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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调查专题图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

（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多次重大海洋调查专项，

专项调查范围覆盖我国管辖海域、周边海域、大洋乃至极地。

随着海洋调查活动增多，调查区域扩大，以及调查手段不断

进步，海洋调查已形成包含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生物、

海洋化学、海洋底质、海洋地球物理、海洋光学等多个学科

的海量基础数据，资料量呈持续快速增长趋势。海洋调查专

题图作为直观展示和反映调查结果的手段之一，是海洋调查

不可或缺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各单位编制海洋调查专题图采

用的分类规则、制作技术、图面整饰方法不同，造成其编制

完成的图件版面大小、表现内容、载负量等各不相同，风格

迥异，自成体系，从而难以形成高质量、科学规范的系列成

果图件，不利于海洋调查成果的统一评价和共享利用。 

标准是信息化的基础，标准化与规范化是信息化建设的

重要技术保证之一，是目前地图制图的主要发展方向。为了

规范地图制图过程，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标

准规范，包括以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为主导制定发布的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

分幅和编号》《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等地图规范，以

及由海军主导制定发布的《中国海图图式》《中国航海图编



绘规范》《海底地形图编绘规范》等海图规范。这些标准由

于分别侧重于地形图和航海图的编绘，对于海洋调查制图并

不具有普适性。原国家海洋局在近年来重大海洋调查专项的

实施过程中，也制定了一些制图相关的标准规范。《海洋调

查规范》（GB/T 12763-2007）作为我国海洋调查、观测和监

测标准体系中最基础的技术标准，在规范调查活动过程和保

证调查数据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被我国各重大国家

海洋专项任务技术规程广泛采用，却并未涉及海洋调查专题

图制图相关内容。《海岸带制图图式》《海洋要素图式图例及

符号》《极地考察要素分类代码和图式图例》等则多是针对

要素符号表达所做的规定，针对海洋专题图编制相关的标准

规范尚属空白。 

在海洋调查手段日趋丰富、海洋调查数据综合处理技术

日趋成熟的今天，海洋专题图的共享应用服务需求也日趋强

烈。加快海洋调查专题图标准化建设进程，建立统一的海洋

调查专题图编制规范，可以结束当前海洋调查专题图质量参

差不齐的现状，使海洋专题图编制走向标准化、统一化，从

而有利于海洋调查成果的科学展示和客观评价，对于提升海

洋调查应用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计划项目编号、参加单位 

自 2003 年以来，依托海洋调查专项资料，国家海洋信

息中心陆续开展了《南海海洋图集》（5 个分册）、《中国近海

海洋图集》（11个分册）和《海洋环境图集》（9个分册）等

多学科海洋调查专题图集的编制出版工作。在实际工作中，

除了参考测绘行业相关标准外，也在摸索着建立一套适用于

海洋调查领域的行业标准。 

2017年，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提出本标准编制申请，2018

年自然资源部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

自然资源（海洋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

资办发[2018]26 号），将《海洋专题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

图格式》列入 2018 年度海洋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项

目编号为：2018100125-T。本标准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

起草。 

（二）主要工作过程 

1、2018 年 3 月—2018 年 10 月：标准编制工作启动阶

段 

（1）制定工作方案：根据《国家海洋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8 年度海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立项的



通知》要求，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于 2017年 10月成立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根据标准的特点，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

对编制计划、进度和人员分工做了详细的安排，并将标准起

草工作组组成情况和工作方案报国家海洋局和海洋标准委

员会秘书处。 

（2）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为保障本标准按时开展和顺

利编写，中心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由多年从

事海洋测绘、海洋基础地理、海洋制图等测绘相关学科的专

家及核心工作人员组成，确保了标准编制的质量与可靠性。 

（3）采取完整的质量保证措施：在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

心的指导下，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建立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

制定切实有效的质量保证文件，在方案的起草、编写等各个

阶段采取严格的措施，确保各项内容规范合理，并按照海洋

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的要求高质量稳定运行。 

（4）充分收集资料，广泛开展分析调研：标准起草工作

组调研和收集有关文献资料，深入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对

已发布的标准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深入的研究，参考并分析

了 GB 12320，GB/T 12343.1-3，GB/T 13923，GB/T 14268

等多个国家标准，并根据以往海洋调查专题图编制工作中积

累的经验，着手开展《海洋专题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图格

式》的编制工作。 

2、2018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标准初稿编制阶段 



在前期对相关标准规范的充分调研分析与前期制图工

作经验积累基础上，标准编制组成员对各类海洋专题图开展

了细致研究和反复讨论，不断发现问题和总结经验，确保标

准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同时，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标准的编

制工作，标准主要编制人员于 2019 年参加了由国家海洋标

准计量中心组织的标准培训，按照“海洋标准制修订工作流

程图”确定的各阶段工作时间要求，开展标准初稿的编制工

作，同时坚持做好标准编制工作的月报工作。经过多次反复

沟通和修改，标准编制组于 2020 年初完成了《海洋调查专

题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初稿）》的编写工作。 

（1）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分类方法和编码原则确定 

重点参照《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自然灾害

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第 1 部分：分类、编码与制图》

（GB/T 28923.1-2012），制定分类方法和编码原则。分类方

法方面，首先将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按照海洋环境基本要素

学科分类方法划分为 9个一级类，再在一级类指导下，结合

不同学科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的特点，对其进行二级类和三

级类划分。编码原则方面，则采用 6 位十进制数字型编码原

则，左起第一、二位表示一级类，第三、四位表示二级类，

第五、六位表示三级类，以此规定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的编

码方式。 

（2）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分类与代码编写 



在梳理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分类的同时，参考《海洋调

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3 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 

12763.3-2007）、《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

调查》（GB/T 12763.4-2007）、《海洋调查规范 第 5 部分：

海洋声、光要素调查》（GB/T 12763.5-2007）、《海洋调查规

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GB/T 12763.6-2007）、《海

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GB/T 

12763.8-2007）、《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

调查》（GB/T 12763.10-2007）、《极地考察要素分类代码和

图式图例》（HY/T 221-2017）等标准，以及《我国近海海洋

综合调查要素分类代码和图式图例规程》《南海海洋图集》

《中国近海海洋图集》《渤、黄、东海海洋调查图集》等图

书和图集，首先确定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的一级分类为：海

洋水文专题图、海洋气象专题图、海洋生物专题图、海洋化

学专题图、海底底质专题图、海洋地球物理专题图、海底地

形地貌专题图、海洋光学专题图、海洋声学专题图，再根据

不同学科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的特点，以过去海洋调查内容

和最终汇编的成果图件为依据，同时参考人们熟悉和惯用的

作图方式，在一级类的指导下，对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的二

级类和三级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并梳理每一类海洋调查专

题图表示的专题内容，编写产品描述。 



（3）海洋调查专题图编绘 

参考相关制图标准、规范，同时结合现有海洋调查成果

图件制图习惯，确定海洋调查专题图的数学基础，包括坐标

系、高程基准、比例尺、地图投影等。海洋调查专题图编绘

由地理底图编绘和专题图编绘两部分组成，地理底图编绘部

分规定了要素选取、地理要素符号设计和注记设计，专题图

编绘部分则规定海洋专题图在选用表示方法时，须根据各种

表示方法的功能及可能采用的地图表示手段来决定，同时也

要考虑制图对象本身的性质和分布形式（点状分布、线状分

布、面状分布、零星分布、连续分布、断续分布）及制图对

象表示的特征（分布范围、质量特征、数量特征、动态变化）。

专题内容中海洋要素的编绘可以参照《海洋要素图式图例及

符号》标准。 

（4）制图格式 

参考《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 1 部分：

分类、编码与制图》（GB/T 28923.1-2012），在本标准中规

定了 A4、A3、A2 三个标准尺寸的专题图样式，包括图名、

外图廓、内图廓、图例、比例尺、编制单位与制图时间、坐

标网线及注记，以及缩略图在不同尺寸图幅中的字体、字号、

颜色、位置、线粗、线颜色等，其他尺寸专题图制作可依此

基准按比例适当缩放。 

3、2020 年 2 月—2020 年 6 月：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阶



段 

2020 年 2月，召开编制组内部研讨会，对形成的初稿进

一步讨论，尤其针对海洋调查专题图的产品分类与代码部分，

进行了重新审核及修改完善，务必保证产品分类的全面性、

科学性，保证规范制定的严谨、标准。 

2020 年 3-4月，向海洋调查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进行咨询、调研和意见征集，并根据收集意见对标准内容进

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将数学基础、地理底图编绘、专题图编绘三个章

节合并为一个章节。 

（2）术语和定义章节对引用标准的格式进行了规范性

书写。 

（3）对产品分类与代码中海洋调查专题图的分类进行

了补充、修改和完善，同时修改了相关产品描述内容。 

2020 年 5-6月，对该标准进行了内部审查，根据有关专

家意见修改内容如下： 

（1）在海洋气象专题图二级类中增加降水专题图、删

掉露点专题图，并对海气界面专题图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2）对海洋化学专题图按照学科进行二级分类，分为

海水化学专题图、海洋沉积化学专题图、海洋大气化学专题

图、海洋放射性专题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3）规范行文，目录、页眉、页脚统一修改。 



工作组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形成《海洋调查专

题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征求意见稿。 

4、2020 年 7 月—2020 年 11 月：标准送审稿形成阶段 

2020 年 7月，分别向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自然

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海军参谋部

海图信息中心等 21 家单位发出了对“关于《海洋调查专题

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标准征求意见的函”。截止

2020 年 8月，收到反馈意见回执 19 份，共计 112条意见。 

标准编写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研讨，确

定采纳和部分采纳 79 条，暂时采纳 1 条（涉及标准名称修

改，待标准送审稿审查会专家审查确实是否修改标准名称），

未采纳 25条，总体评价 7 条。 

标准编写组逐条对照反馈意见，对标准的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分类和编码方法、产品分类与代码、

制图格式、附录、参考资料等章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

修改完善，调整合并了部分章节内容，于 2020年 11 月完成

了对标准征求意见稿所有反馈意见的修改工作，形成标准送

审稿。 

5、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0 月：标准报批稿形成阶段 

2020 年 12 月，标准编写组将标准送审材料提交全国海

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洋调查观测监测分技术委员会进行



审查。 

2021 年 9月，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洋调查观测

监测分技术委员会主持召开了海洋行业标准《海洋调查专题

图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送审稿）审查会。会议由来自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第二海洋研究所、第三海洋研

究所，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中

国海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单位的 9名专家组成

审查组，审查组认真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关于标准的编制情况

汇报和说明，审议了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处理

表等有关文件，并逐章逐条讨论了标准文本，对标准的名称、

范围、引用文件和具体内容都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具体如

下： 

 “标准名称” 

将“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改为

“海洋调查专题图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 

 “1 范围” 

将“本文件适用于海洋专题图的生产、应用和管理。”

修改为“本文件适用于海洋专题图的制作、应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正文条文中有引用的列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没有引用的

作为参考文献。 

 “4 分类依据和编码方法” 



将标题“分类依据和编码方法”改为“分类和编码方法”。 

4.1 分类依据 

将标题“分类依据”改为“分类方法”。 

将“参照 GB/T12763《海洋调查规范》，将海洋调查专题图分

为三级”改为“海洋调查专题图按照学科分类分为三级”。 

将“在此基础上，根据图中专题要素的种类划分二级类和三

级类”改为“二级类和三级类按照要素的种类进行划分”。 

4.2 编码方法 

将“海洋调查专题图编码应采用 6位数字型编码，具体方法

见图 1。”改为“海洋调查专题图代码应采用 6 位数字型字符进

行编码，具体方法如下：”。 

将“编码结构图”改为“代码结构图”。 

 “5 图件分类与代码” 

表 1  海洋调查专题图分类与代码 

统一修改：图件描述中删除学科名称；三级类中删除其他专

题图类别。 

海洋水文专题图：潮汐专题图图件描述将“潮位变化”改为

“潮位振幅、迟角等变化”。 

海洋气象专题图：删除三级类“雨专题图”和“雪专题图”；

雾专题图图件描述将“反映雾”改为“反映雾能见度”。 

海洋生物专题图：叶绿素 a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叶绿

素 a 含量、浓度和分布的专题图”；初级生产力和新生产力专题



图图件描述删除“变化”；二级类“浮游生物专题图”之下的三级

类按照“巨型浮游生物（>20cm）”、“大型浮游生物（2-20cm）”、

“中型浮游生物（0.2-20mm）”、“小型浮游生物（20-200um）”、

“微型浮游生物（2-20um）”、“微微型浮游生物（<2um）”划分；

浮游生物专题图的图件描述将“数量”改为“丰度”；底栖生物专题

图的图件描述将“生物总量、变化及栖息密度”改为“生物栖息

密度和生物量”；游泳动物专题图图件描述将 “游泳动物生物量

及其密度组成”改为“游泳动物总重量和尾数”。 

海洋化学专题图：二级类“海水化学专题图”之下增加三级类

“有机质专题图”和“微塑料专题图”；二级类“海洋沉积化学专

题图”之下将“石油类专题图”合并至“有机污染物专题图”；

增加二级类“海洋生物体质量专题图”，划分“海洋生物体有机

污染物专题图”和“海洋生物体重金属专题图”两个三级类。 

海底底质专题图：沉积物类型分布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

映不同沉积物类型分布特征的专题图”；沉积物岩性柱状专题图

图件描述改为“反映地层岩性、沉积物类型、时代顺序、接触关

系及各层位厚度的专题图”；沉积物粒度特征专题图图件描述改

为“反映沉积物粒度组成（砂、粉砂和粘土组分百分含量）、粒

度参数（平均粒径、中值粒径、分选系数、偏态和峰态）的专题

图”；沉积物矿物特征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沉积物碎屑矿

物、黏土矿物等组成分布特征的专题图”；沉积物微体古生物特

征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有孔虫、介形虫、放射虫、孢粉、



硅藻等含量、丰度、分异度等参数分布特征的专题图”；悬浮体

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海洋悬浮体浓度、浊度、荧光、粒度

组成，颗粒物有机碳氮及其同位素组成分布特征的专题图”。 

海洋地球物理专题图：海洋重力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

空间重力异常、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剖面图等的专题图”；海洋

磁力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总磁场、δT磁力异常、平面剖

面图等的专题图”；界面深度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地层组成、

沉积界面深度、地壳结构、岩石圈结构等的专题图”；删除二级

类“地层专题图”。 

海底地形地貌专题图：海底地形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

海底地表起伏的专题图”；海底地貌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

不同等级海底地貌类型空间分布状况的专题图”；水深专题图图

件描述改为“反映海洋深度的专题图”；删除二级类“其他海底

地形地貌专题图”。 

海洋光学专题图：表观光学量专题图图件描述改为“反映遥

感反射比、漫射衰减系数等的专题图”；固有光学量专题图图件

描述改为“反映光束衰减系数、后向散射系数、吸收系数、黄色

物质光谱吸收系数、非色素颗粒物光谱吸收系数、总颗粒物光谱

吸收系数等的专题图”。  

海洋声学专题图：增加二级类“海洋声传播专题图”、“海洋

声起伏专题图”、“海洋混响专题图”和“海洋声散射专题图”。 

 “6 制图格式” 



6.1.3 增加“远海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当地平均海平

面”。 

6.1.4 改为“海洋调查专题图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基准纬

线以制图区域中纬为宜，取至整分或整度。” 

表 2 符号设计应与现行国标保持一致。 

表 3 应与现行国标保持一致。 

会后，标准起草组依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认真修改， 

2021 年 10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审查会专家意见将标准

名称由“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改为

“海洋调查专题图分类、编码与制图格式”，对标准的分类

和编码方法、图件分类与代码、制图格式等章节对照专家审

查意见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共 8名，其中研究员 1 名，高级工程

师 3 名，工程师 4 名。分别为李鹏、杨慧贤、王力彦、章任

群、张苗苗、侯辰，孔敏，李潇。 

李鹏，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框架、实施方案的

制订和主要标准条文的编写以及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杨慧贤，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主要标准条文的编写

以及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王力彦，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编制过程中的组



织协调工作； 

张苗苗，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中有关制图专业

方面的技术支持； 

侯辰，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参考资料收集和整理； 

章任群，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编制的总体设计

和实施； 

孔敏，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中有关海洋调查学

科专业方面的技术支持； 

李潇，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中有关海洋调查学

科专业方面的技术支持。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参照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按照专

题图件的基本属性或特征，进行严谨的设计，采用科学编码

方法描述各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的分类； 

（2）兼容性原则：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对于已有的国家标准，应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与

有关的行业标准保持一致； 

（3）唯一性原则：每一代码都唯一确定代表某一类或

某一特定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 

（4）易用性原则：代码的含义清晰，能反映出分类特



点，便于应用； 

（5）专属性与规范性原则：专题图产品分类解决海洋

调查专题图的分类，独立完备、设计规范，确保良好的专属

性、规范性； 

（6）开放性与可扩充性原则：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体

系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分类原则，确保良好的开放性、可

扩充性。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为保证标准体系框架的科学性、全面性和适用性，编制

工作组经过充分研究，在考虑今后需要并结合现有工作的基

础上，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3 部分：

分类标准》（GB/T 20001.3-2015）的要求，设计了前言、范

围、术语和定义、分类和编码方法、图件分类与代码、制图

格式、附录 A（规范性）海洋调查专题图整饰样式等方面的

内容。 

术语和定义部分参照《海洋学综合术语》（ GB/T 

15918-2010）等现有标准，同时结合海洋调查专题图编制相

关经验，编写了海洋要素、海洋调查专题图的定义； 

分类和编码方法部分参照《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2007 ）、《 海 洋 要 素 图 式 图 例 及 符 号 》（ GB/T 



32067—2015）以及《自然灾害遥感专题图产品制作要求 第

1 部分：分类、编码与制图》（GB/T 28923.1-2012）编写了

海洋调查专题图的分类依据和编码方法； 

图件分类与代码部分主要参照《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

要素分类代码和图式图例规程》、和《极地考察要素分类代

码和图式图例》（HY/T 221-2017），同时结合实际制图工作

经验，编写了海洋调查专题图三个层次的分类、代码及图件

描述等内容； 

制图格式部分参照《中国海图图式》（GB 12319-1998）、

《 1:25000、 1:50000、 1:100000 地形图图式》（ GB/T 

20257.3-2017）、《1:250000、1:500000、1:1000000 地形图

图式》（GB/T 20257.4-2017），对采用的坐标系、高程基准、

深度基准和地图投影等数学基础做了规定；并根据地理底图

编绘和专题图编绘工作的实际需要，规定了地理要素符号设

计和注记设计。同时针对 A4、A3、A0 三种不同幅面规定了

制图样式和整饰注记的总体要求。 

四、预期的经济效果 

建立数字化、标准化的海洋调查专题图分类、编码和制

图标准，可以实现海洋调查专题图件的科学分类，结束当前

专题图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使各相关单位在制作专题图件

时有据可依，促进图件编制走向标准化、统一化，有利于海

洋专项调查成果的科学展示、客观评价和共享服务，对于开



展海洋环境综合调查、推动海洋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具

体体现在： 

本标准术语和定义与《海洋学综合术语》（ GB/T 

15918—2010）协调一致； 

本标准分类依据和编码方法与《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海洋要素图式图例及符号》（GB/T 32067—2015）

协调一致。 

本标准制图格式与《中国海图图式》（GB 12319-1998）、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4协调一致。 

六、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采用本标准海洋调查专题图产品分类与代码对各

学科海洋调查专题图进行分类编码；建议参照本标准海洋调

查专题图编绘和制图格式，同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规范海

洋调查专题图。 

七、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建议加强对标准的宣传、贯彻力度，

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积极开展标准培训和试运行，并在实践

中反馈意见和建议，为标准的不断补充完善提供借鉴。 

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建议各相关单位在制作海洋调查专



题图过程中，以本标准为依据，提高海洋调查专题图规范性，

实现海洋调查成果的客观评价和信息共享。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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