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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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由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环保集团科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谦、袁洋洋、徐睿枫、孙博、赵曦、刘爽、赵赫男、白杨、王金雷、刘坤娇、

毕天龙、王勇、张堃、李晓谦、王灏瀚、尚丽娜、王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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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

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和指导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响应我省生态环境厅辽环便

函[2021]78号文件，加强我省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地方标准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

的引领作用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是辽宁省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制作标准之一。编制“辽宁省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制

作标准”是为统一规范全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附图的制作，本文件适用于全省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附图制作，也是环保专题数据与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结合。

现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图件规范与要求中仅对图件构成、制图数据来

源与实效性要求、制图精度要求、图形整饰、成图比例尺等做出了基本规范，但并不全面并没有细化与

测绘地理信息要素制图规范相结合。本文件的编制可以节省环境影响评价时间、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成本、

提高环境影响评价质量、避免建设项目周边地理要素与实际现势性不符带来的矛盾冲突；保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质量，提高文件审批效率；防止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错误、遗漏敏感环境保护目

标等违规情形出现。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作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制定本文件为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制作的标准化、统一化、规范化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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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
制作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附图制作的一般原则、制图步骤、图件内容及构成、制图图例及

样式说明、制图精度要求、空间定位参考系、文字标注、符号标准、成图标准、环保专有监测设施、设

备以及环境保护专题数据符号化规范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编制辽宁省各地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附图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是环保专题数

据与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融合、统一。根据建设项目特征和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程度，结合区域环境功

能要求、环境保护目标评价标准和环境制约因素等综合考虑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制作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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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GB/T 50103 总图制图标准

HJ 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

HJ2.1-201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T 417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

HJ 723 环境信息数据字典规范

HJ 724 环境基础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

HJ 927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现势专题图 present situation thematic map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附图，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是突出表示某一种

或几种自然和人文现象特征的专题地图，是在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要素基础上附加环境保护专题数据的一

种地图数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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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专题数据 environmental protecttion thematic data

环保专题数据通常包括大气、水、声、震动、生物、土壤、放射源、电磁等环境基质，环保专题图

是以环境专题数据为基础，按环境管理业务分类或分级集中表现某种主题内容的图件，如突出表现环境

监测点位、水系考核断面、自然保护区类别以及环境保护目标等专题要素。

工作基础底图数据 working base map data

工作基础底图要采用法定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可以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或环境保护部门和其

他相关部门采集、生产、加工的具有空间位置的基础数据，底图要素应包含行政区划、地形地貌、河流

水系、道路交通、城区与乡村居民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境界线等要素。

4 总则

标准编制的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报告书中需附现势专题图，现势专题图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省暂无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的制作规范与标准；统一规范全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现势专题图

的制作标准有利于提高环评文件审批效率、加强环境质量控制、规范作业流程及成图标准，从而准确形

象地标记污染源、防护距离及敏感点等环境评价要素以及评价区域周边的现势地形地貌状况。

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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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已有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制定本团体标准；在没有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时，制定本团体标准；需要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进行补充、细化时，制定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原则。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分类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按数据形式分为矢量数字地图和栅格数字地图两类产品，其代号分别为DV

和DR。

环境专题数据以环境业务分类为基础，按 HJ 927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HJ/T 417

环境信息分类与代码以及环境质量专题类型可以将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分为：

a) 环境质量评价类图件：如地表水、空气、土壤、饮用水水源地质量评价图；

b) 污染源排放及分布类图件：如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污染源图；

c) 环境风险分类图件：如企业风险级别图；

d) 生态保护区分类图：如自然保护区分类、生态红线分布类图；

e) 其他类型图件：如新（扩）建厂房设备类、放射源分析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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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图件及数据获取途径

a) 通过对已有的图件资料提取、地面实地勘测、遥感影像信息获取等途径，如通过对现有背景图

件的扫描、地理配准、矢量化、数据格式的转换获取工作基础底图数据；

b) 航空摄影照片作为基本参照的地理底图应通过对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波谱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

的选择以及坐标校正等方法获取；

c) 基础矢量底图数据可从相应地理信息数据库中获取 DEM、等高线、河流水系等数据，也可通过

向当地测绘档案管理局资料馆申请项目周边相应的国家基本比例尺矢量数据；

d) 从水文、地质、土壤等专题数据库中提取项目区域相应矢量及、影像数据等。

图件要素组成

一幅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由图名、基础底图数据、环保专题数据、防护距离、敏感点标

识数据、文字注记、公里网格、图例、指北针等基本要素组成，以保证图件清晰易读，层次分明，主题

突出，整洁美观。

图件数据要素说明

4.6.1 工作基础底图数据要求

a) 工作底图可数据以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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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底图要素应包含行政区划、地形地貌、河流水系、道路交通、

城区与乡村居民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境界线等要素；

b) 工作底图矢量数据应优先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有需求也可采用西安 80 坐

标系；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深度基准采用理论深度基准面；投影方式一般采用高

斯-克吕格投影，分带方式采用 3°分带或 6°分带，坐标单位为米，涉及跨带的研究范围应采

用同一投影带。工作底图数据的平面与高程精度不应低于所采用的数据源精度，依据影像补充

采集或修正的数据采集精度应控制在 5 个像素以内；

c) 评价区域重点环境要素分布应准确圈定评价区的范围边界以及边界内的居民区、学校、医院、

河流、水源地、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以及其它环境敏感区域的分布情况，对重点环境保护目

标给出地理坐标和到建设项目边界及主要污染源的直线距离；

d) 对于位于城区内或居民稠密区的建设项目，由于建设项目的占地面积不同成图比例按适宜本项

目比例尺，电子地图比例尺不小于 1：250000。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用经过坐标校正的航空

摄影照片来表示建设项目周边环境状况。

4.6.2 制图与成图精度要求

为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制图的工作精度一般不低于工程

可行性研究制图精度，成图精度应满足环境影响判别和环境影响保护措施的实施。制图与成图精度具体

要求如下：

a) 制图精度要求：制图比例决定着图上量测的精度和表示评价对象的详略程度。制图比例要求由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评价尺度确定，其基本原则为：评价范围越大，制图比例尺越小；评价尺

度越小，制图比例尺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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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图精度要求：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应能准确、清晰地反映评价区域内容，当成图范围过

大时可分幅成图，以提高成图精度。结合生态环境项目的特点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的成图

比例重点参考了我国基本地形图的比例尺系列，其中 1：5000 和 1：10000 地形图主要用于小范

围内详细研究和评价地形用；1：25000 地形图主要用于较小范围内详细研究和评价地形用；1：

50000 地形图是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建设的基本用图，主要用于一定范围内较详细研究

和评价地形用；1：100000 地形图主要用于一定范围内较详细研究和评价地形用；1：250000 地

形图用于较大范围内的宏观评价和地理信息研究，可供区域规划、经济布局、生产布局和资源

开发利用底图。

4.6.3 图件网格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图件网格大小根据其成图比例尺宜采用250米×250米，500米×500米，

1000米×1000米等。

4.6.4 图件幅面

图件比例尺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面积确定，输出图件大小一律采用标准A4、A3幅面，特殊情况下

可采用更大幅面制图。

4.6.5 文字注记

图件标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有关地名、水库、河流、公路以及自然保护区等名称和画法时，一律采

用国家测绘局执行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文字注记内容要求见附录A。

4.6.6 图例

图例是制图的必须内容，一般分基本地理信息图例（行政区划、行政驻地、河流、水库、铁路、公

路等）和专业图例（建设项目边界、监测站位、类别、排污口等），视内容多少二者可以放在一起，也

可分开处理，通常图例放于图件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图例的边框不大于整个图件边框的 1/3 为宜。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图例应包括：

a) 项目名称，如 XXXXXXX 医院放射源项目；

b) 说明（图幅的坐标系、厂区规划图由环评企业提供、网格间距、防护距离、厂区坐标等）；

c) 项目范围主要拐点坐标；

d) 图名、委托单位名称；

e) 指北针（各地区的风玫瑰不同，按当地样式即可）；

f) 图件的一些制图信息（校对人、专业负责人、制图人、图号、比例尺、日期等）。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图例样式及图面整饰说明见附录 C 图 C.3。

4.6.7 图件标题

标题内容通常为项目的名称与附图类别名称的合并，大小视制图大小确定，一般整个标题所占居的

空间为图件左上角起至宽度的1/3至1/2处，为使图件庄重字体一般使用宋体或楷体，颜色可根据图件情

况而定，但不宜太鲜艳，如果底图颜色太浓，可对标题加框和底色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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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图流程及要求

制图流程

a) 收集整理项目资料：

包括：项目规划图、规划图及成图的坐标系、基础底图数据、遥感影像、其他相关资料等；

b) 整理外业调查数据：

包括：地名地址数据、敏感点数据、放射源数据、居民地及工矿用地属性数据等；

c) 内业数据编辑：

 根据规划图的厂区范围及项目防护距离画出防护距离包络线，确定出图范围；

 基础底图数据与环境专题数据的编辑，包括：矢量化、格式转换、投影坐标转换、合理

分层及符号化，根据成图比例尺、坐标系等生产处理基础底图数据；

 规划图与基础底图数据的套合，包括：厂区范围线与基础底图数据、主要建（构）筑物

等地物的套合；

 防护距离、敏感源、放射源等专题要素数据的标注；

 地名地址以及专题要素数据等文字注记标注；

 图幅整饰；

d) 质量检查，制图计算机自动检查，人员自查，质检人员核查；

e) 出图，成果提交。

6 图件质量控制方法

最终成图严格按照国家制图标准，采用三级检查的质量控制方法。参见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

质量检查与验收。

7 制图图式

环保专题数据图式

根据环境质量专题类型数据分类特征在制作专题图时可参考附录B的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以及标注

样式，符号标注应大于行政驻地标注符号，颜色采用高明亮色，以突出画面主题。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环保专题数据图式参见附录B。

基础底图数据图式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基础底图数据图式参照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国标码、

制图符号样式、图层名称、线条颜色、线型、线宽等参照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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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文字注记内容要求

A.1.1 文字注记形式

注记包括地理名称注记、说明注记和各种数字注记等，以毫米为单位。地图中所使用的文字注记应

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图上地物密集，名称注记过多时，注记可缩小一级至二级，建议

使用左对齐方式对正；注记字列分水平字列、垂直字列、屈曲字列、雁行字列：

a) 水平字列—由左至右,各字中心的连线成一直线,且平行于南图廓；

b) 垂直字列—由上至下,各字中心的连线成一直线,且垂直于南图廓；

c) 屈曲字列—各字字边垂直或平行于线状地物,依线状的弯曲排成字列,如街道名称注记等；

d) 雁行字列—各字中心的连线斜交于南图廓，与被注地物走向平行，但字向垂直于南图廓，如山

脉名称河流名称等。

当地物延伸方向与南图廓成45°角及45°角以下倾斜时由左至右注记，成45°角以上倾斜时由上至

下注记，注记样式如图A.1所示：

图 A.1 文字注记样式

A.1.2 注记字隔

注记的字隔是一列注记各字间的间隔，分下列三种：

a) 接近字隔各字间间隔由 0.0mm-0.5mm；

b) 垂直字隔各字间间隔由 1.0mm-3.0mm；

c) 隔离字隔各字间间隔为字大的 2-5 倍。

注记字隔的选择是按该注记所指地物的面积或长度大小而定，各种字隔在同一注记的各字中均应相

等。为便于读图，一般最大字隔不超过字大的5倍，当地物延伸较长时，在图上可重复注记名称。

A.1.3 居民地名称注记

居民地名称注记一般采用水平字列或垂直字列注出，必要时也可用雁行字列，注记不能遮盖道路交

叉处、居民地出入口及其他主要地物。散列式的居民地或居民地范围较大时，可由普通字隔或隔离字隔

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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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说明注记

说明注记指工厂、学校、矿区等企业事业单位的名称，街道和特殊地区的名称及庙宇、桥梁等专有

名称以及地物的属性注记等，如桃、油茶、香蕉等各种经济林作物的品种注记以及瀑、砾石、平均海水

面、油、散热、微波、水质等各种特殊情况说明注记。

A.1.5 地理名称

地理名称注记包括：水系名称注记、地貌名称注记。

水系名称指：海、海湾、海港、江、河、湖、沟渠、水库等名称，按自然状排列注出，依其面积大

小和长度选择注记大小，名称一般注在河流、湖泊的内部，当内部不能容纳时，可注在方便的一侧，多

以接近字隔、隔离字隔、雁行字列为主注出。

地貌名称指：山、山梁、高地、山隘等地貌名称注记以接近字隔、雁行字列为主注出。

A.1.6 数字注记

数字注记指时令河和时令湖的有水月份、等高线高程注记、高程点、特殊高程点、比高、里程碑的

公里数、界碑编号、公路技术等级和编号注记等。

A.1.7 注记字向

注记字向一般为字头朝北图廓直立，点位注记顺序以要注记的地物点为中心在其四周按东-西-北-

南-东北的先后注记顺序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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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环保专题数据图式

表 B.1 环保专题数据符号样式和配色方案

专题要素名称 分类 空间特征
示例

符号风格 边框 颜色填充 文字

环评项目范围线 图幅整饰 线符号 （255,0,0）

防护距离包络线 图幅整饰 线符号 （255,127,0）

防护距离标注 图幅整饰 标注符号 （255,127,0）

敏感点距离标注 图幅整饰 标注符号 （255,0,0）

工业污染源 污染源排放及分布 点符号
RGB

（25,25,25）

RGB

（215,215,215）
微软雅黑

生活污染源 污染源排放及分布 点符号
RGB

（25,25,25）

RGB

（255,155,210）
微软雅黑

农业污染源 污染源排放及分布 点符号
RGB

（25,25,25）

RGB

（145,210,0）
微软雅黑

饮用水质量
环境质量评价类

点符号
RGB

（0,150,70）

RGB

（60,155,50）
微软雅黑

地表水质量
环境质量评价类

点符号
RGB

（0,150,70）

RGB

（60,155,50）
微软雅黑

大气质量
环境质量评价类

点符号
RGB

（0,150,70）

RGB

（60,155,50）
微软雅黑

土壤质量 环境质量评价类 点符号
RGB

（0,150,70）

RGB

（60,155,50）
微软雅黑

环境污染风险源 环境风险分类 点符号
RGB

（255,0,0）

RGB

（255,255,255）
微软雅黑

污水处理厂 其他类 点符号
RGB

（255,0,0）

RGB

（255,255,255）
微软雅黑

水系考核断面 其他类 点符号
RGB

（25,25,25）

RGB

（255,0,0）

放射源（DSA） 其他类 块符号
RGB

（255,0,0）

注1：部分点数据符号和配色方案参照 HJ 927 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

注2：线符号线宽按出图大小、比例尺以及能突出显示其线符号为主，可自行赋全局宽度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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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样图

注1：基础底图按照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绘制。

图 C.1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样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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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基础底图按照 GB/T 2025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绘制。

图 C.2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样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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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防护距离包络线颜色选用真彩色255,127,0，全局宽度宜在3-5之间（可根据图幅实际大小、成图比例尺等因素更

改，确保图面的美观性）。

注2：环评项目范围线颜色选用真彩色255,0,0，全局宽度宜在3-5之间（可根据图幅实际大小、成图比例尺等因素更改，

确保图面的美观性）。

注3：本图例样式为辽宁省环保集团科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专用图例。

图 C.3 环境影响评价现势专题图图例样式及图面整饰说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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