地形类型和分布范围，形成良好的专题空

间数据库和专题制图的控制框架，有效协调不同地理要素分布界线、协调地理空间

格局和分布的可视化表达。 

基本地理单元数据将成为社会共享的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和地图产品，面向学术

界和社会提供广泛的用途。 
 

4.2 数学基础、命名 

基本地理单元图使用相应地形图的基础数据，沿用相应的数学基础、投影和分

幅，可根据需要采用地理坐标和大地坐标。 

图层命名可参考 1：25 万，1：100 万地形数据库的命名方法，根据情况采用地

形图数据图幅编号名（符合 GB/T 13989—9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作为数据路径，地理要素名称直接命名。矢量数据名前三位表示要素内容，后两位

表示要素的点、线、面等属性。栅格数据如起伏度数据层直接命名为 RELIEF，坡度

数据层直接命名为 SLOPE 等。参见资料性附录 A.1.4 及附录 B。 
 

4.3 作业流程 

基本地理单元数据的基本技术处理过程包括四个环节，即 

A 资料准备和数据收集； 

B 根据分类分级指标进行数据处理； 

C 地理单元数据建库； 

D 数据库应用，包含（数字）地图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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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级指标，例如以 4.5*4.5KM
2
作为全国的统一标准。建立 1：400 万地形图起伏度

与地理单元起伏度的关联关系。省级或区域的地形统计单元可由用户定义） 

平原的二级分类，共 1类 

1 平原 

丘陵的二级分类，共 2类 

2 低丘陵：起伏度 20－75m 

3 高丘陵：起伏度 75－200m 

山地二级分类，共 4类 

4 小起伏山地：起伏度 200－600m 

5 中起伏山地：起伏度 600－900m 

6 大起伏山地：起伏度 900－1200m 

7 极大起伏山地：起伏度>1200m  

C 坡度分类，共 6 类 

坡度指标暂不参与全国宏观地形分类，作为背景参数和单元内部特征统计的项

目，在今后省级及更小行政单元的地形分类中再考虑。例如，在低海拔平原中各类

坡度分布面积统计。 
1 平坦：0－2° 

2 起伏或倾斜：2－7° 

3 平缓：7－15° 

4 缓坡：15－25° 

5 陡坡：25－35° 

6 急陡坡：35°以上 

D 高程分类，共 5 类 

1 低海拔：1000m 以下 

2 中海拔：1000－2000m 

3 高中海拔：2000－4000m 

4 高海拔：4000－6000m 

5 极高海拔：6000m 以上 

5.1.2 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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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陆地基本地形一级分类表（形态＋高程） 
 
代码结构： 
     X      X 

 
海拔类型 

地形类型 
 

形态类型 1 低海拔 2 中海拔 3 高中海拔 4 高海拔 5 极高海拔 
1 平原 11 12 13 14  
2 丘陵 21 22 23 24  
3 山地 31 32 33 34 35 

 
2. 中国陆地基本地形二级分类表（形态＋起伏度＋高程） 
代码结构： 
     X     X     X 

 
海拔类型 

起伏类型 
地形类型 

 
形态+起伏

类型 
1 低海拔 2 中海拔 3 高中海拔 4 高海拔 5 极高海拔 

11 平原 111 112 113 114  
22 低丘陵 221 222 223 224  
23 高丘陵 231 232 233 234  
34 小起伏

山地 
341 342 343 344  

35 中起伏

山地 
351 352 353 354 355 

36 大起伏

山地 
 362 363 364 365 

37 极大起

伏山地 
 372 373 374 375 

 

5.2 地理底图要素数据的分类系统与代码 
境界、河流、湖泊、水库、居民点、山脉、山峰、高程点、地理网格等地理背

景要素码执行 GB/T 13923—92  国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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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地理单元数据处理 

6.1 资料收集分析与利用 

编制基本地理单元数据集的数据源主要为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 1：100 万

地形数据库、1：25 万地形数据库、DEM 库、1：100 万 DEM 数据，以及必要的其

他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基本地理单元数据的编制，以相同或相近比例尺地图数据和

遥感数据为资料。可采用 1：400 万《中国地貌图》、1：300 万《中国山脉水系分级

资料图》、《1：400 万中国水系图》、《国家自然地图集》中的“地形区划图”等资料，

相互验证，相互充实，与 DEM 处理的数据结果相匹配。 

6.2 地理底图 

利用相近或相同比例尺的地形数据库，选取以下要素： 

境界：国界、省界、市县界，行政区划代码和名称沿用原始数据，形成行政单

元数据层。 

河流和湖泊（含水库）：沿用原始数据的水系层，根据地图比例尺综合取舍。在

1：100 万比例尺数据上，保留“中国数字地图（1：100 万，国际版）”的全部水系

要素，增加河流名称、分级和代码属性项。在 1：25 万比例尺数据上，选取河流长

度 10 千米以上或 6 级以上河流，选取面积大于 500*500m2湖泊。 

居民点：一般选取乡镇以上各级居民点。 

山脉、山峰和高程点：使用 1：300 万山脉分级数据中的山脉走向线、山脉名称，

1：100 万数字地图数据中的山峰位置点、山峰名称、高程。 

经纬度网格：采用 1：100 万或 1：25 万地形图数据库中经纬度网格。 

6.3 基本地理单元数据的提取 

6.3.1 地形起伏度 

本标准确定我国地势起伏度的统计单元为 20.25 km2，以 1：100 万DEM为例，

格网大小为 500 米，即由 9*9 个格网构成一个统计单元，以 1：25 万DEM为例，格

网大小为 100*100 米，即 45*45 个格网构成一个统计单元，以 1：5 万DEM为例，格

网大小为 25*25 米，即 180*180 个格网构成一个统计单元。 

6.3.2 坡度 

坡度函数计算任一单元与邻域单元间的最大比率（高程值的最大变化比率），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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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坡度数据集以度为单位表示。 

6.3.3 高程 

对原始数据 DEM 中的数值，按照 3*3 格网单元的邻域统计单位，计算平均高程， 

得到平滑的高程图，再按高程分类指标进行数据的重分类。 

6.4 基本地理单元数据的精度分析 

基本地理单元数据的精度主要包括斑块的定性精度及其空间位置精度，都与原

始 DEM 的精度，地理单元应用目标及需求有关。 

定性精度即斑块的地形类型与实际量测值的误差，可以通过与同位置的实际量

测值（海拔，坡度等）进行比较，得到误差值；还可以经过统计分析，与已有的统

计值和专题地图比较，得到误差值或误差图。 

7 数字基本地理单元数据统计处理 

7.1 格网单元统计（cell statistics） 

    根据输入的多个栅格图层数据来计算输出栅格图层的统计值，是对每个单元分

别进行计算。 

最大值（Maximum）：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的最大

值； 

均值（Mean）： 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的平均值； 

最小值（Minimum）： 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的最

小值； 

范围（Range）：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的最大、最

小值之差； 

总和（Sum）：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值的总和； 

众数（Majority）：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个数最多

的值； 

小数（Minority）：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个数最少

的值； 

种类（Variety）：输出栅格图层单元的值是多个输入栅格图层单元中唯一值的数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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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输入层的数值基础上为输出数据的每个单元做统计运算。 
 

7.2 邻域统计（neighborhood statistics） 

在限定邻域的基础上获得新数据集每个单元的值，常用在模拟污染扩散趋势等

应用中，在基本地理单元统计分析中，可以用来计算一定范围内的平均高度，单元

高差，相对高度等。 

7.3 分类区统计（zonal statistics） 

使用一个要素数据集对另一个数据集的分类区进行统计，例如，每一个地形类

别的平均高程，每个高程分带的人口密度等； 

调用政区单元对高程栅格做叠加处理，得到以政区单元为单位的高程分类数据。 

7.4 重分类（reclassify） 

将栅格图层的每个栅格的值按一定的规则改变为其他值。如对坡度、高程等进

行重新分级。 

7.5 地理统计数据的管理和表达 

7.5.1 多种统计表数据的命名和组织 

按海拔高度分级的地形面积统计表示例 

平原（平地） 丘陵 山地 合计 海拔高度

（米） 
面积 百分比 面积 百分比 面积 百分比 面积 百分比

100 米以下         

100-300         

300-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3000         

3000-5000         

500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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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百分比         

 

7.5.2 地理特征统计的成图 

可以对栅格主题生成统计直方图，还可以生成分类分级专题地图。 

7.5.3 统计数据与地理单元、地理实体数字景观的链接、查询 

    可以通过关键字（如代码、名称等）连接不同的统计数据、地理实体数据等进

行查询。 

8 产品形式 

8.1 数据集及相关文档 

国家地形高程原始数据和分级数据，按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 

国家地形坡度原始数据和分级数据，按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 

国家地形起伏度原始数据和分级数据，按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 

国家基本地形类型的分布数据，按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 

附录给出了数据集相关文档的要求。 

8.2 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及图式 

在以标准地形图分幅的基础上，地形、水系等要素可以采取多种组合形式，采

用多层次行政单元或流域单元提取所需的图形信息、属性信息和统计数据，组合成

为坡度图、起伏度图、基本地理单元图或其他形式的统计地图等。 

地图图式中，基本背景要素可参考 GB/T 14512—1993 1：1 000 000 地形图编绘

规范及图式适当改造，其他专题要素可根据用户需要采用不同的表示方法，如分级

法，网格法等。 

8.3 元数据 

基本数据源说明直接采用该数据源的元数据说明，概述（主要用途、适用范围

和特点）、基本数据内容说明、数据格式说明、分类编码说明、数据定位参考系统及

其参数说明、地图投影名称及其参数说明等其他内容参考 GB/T 17278-1998 数字地形

图产品模式标准，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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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数字基本地理单元图（数据集）说明示例 

A.1 数据集说明文件（descript.doc）的内容 

A.1.1 数据集名称：海南省 1：25 万基本地理单元数据集 

A.1.2 数据源：海南省 1：25 万 DEM 

海南省的 1：25 万 DEM 的元数据说明 

      海南省 1：25 万地形数据库 

A.1.3 数据产品说明 

生产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投影形式：高斯投影 

覆盖范围：海南省 

数据表达内容：地理单元 

数据量： 
 

要素名 文件格式 数据量 

行政区划单元 
ARC/INFO 

COVERAGE 
 

流域区划单元 
ARC/INFO 

COVERAGE 
 

基本地理单元 
ARC/INFO 

GRID 
 

   

 
精度与比例尺：矢量：1：25 万，栅格：100 米 
 

A.1.4 数据层 
 

要素名 层名 属性表          主要内容 

PAT 政区界、海岸线、岛屿 

REGION 省、地、县政区 
行 政 区 划

单元 
BOUNT 

AAT 县界 

PAT 流域 

REGION 一、二、三级流域界 
流 域 区 划

单元 
BASNT 

AAT 流域界线 

TERRD VAT 地形类型二级分类 基 本 地 理

单元 ELEVATION VAT 高程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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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F VAT 起伏度 

SLOPE VAT 坡度 

   

   

 

 
基本地理单元 terrrd（提供更细的二级分类，一级分类可以在此基础上重分类生

成） 

区划单元 bount（县级以上行政区划） 

流域单元 basnt（三级以上流域区划） 

A.1.5 数据集文件路径 

数据：hainan\data\unit\… 

说明：hainan\text\descript.doc（数据集说明文件） 

hainan\text\coding.doc（数据集编码文件） 
 
A.2 数据集编码文件（coding.doc）的内容 
A.2.1 行政区划单元 

编码采纳 GB/T 2260-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及 GB/T 13923—92 国

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A.2.2 基本地理单元编码 

 形态+起
伏类型 

1 低海拔 2 中海拔 3 高中海拔 4 高海拔 5 极高海拔 

11 平原 111 112 113 114  
22 低丘陵 221 222 223 224  
23 高丘陵 231 232 233 234  
34 小起伏

山地 
341 342 343 344  

35 中起伏

山地 
351 352 353 354 355 

36 大起伏

山地 
 362 363 364 365 

37 极大起

伏山地 
 372 373 37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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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中国数字地图（1：100 万，国际版）数据层名由五位英文字符构成，前三位表示

地理要素的内容特征，后两位表示地理要素的几何特征。     

13 类地理要素分别用下列三位字符表示： 

    政区                    BOU 

    居民地                  RES 

    铁路                    RAI 

    公路                    ROA 

    文化要素                CFE 

    水系                    HYD 

    地貌                    HYP 

    植被                    VEG 

    土地覆盖                LAN 

    其他自然要素            PHS 

    海底地貌                BAT 

    其他海洋要素            OFE 

地理格网                GGD 

 

    5 类几何特征分别由下列两位字符表示： 

    NT 同时包括面状和线状要素属性表 

    LK 同时包括点状和线状要素属性表 

    LN 仅包括线状要素属性表 

    PY 仅包括面状要素属性表 

    PT 仅包括点状要素属性表 

例：层名 HYDNT 表示同时包括面状和线状要素属性表（NT）的水系（HYD）要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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