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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促进环境信息化工作，规范和指导环境专题

空间数据的加工与处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的通用流程，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分类及图示

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 和附录 F 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重庆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重庆数字城

市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8 年 1 月 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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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的通用流程，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分类及图示的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质量、污染源排放、环境风险管理、生态保护、核与辐射以及环境监

管等环境业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的加工和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5190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 16820 地图学术语 

HJ/T 416 环境信息术语 

HJ/T 417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HJ 522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别代码（试行） 

HJ 633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HJ 724 环境基础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 

HJ 744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 

LY/T 1764 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技术规程 

环办[2008]39 号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 

环办[2011]22 号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空间数据  spatial data 

表示空间实体的位置、形状、大小和分布特征诸方面信息的数据，适用于描述所有

呈二维、三维和多维分布的关于区域的现象。 

[HJ/T 416，定义7.140] 

3.2   

专题地图  thematic map 

着重表示自然或社会现象中的某一种或者几种要素的地图。 

[GB/T 16820，定义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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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基础空间数据  environmental fundamental spatial data  

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采集、生产、加工的具有空间位置的环境业务数据。 

[HJ 724，定义3.13] 

3.4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  environmental thematic spatial data 

以环境基础空间数据为基础，按环境管理业务分类或分级集中表现某种主题内容的

空间数据。 

[HJ 724，定义3.14] 

4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通用流程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的加工处理通用流程包括：专题空间数据准备与设计；编辑与制

作；专题图整饰。 

4.1  准备与设计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编辑制作前的准备和设计工作包括： 

a）根据专题空间数据制图的目的任务和用途，确定地图的选题、内容； 

b）针对专题空间数据覆盖范围和类型选择地图投影及参数； 

c）根据专题空间数据的详细程度、用途及精度，结合区域大小选择地图比例尺； 

d）采集、加工、处理和分析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的资料； 

e）了解制图区域或制图对象的特点和分布规律； 

f）根据专题数据的类型和特点选择表示方法和图例符号。 

4.2  编辑与制作 

4.2.1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主要包括： 

a）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编辑。包括数据的收集、整理、矢量化和格式转换。 

b）环境专题空间数据投影坐标转换。根据制图的地图投影设计，将数据统一到同一

投影坐标体系。 

c）环境专题空间数据裁切。根据制图范围，提取专题数据内容与范围。 

d）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分层控制和符号化。根据数据专题，进行合理分层和符号设计。 

e）空间对象平滑处理。根据空间数据的比例尺和专题图设计要求，合理采取空间对

象简化或平滑处理。 

f）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取舍。根据数据密度，按间距、长度或面积进行取舍。 

g）属性数据的编辑。属性数据的规范化、标准化，便于对象标注与查询过滤。 

4.2.2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要素提取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要素应包含三个方面，数学要素、环境专题要素和地理底图要素。 



HJ 927—2017 

 

3 

1）数学要素：坐标网、比例尺、地图定向等内容。 

2）环境专题要素：环境专题要素是环境专题地图的主要要素，编辑和制作过程中首

先进行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的内容取舍，将一种或几种与主题相关联的要素详细显示，其

他要素概略显示。 

3）地理底图要素：地理底图作为专题地图的基础，一般包括境界线、行政中心、河

流、道路等，反映区域的基本地理状况。 

4.2.3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特征提取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的空间特征归纳为三大类： 

1）分布面积较小或呈点状分布，如污染源分布等； 

2）线状或带状分布，如交通噪声污染源等； 

3）离散或连续面状分布，又可分为：a)间断而成片分布于广大面积上的，如自然保

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b)在大面积上分散分布的，如环境功能区划等。 

根据环境专题数据的空间特征，在制作专题图时可参考附录A的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符

号和配色方案，常见的环境专题图参见附录B、C、D、E和F。 

4.2.4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表现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推荐采用几何符号表示，具有以下构图方法： 

1）轮廓变化：轮廓线的粗细、虚实和结构变化； 

2）内部结构变化：在几何轮廓的基础上附加线条、图形； 

3）方向变化：符号的旋转变形； 

4）变形：一个几何图形可演变多个图形； 

5）组合：几个几何图形可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图形符号； 

6）颜色：同一符号赋予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含义。 

4.3  专题图整饰 

专题图配置应包括图名、比例尺、指北针和图例，根据制图需要可添加图廓、经纬

网、注记、制图数据源、制图单位、成图时间等要素，以保证图件清晰易读，层次分明，

富有美感。 

5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图示方法 

常见的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的图示方法有定点符号法、线状符号法、范围法等，其空

间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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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图示方法 

空间特征 

表示方法 
点 线 

面 

间断分布 布满全图 分散分布 

定点符号法 ✓     

线状符号法  ✓    

范围法   ✓   

质底法    ✓  

等值线法    ✓  

定位图表法    ✓  

点值法     ✓ 

动线法 ✓ ✓ ✓ ✓ ✓ 

分级统计图法 ✓ ✓ ✓ ✓ ✓ 

分区统计图表法 ✓ ✓ ✓ ✓ ✓ 

1）定点符号法 

定点符号法表示点状分布的对象，常采用不同形状、大小、颜色的符号表示，如污

染源排放企业、环境质量监测点等。 

2）线状符号法 

线状符号法用于表示呈线状分布的对象，如移动排放源等。 

3）范围法 

范围法表示呈间断成片分布的面状对象，常用真实的或隐含的轮廓线表示其分布范

围，其内用颜色、网纹、符号乃至注记等手段区分其质量和分布特征，如自然保护区、

环境功能区等。 

4）质底法 

质底法表示连续分布、满布于整个区域的面状现象，其表示手段与范围法几乎相同，

同样是在轮廓界线内用颜色、网纹、符号乃至注记等表示现象的质量特征，如环境功能

区划等。 

5）等值线法 

等值线法是一种很特殊的表示方法，它是用等值线的形式表示布满全区域的面状现

象，适用于像环境质量监测因子指标、污染团扩散等布满整个制图区域的均匀渐变的自

然现象。 

6）定位图表法 

定位图表法用图表的形式反映定位于制图区域某些点周期性现象的数量特征和变

化。 

7）点值法 

点值法适用于制图区域中呈分散的、复杂分布的现象，像污染源排放空间分布等，

当无法勾绘其分布范围时，可以用一定大小和形状的点群来反映。点的分布范围可大致

代表现象分布范围，点的多少反映其数量特征，点的集中程度反映现象分布的密集程度。

用点值法作图时，点的排布方式有两种：一是均匀布点法，二是定位布点法（地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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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布点法是在一定的区划单元内均匀布点，而不考虑地理背景；定位布点法则是根据

专题要素的分布与地理底图的关系，按实际分布状况布点。 

8）动线法 

动线法是用矢量符号和不同宽度、颜色的条带表示现象移动的方向、路径、数量和

质量特征。如环境污染团分布等都适合运用动线法表示。 

9）分级统计图法 

分级统计图法是按行政区划或自然区划分出若干制图单元，根据各单元的统计数据

对它们分级，用不同色阶，如饱和度、亮度，乃至色相的差别，或用晕线网反映各分区

现象的集中程度或发展水平的方法，也称分级比值法。 

10）分区统计图表法 

分区统计图表法是在各分区单元内按统计数据描绘成不同形式的统计图表，置于相

应的区划单元内，以反映各区划单元内现象的总量、构成和变化。 

6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主要分类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处理以环境业务管理需求为基础，将需要展示的业务分类进行抽

象研究，凝练出业务特征，以便于设计图式，业务专题图图式为参考图式，可根据实际

应用适当调整样式。环境专题空间数据按照业务管理主要分为环境质量、污染源排放、

风险管理、生态保护、核与辐射、环境监管以及其他业务专题。 

6.1  环境质量专题 

6.1.1  环境功能区划 

环境功能区划专题空间数据包括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环境空气功能区划、环境噪

声功能区划、生态环境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和其他类型。常用的表现方式

为范围法，用面状符号表示功能区划，不同的功能区之间采用颜色或填充效果加以区别；

不同功能区重叠时可设置不同透明度进行展现。 

6.1.2  环境质量评价 

环境质量评价专题空间数据包括地表水质量评价、环境空气质量评价、土壤环境质

量评价和其他类型。常用的表现方式为定点符号法，用不同的点状符号区别表示环境监

测点类型，用颜色表示监测质量评价达标或等级情况等。 

6.1.3  环境质量统计 

环境质量统计专题空间数据包括地表水环境监测数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噪

声监测数据、土壤监测数据、辐射监测数据和其他数据统计。常用的表现方法为等值线

法、范围法和定点符号法等。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统计为例，在地图上标出环境空气的

监测点，采用内插法绘制出空气质量的等值线；采用分层设色的表示手段，表现环境空

气质量的等级；同时在等值线上加数字注记，便于直接获得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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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污染源排放专题 

6.2.1  污染源专题 

污染源专题空间数据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交通运输污染源、施工工地污

染源和其他污染源。常用的表现方法为定点符号法、点值法和线状符号法。采用定点符

号法时，用形状区别表示污染源的类型，符号大小表示污染源排放量的大小，用颜色表

示污染源的达标情况。采用点值法时，各区域内的污染源表示为一个点状符号，点状符

号大小根据污染源的数量多少或排放量大小而定。交通运输污染源常采用线状符号法。 

6.2.2  污染源排放统计专题 

污染源排放统计专题空间数据包括工业污染源数量统计、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数量

统计、农业污染源数量统计、交通运输污染源数量统计、施工工地污染源数量统计和其

他污染源数量统计。常用的表现方法为分级统计图法。表示单个统计值时，可将统计的

范围按统计值的大小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在专题图中标明颜色对应的等级；表示多个统

计值时，可在统计范围的地图中心显示柱状图、饼状图等表达该区域的统计结果。 

6.3  环境风险管理专题 

环境风险管理专题空间数据包括环境风险源企业分布、化学危险品仓库分布和应急

预案。常用的表现方法为定点符号法、动线法等。在环境风险范围内标识出风险源点位、

敏感点点位、人员路线（方向）、车辆路线（方向）。一般符号的矢部表示运动方向，

粗细表示速度或强度，长短表示稳定性，符号位置表示运动的轨迹或趋势，颜色不同表

示质量差别。 

6.4  生态保护专题 

生态保护专题空间数据包括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其他

类。常用的表现方法为范围法。用线条表示区划范围，不同区划之间，采用颜色或填充

效果加以区别。多个专题图重叠时可采用设置不同透明度的方式进行展现。 

6.5  核与辐射专题 

核与辐射专题空间数据包括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核设施安全监管、核电安全监管和

辐射源安全监管。采用点状符号法、分级或分区统计图法。 

6.6  环境监管专题 

环境监管专题空间数据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排污许可、投诉受理、行政处

罚和企业信用评价等。采用点状符号法、分级或分区统计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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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其他环境业务专题 

环境业务专题数据种类繁多，在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处理时，应选定专题所表现的主

题，根据业务管理主题内容的空间特性决定采用的制作方法。此外，应根据环境专题空

间数据内容的特点，采用已有相关标准的方式表达或者符合主流理解能力的图示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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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 

A.1 环境质量专题 

A.1.1 环境功能区划类 

环境功能区划类包括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HJ 522）、环境空气功能区划（GB 3095）、

环境噪声功能区划（GB/T 15190），其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如表 A.1 所示。 

表 A.1 环境功能区划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 

专题要素 空间特征 
数据表现 

功能分区 RGB CMYK 示例 

地表水环境

功能区划 
面符号 

Ⅰ类 （0,255,255） （100,0,0,0） 
 

Ⅱ类 （0,42,128） （100,84,50,0） 
 

Ⅲ类 （0,148,25） （100,42,90,0） 
 

Ⅳ类 （255,255,0） （0,0,100,0） 
 

Ⅴ类 （237,43,143） （7,83,44,0） 
 

环境空气 

功能区划 
面符号 

一类区 （163,255,115） （36,0,55,0） 
 

二类区 （56,168,0） （78,34,100,0） 
 

环境噪声 

功能区划 
面符号 

0 类区 （255,255,153） （0,0,40,0） 
 

1 类区 （204,255,204） （20,0,20,0） 
 

2 类区 （51,102,204） （80,60,20,0） 
 

3 类区 （153,51,0） （40,80,100,0） 
 

4a 类区 （255,0,0） （0,100,100,0） 
 

4b 类区 （128,0,128） （50,100,50,0） 
 

A.1.2 环境质量评价类   

环境质量评价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环办[2011]22 号）、环境空气质量评价（HJ 

633）、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环办[2008]39 号）和饮用水水源地质量评价（HJ 744），其

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如表 A.2 所示。 

表 A.2 环境质量评价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 

专题要素 
空间 

特征 

数据表现 

监测 

等级 
RGB CMYK 示例 

地表水 

质量评价 

点符

号 

Ⅰ类 （0,0,255） （100,100,0,0） 

 

边框 

 
Ⅱ类 （30,144,225） （88,44,12,0） 

 

  Ⅲ类 （0,255,0） （10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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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要素 
空间 

特征 

数据表现 

监测 

等级 
RGB CMYK 示例 

地表水 

质量评价 

点符

号 

Ⅳ类 （255,255,0） （0,0,100,0） 

 

填充 

 
Ⅴ类 （255,215,0） （0,16,100,0） 

 

  劣Ⅴ类 （255,0,0） （0,100,100,0） 

 

 

环境空气 

质量评价 

点符

号 

优 （0,228,0） （100,11,100,0） 

 

填充 

 

良 （255,255,0） （0,100,0,0） 

 

轻度污染 （255,126,0） （0,51,100,0） 

 

中度污染 （255,0,0） （0,100,100,0） 

 

重度污染 （153,0,76） （40,100,70,0） 

 

严重污染 （126,0,35） （51,100,86,0） 

 

 土壤环境 

质量评价 

点符

号 

无污染 （152,230,0） （40,10,100,0） 
 

填充 

 

轻微污染 （230,152,0） （10,40,100,0） 
 

轻度污染 （168,112,0） （34,56,100,0） 
 

中度污染 （205,102,102） （20,60,60,0） 
 

重度污染 （205,46,49） （20,82,81,0） 
 

饮用水水源

地质量评价 

点符

号 

河流型 

水源地 
(255,0,197) （0,100,23,0） 

 
填充 

 

湖泊、水库型 

水源地 
(255,255,0) （0,0,100,0） 

 

地下水型 

水源地 
(255,0,0) （0,100,100,0） 

  

达标水源 (0,92,230) （100,64,10,0） 
 

 不达标水源 (255,0,0) （0,1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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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污染源排放专题 

污染排放专题以工业污染源空间分布为例，其专题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如表 A.3

所示。 

表 A.3 污染源分布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 

专题 

要素 

空间 

特征 

数据表现 

分类 RGB CMYK 
示例 

 边框 填充 

工业 

污染源 

点符

号 

废水污染源 

边框 

(104,104,104) 

填充 

(104,104,104) 

边框 

 (0,0,0,59) 

填充 

(0,0,0,59) 

 

 

 

废气污染源 

 
 

噪声污染源 

  

固体废物 

污染源   

A.3 环境风险专题 

环境风险专题以风险企业分布为例，其专题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如表 A.4 所示。 

表 A.4 风险企业分布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 

专题要素 
空间 

特征 

数据表现 

分类 RGB CMYK 示例 

风险企业 点符号 

重大风险 （255,0,0） （0,100,100,0） 

 

边框 

 

填充 

 

较大风险 （255,170,0） （0,33,100,0） 

 

一般风险 （0,112,255） （100,56,0,0） 

 

A.4 生态保护专题 

生态保护专题包括自然保护区（LY/T 1764）、生态保护红线，其专题空间数据符号

和配色方案如表 A.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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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生态保护区空间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 

专题 

要素 

空间 

特征 

数据表现 

分区 RGB CMYK 示例 

自然保护区 面符号 

核心区 （255,0,0） （0,100,0,0） 
 

缓冲区 （0,255,0） （100,0,100,0） 
 

实验区 （255,255,0） （0,0,100,0） 
 

生态保护红线 面符号   （255,0,0） （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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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示例 

 

图 B.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示例图 



HJ 927—2017 

 

13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环境空气质量分布示例 

 

图 C.1环境空气质量分布示例图 



HJ 927-2017 

14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工业污染源分布示例 

 

图 D.1工业污染源分布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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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风险企业分布示例 

 

图 E.1风险企业分布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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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自然保护区分布示例 

图 F.1自然保护区分布示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