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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历史建筑测绘建档

操作规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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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测绘信息采集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本次历史建筑测绘建档工作的信息采集。

2 参照标准

GB/T18314—2001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4950—94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CH/T1009—2001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1:10000、1:50000 数字正摄影像图

CH/T4015—2001 地图符号库建立的基本规定 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

技术的应用

CH/Z3017—2015《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

GB/T7931—2015《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CH/Z3004—2010《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GB/T50001—2017《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104—2010《建筑制图标准》

GB/T50103—2010《总图制图标准》

3 GPS 信息采集

3.1 准备工作

3.1.1 收集测绘区域的相关资料，包括测区 1:50000 或更大比例的地图。

3.1.2 了解测区内交通、通讯、供电、气象等情况。

3.2 点位周围环境要求

3.2.1 点位应便于操作，视野较为开阔，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角不宜超过 15º。

3.2.2 远离大功率干扰源，比如电视台、电台和微波站等，其距离不小于 200 米；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P1UTisSjjyQ4vrmFcnBOHMb07ggkfWaIjPmMHQJ6og0KUI2mFzwvrYemJrMKt8PQpy_6rbbjzDPnNx1_AtibEdpIs2Alr8hfNtuY7kcNZa&wd=&eqid=b284a73600074ac5000000065f14f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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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高压输电线和微波、无线电信号传送通道，其距离不得小于 50 米。

3.2.3 附近不应有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件(如大型建筑物等)。

3.2.4 如遇信号遮挡或上述信息干扰等问题时，应采用对被测点位周边进行封闭

曲线拐点测量法或采用导线测量方法，计算被测点坐标。当这两种方法实施困难

时，也可采用在大比例尺地形图上直接读取点位坐标的方法。

3.3 选定测点

根据历史建筑的空间分布的特征，选择测点。

3.3.1 位置测量

平面分布的历史建筑，选择典型标志物或中心点为测点。

线形分布的历史建筑中，直线分布的选择其两端为测点，曲线分布的除两端

点外，还应在拐点处选择多个测点。

3.3.2 面积测量

根据历史建筑的分布形状，可选用两种测量方法：

航线测面积法：沿边界选择各拐点为测点，利用 GPS 自动计算出面积数据。

航迹测量法测量面积：开启手持 GPS 自动记录航迹功能，沿待测区域周边行

进，自动计算出面积数据。

对于不规则区域，可以使用航迹测面积；对于较规则的区域，可以使用航线

测面积。航迹测面积的方法更适合测量较大区域的面积，对于较小区域建议使用

航线测面积的方法来测量。

对面积较大，用航线和航迹测量法较困难的，可采用在大比例尺地形图上直

接勾绘范围线，用数字化仪或求积仪等工具计算出面积。

3.4 采集步骤

（1）信息采集:

在测量点位上，尽量保证 GPS 设备收到卫星数大于 4个，对历史建筑所在位

置的经纬度和占地面积的测量。

（2）记录 GPS 点位信息:

记录测点在历史建筑内的具体位置和特征，记录测量时间(精确到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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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测点精度，在测点处适当停留，时间不少于 2分钟。

（3）数据录入:

现场记录GPS仪器测点号、航迹编号与对应历史建筑名称或编码。及时将测

量的历史建筑外轮廓角点或标志点的数据和记录信息，分别填写表格中，将GPS

仪器测点或航迹导入计算机数据采集中，测点的数据编号按照历史建筑编号加GD

加GPS测点序号（三位数）编制，航迹中的测点按照历史建筑编号加GJ加GPS测点

序号（四位数）编制。

示例：

测点：HB-WH-0001-GD001

航迹：HB-WH-0001-GJ001

（4）数据校核:

参照其他地理信息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校核。

（5）数据汇总:

GPS 数据通过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统一汇总。

3.5 测量技术要求

3.5.1 坐标系

统一采用全球地理坐标系统（WGS84 经纬度坐标）。坐标采用度、分、秒格

式（__°__'__"）。

3.5.2 时间系统

GPS 测量采用北京时间。

3.5.3 精度要求

快速静态定位测量，测量的精度可以选择为 D或 E级。水平位置定位精度在

2.93m－10.3m 范围。并行 12 通道，可接收 WAAS/EGNOS 或其他差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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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绘与图纸绘制要求

4.1 测绘基本要求

4.1.1 历史建筑测绘类型及应用范围

历史建筑测绘包括全面测绘、典型测绘、简略测绘，对于重要历史建筑，应

采用全面测绘。

（1）全面测绘

对历史建筑所有构件及其空间位置关系进行全面而详细的勘察和测量。测绘

成果可应用于历史建筑数字档案建立和管理，历史建筑迁移与复建、核心价值要

素复原修缮等工程。

（2）典型测绘

对最能反映历史建筑特定的形式、构造、工艺特征及风格的典型构件进行的

测量。测绘成果应可用于历史建筑数字档案建立和管理，常规修缮维护、合理利

用等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3）简略测绘

对历史建筑重要控制性尺寸的测量。测绘成果可应用于历史建筑数字档案建

立和管理。

4.1.2 历史建筑测绘的步骤

（1）根据成果应用需求确定测绘类型，明确测绘范围、测绘目标、测绘步

骤，提供测稿成果。

（2）总平面测绘宜包含布设控制点、勾绘草图、控制测量、碎步测量、整

理测稿、校核等步骤。

（3）平面、立面、剖面、典型构件测绘宜包含勾画草图、测量、整理测稿、

校核等步骤，

4.1.3 历史建筑测绘的总体要求

（1）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建筑的现状情况。测绘内容主要包括总平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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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立面、剖面、典型构件等。其中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中历史建筑

数量较集中的地区应提供该区域总平面图。

（2）每栋建筑或建筑群至少设置 3个永久控制点(永久性标靶点)，至少设

置 3个图根点。

（3）历史建筑测绘范围应当予以扩大，建议对历史建筑周边道路、建筑等

内容进行全面测绘，应完整覆盖历史环境要素。

（4）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先控制后细部”的测量原则。宜通过目测步

量，把握测量对象的整体比例和各部分构件的相互比例和对位关系。

（5）测绘基础数据均来源于官方认可的渠道，成果计算均使用正版统一软

件。

（6）应对建筑方正、对称、平整情况进行测量并验证。

（7）确保测绘数据的真实性、准确表达建筑的比例、结构和做法。

（8）可用间接方法推算部分数据。

（9）由于居民尚未完全搬迁等特殊情况而暂时无法测绘的历史建筑，应先

完成建筑立面、周边环境等公共部分测绘，并于房屋完全腾空后进行补测。

4.1.4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测绘要求

（1）基本操作要求

①测绘步骤包含仪器检校、控制测量、扫描站布设、标靶布设、三维点云数

据采集、三维点云数据处理、断面导出等。

②仪器检校、控制网布设观测、导线测量、GNSS 测量、水准测量、标靶布

设应符合 CH/Z3017—2015《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

③应根据成果应用需求，确定站点布设，合理选择测量精度和覆盖范围。

④应对扫描过程进行现场记录，包含测绘人员、站点位置、仪器关键参数等。

⑤现场作业时，应时刻观察仪器的工作状态，出现水平补偿失效、明显震动、

断电等情况时，应重新采集当前站点的数据。

⑥三维点云数据的覆盖范围，应满足下列要求：

采集部位 全面测绘 典型测绘

周边环境 无航拍条件时应完整覆盖 无航拍条件时可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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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 应覆盖屋顶所有部位 无航拍条件时应覆盖

立面 应覆盖所有可视立面
应完整覆盖主要立面、沿街立面，宜覆盖其

他立面

室内
应覆盖室内各层室内数据；

应覆盖所有价值要素
应完整覆盖各层室内结构构件、

⑦相邻扫描站间的三维点云数据重合率应大于 30%。

⑧宜保持相邻站间通视。

⑨室内外点云数据应拼接为一个完整的模型，不应存在可见的点云分层。

（2）具体工作要求

①每个工作日做手绘简图并扫描电子版，草图内容包括：平、立、剖面简图，

控制点的位置及坐标数值，标靶的位置，测站点的相对位置，测绘人员及测绘时

间，提供手绘草图扫描件。扫描件命名方式为“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

图纸内容（草）”

②点云数据用历史建筑编号命名，导入拼接软件时应相同命名。

③建筑主体采用高精等精度扫描加拍照模式进行。

④提供拼接前的原始点云数据，点位精度满足 2.9mm@20m、5.3mm@40m。

⑤完整的点云数据具有 2000 坐标值。

⑥提供去除噪点的建筑各平、立、剖面正视截图。

⑦提供永久性控制点、图根点的位置照片。

⑧为了保证扫描数据的统一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采用统一软件处理点云

数据。

⑨提供扫描资料目录表。

4.1.5 倾斜摄影测绘要求

（1）基本操作要求

①倾斜摄影测量相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相机镜头应为定焦镜头，且对焦无穷远，各相机内方位元素可精确测定。

相机有效像素不宜低于 2000 万。

相机之间的相对位置和姿态关系应保持刚性稳定。

②航摄计划应明确任务范围、影像分辨率、航摄方法、技术参数、成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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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度、航摄期限等基本内容，指定实施计划。

③航摄设计应选择摄区最新的地形图、影像图或数字高程模型，设计用图比

例尺与垂直影像地面分辨率关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垂直影像地面分辨率（cm） 设计用图比例尺

≤5 ≥1:2000

5～10 ≥1:5000

④航线敷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分布零散的建筑区域应按建筑分布、朝向以及地形敷设。

建筑密集区域宜敷设交叉航线。

⑤航摄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航摄时间宜控制在上午 10:00 至下午 15:00 之间。

高层建筑物密集区域应在当地正午前后各 1h 内摄影。

⑥基础控制点布设与测量应按现行国家规范 GB/T7931—2015《1：500 1：

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要求执行。像控点布设和测量应

按现行行业规范 CH/Z3004—2010《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要求执行。

⑦垂直影响航向重叠度范围宜满足 70～80%，不应低于 60&；旁向重叠度范

围应满足 50%～80%。垂直影像倾角一般不大于 5°，最大不超过 12°。垂直影

像旋偏角宜小于 25°，在确保影像航向和旁向重叠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不应大

于 35°。

⑧航向覆盖应超出分区边界两个航线间距，旁向覆盖应超出分区边界线两条

航线数。同一航线上相邻像片的航高差不应大于 10m，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

不应大于 20m。

⑨漏洞补摄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航摄影像出现的相对漏洞和绝对漏洞均应及时补摄。

漏洞补摄应按原设计要求进行，补摄设备应采用前一次航摄设备。

⑩倾斜摄影获取的纹理影像应保留，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保证纹理影像色彩自然，颜色饱和，反差适中，色调一致，与实际一致，

真是反映建模物体的颜色、质地和图案等。

纹理图像中不应包含建筑以外的物体，物体外立面及屋顶主要变化细节应清

晰可辨。

https://www.baidu.com/link?url=RP1UTisSjjyQ4vrmFcnBOHMb07ggkfWaIjPmMHQJ6og0KUI2mFzwvrYemJrMKt8PQpy_6rbbjzDPnNx1_AtibEdpIs2Alr8hfNtuY7kcNZa&wd=&eqid=b284a73600074ac5000000065f14f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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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工作要求

①历史建筑存在于传统村落、历史街区中的提供历史街区的整体模型。

②单体最终成果应包含周边建筑、地貌、植被等信息。

③建筑主体采用建筑物立面、屋顶的贴近测量方式进行拍摄并取得成果。

④历史建筑模型不能出现错位、漏洞等问题。

⑤需提供参与模型计算的原始照片。

⑥永久性控制点、图根点的位置照片，标准见照片要求。

⑦完整的点云数据具有 2000 坐标值。

⑧需采用统一的模型生成软件格式。模型命名规则为“历史建筑编号-历史

建筑名称-模型名称”

⑨提供摄影模型资料目录表。

4.2 电子图纸绘制基本要求

4.2.1 图纸成果内容

包括总平面现状测绘图、平面现状测绘图、立面现状测绘图、剖面现状测绘

图、典型构件大样图。

4.2.2 测绘成果绘制要求

测绘成果 全面测绘 典型测绘 简略测绘

总平面现

状测绘图

1.应绘制建筑轮廓、周边建筑或构筑物、道路、广场、水域、

山体、绿化等环境信息，且应完整覆盖历史环境要素

2.应标注建筑总尺寸、建筑与相邻建筑物、构筑物的距离

3.场地标高与建筑、构筑物的标高、平屋面建筑应标注天面、

女儿墙的标高、坡屋面建筑宜标注屋脊、檐口下沿的标高

4.应标注建筑名称、出入口位置、层数、建筑高度、周边建

筑的层高、周边道路、广场名称等信息

平面现状

测绘图

1.应包含各层平面、屋顶平面和

仰视平面

2.应绘制室内结构构件和非结

构构件，完整表达空间布局

1.应包含首层平面、标准

层平面、屋顶平面和传统

建筑的仰视平面

2.应绘制室内结构构件，

1.应包含首层

平面或标准层

平面

2.应反映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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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反映周边环境、出入口、围

墙、院落、天井、门窗、洞口古

树、古井等要素

4.应绘制室内材质及体现历史

风貌的室外地面材料

5.应绘制典型或具有重要历史、

艺术价值的室内布置

表达主要空间关系

3.应反映以下要素：周边

环境、主要出入口、院落、

天井、门窗洞口

4.绘制各层室内典型材质

片段及体现历史风貌的室

外地面材料

平面的基本状

况：周边环境、

主要出入口、

院落、天井、

外墙及外墙上

的门窗、洞口

立面现状

测绘图

1.应包含所有可视立面

2.应表达立面整体轮廓、构件轮

廓和细节、立面所有材质

1.应包含所有可视立面

2.应表达立面整体轮廓、

构件轮廓和细节、立面典

型材质片段

1.应包含主要

立面

2.应表达立面

整体轮廓和构

件轮廓

剖面现状

测绘图

1.应全面表达建筑的空间关系；

应表达典型或具有重要历史、一

书价值的室内布置

2.应完整绘制和标注剖面材质

做法

1.至少包含建筑纵向、横

向剖面各一个，且应选取

空间关系典型、能反映历

史风貌的结构和构造部位

进行绘制

2.应绘制和标注可见的典

型材质片段

1.宜选取空间

关系典型、能

反映历史风貌

的结构和构造

的部位绘制剖

面图

典型构件

大样图

1.应着重绘制体现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构造、装饰、材料，并采用文字标

注

4.2.3 图纸电子文件要求

（1）每处历史建筑的所有测绘图应保存为一个单独的电子文件。文件命名

格式应为“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绘图完成年月日”；图纸应按“目录、

总平面、平面、立面、剖面和详图”的顺序编制。

（2）图纸的图名命名格式应为"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图纸内容"。

（3）图纸编号应满足下列编制要求：图纸目录编号为“测绘 00-00”；平面

从“测绘 01-01”依次编号；立面从“测绘 02-01”依次编号；剖面从“测绘 03-01”

依次编号；详图从“测绘 04-01”依次编号；平面图应按总平面、各层平面、屋

顶平面和仰视平面的顺序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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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签应包含测绘单位、项目名称、项目负责、测量人员、绘图人员、

校对、审核、审定、图名、日期、图号、版本好和相关文字说明。

（5）测绘图比例应满足以下要求：

图纸分类 图纸类型 绘图比例要求

全面测绘

总平面图 1:200 或 1:250

平、立、剖面图 1:100 或 1:150

详图 1:1、1:5、1:10、1:15、1:20、1:25、1:30

典型测绘

总平面图 1:250 或 1:300

平、立、剖面图 1:100、1:150 或 1:200

详图 1:5、1:10、1:15、1:20、1:25、1:30

简略测绘

总平面图 1:300 或 1:500

平、立、剖面图 1:200 或 1:250

详图 1:15、1:20、1:25、1:30、1:50

（6）历史建筑的测绘图绘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50001—2017《房屋

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104—2010《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3—2010

《总图制图标准》的有关规定。

5 影像信息采集要求

5.1 照片、视频拍摄设备

图片采集设备要用相机拍摄，杜绝使用手机拍摄。

5.2 视频拍摄要求

5.2.1 拍摄内容

拍摄包括建筑主体及周边环境空、地视频，保证清晰的不同视角的镜头 5 段

视频各 30 秒以上。

5.2.2 视频格式

视频应为分辨率 4K、30 帧/秒的常见视频格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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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视频文件命名

格式：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拍摄视频内容

示例：

HB-WH-0001-****-东南至西北航拍

5.3 照片拍摄要求

5.3.1 拍摄内容

（1）拍摄历史建筑标牌及门牌号码。

（2）拍摄包括建筑物周边环境的鸟瞰照片。

（3）拍摄人视点各立面、主要入口照片。

（4）拍摄建筑主要特征构件照片。

（5）拍摄反应残损程度的照片。

（6）各永久向标靶位置图 2张，各控制点的位置图 2张。

（7）提供每栋建筑各阶段外业工作照不少于 3张。

5.3.2 照片格式

照片格式应为分辨率 1000 万以上的 jpg 图像文件。

5.3.3 照片文件命名

格式：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拍摄照片内容

示例：

HB-WH-0001-****-南立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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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建 筑 档 案 表

名 称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州、盟）

县（区、市、旗）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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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档案

（*为必填项）

大项 分项 数据填报项 备注

基础

信息

所在城市类型

*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非历史文化名城

建筑编号*

编号规则：“所在省

（区、市）拼音缩写-

编号”。以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的某栋历史建

筑为例，“BJ-HD-0001”

建筑名称* 以公布文件为准

建筑地址*
**省**市（地区、州、

盟）**县（区、市、旗）

**路**号

位置坐标*

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

标系；选取历史建筑本

体的外轮廓角点作为

测点。多个测点坐标以

分号分隔，从东北角为

起点按顺时针方向罗

列

建筑年代*

□清代以前（公元 1644 年以前）/□清代

（公元 1644-1911 年）/□中华民国（公

元 1911-1949 年）/□建国后（公元

1949-1978 年）/□改革开放后（公元 1979

年以后）

按现存建筑主体部分

建设的时间

建筑类别*
□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

构筑物/□其他
其他须注明

建筑价值特色

描述*

500 字以内。包括历史

建筑的艺术特征、历史

特征等；相关历史事

件、历史名人或著名设

计师等

历史沿革或相

关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

如有资料，请注明出处

建筑师、建造

商名称
历史建筑的设计者或

营建商

核心

保护

信息

价值要素*

□平面布局

□主要立面（须注明具体立面方位）

□主体结构

□特色材料装饰和部位（须注明具体部

位）

□历史环境要素（须注明所有历史环境要

素）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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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信息

现状功能*

□居住/□商业/□商住混合/□办公/□

教育科研/□文化展览/□文娱设施/□医

疗卫生/□宗教纪念/□工业仓储/□闲置

空置/□其他

其他须注明

结构类型*
□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钢

混结构/□其他结构
其他须注明

建筑层数* 层 按建筑主体层数填写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不含所在

院落面积

占地面积* 平方米

保存状况描述 300 字以内

影

响

因

素*

自然因

素* □地震/□水灾/□火灾/□生物破坏/□

污染/□雷电/□风灾/□泥石流/□冰雹/

□腐蚀/□沙漠化/□其他

其他须注明
人为因

素* □战争动乱/□生产生活活动/□盗掘盗

窃/□不合理利用/□违规修缮/□年久失

修/□长期空置/□其他

使用

信息

产权类别* □国有/□集体/□个人/□其他 可复选；其他须注明

产权人（单位）

名称*

使用人（单位）

名称

产权变更情况

描述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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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绘图纸档案

序号 图纸名称

注：

1.应按测绘成果内容填写本档案

2.下表可根据实际测绘成果图纸内容增加

3.测绘成果输出为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的 jpg 图像文件格式，插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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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名称 比例

绘制人 绘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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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像档案

照片资料统计表

建筑名称： 建筑编号：

项目

名称

单

位
数量 完成时间

缺失数据
负责人 备注

内容 原因

标识

牌
张

控制

点及

标靶

张

主体

周围

环境

张

建筑

入口

及各

立面

张

价值

要素

部位

张

残损

状况
张

建筑

内部
张

工作

照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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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资料

图片应为 JPG、JPEG 图像文件格式，单张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

名称 主要立面 拍摄者 拍摄时间

图片应为 JPG、JPEG 图像文件格式，单张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

名称 次要立面 拍摄者 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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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应为 JPG、JPEG 图像文件格式，单张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

名称 建筑内部 拍摄者 拍摄时间

图片应为 JPG、JPEG 图像文件格式，单张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

名称 价值要素部位 拍摄者 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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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应为 JPG、JPEG 图像文件格式，单张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

名称 价值要素部位 拍摄者 拍摄时间

图片应为 JPG、JPEG 图像文件格式，单张图像分辨率不小于 1000 万个像素。

名称 价值要素部位 拍摄者 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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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资料统计表

建筑名称： 建筑编号：

项目

名称

序

号
时长 描述

完成

时间

缺失数据
负责人 备注

内容 原因

航空

视频

01

02

03

地面

视频

01

02

03

注：若各类拍摄项目大于 3 条，可自行增加或调整表格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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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绘图档案

图纸名称 绘制位置

绘制人 绘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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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云数据统计表

建筑名称： 建筑编号：

项目

名称

单

位
数量 完成时间

缺失数据
负责人 备注

内容 原因

手绘

图扫

描件

张

点云

截图
张

原始

数据
站

完整

数据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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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倾斜摄影统计表

建筑名称： 建筑编号：

项目

名称

单

位
数量 完成时间

缺失数据
负责人 备注

内容 原因

原始

照片
张

实景

模型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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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档案表著录说明

1 适用范围

本著录说明适用于《历史建筑档案表》的填写。每一处历史建筑填写一张档

案表。

2 主要依据及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5年

GB/T 2260-2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年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年

《历史建筑测绘信息采集规范》

《历史建筑认定标准》

《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历史建筑年代标准》

《历史建筑计量标准》

3 封面

3.1 历史建筑档案表

档案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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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名称

复查的历史建筑沿用原名称；新发现的历史建筑按《历史建筑定名标准》填

写。民族自治区域内的历史建筑，必须填写汉文名称，同时可用在“（）”内填写

少数民族文字名称的方式，标记在汉文名称之后。

3.3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历史建筑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3.4 市（地区、州、盟）

历史建筑所属市（地区、州、盟）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3.5 县（区、市、旗）

历史建筑所在县（区、市、旗）的全称。在下划线上填写。

3.6 填报单位

填报档案表的单位，在下划线上填写。

3.7 填报人

填报人的手写签名。在下划线上按责任人顺序填写。

3.8 填报日期

填报档案表当天的日期，在下划线上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示例：

20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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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档案

4.1 基础信息

4.1.1 所在城市类型

单选，选项划“√”。

4.1.2 建筑编号

按照“所在省（区、市）拼音缩写-编号”的格式填写，编号从0001开始。

示例：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某栋历史建筑，“BJ-HD-0001”

4.1.3 建筑名称

以公布的文件为准填写，未确定命名的历史建筑参照《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命名填写。

4.1.4 建筑地址

按照“**省**市（地区、州、盟）**县（区、市、旗）**路**号”格式填写，

若建筑无具体地址信息则填写与某一参照地点（居民点或山川）的相对位置和距

离。省、市、县名称参照GB/T2260-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填写。

4.1.5 位置坐标

按《历史建筑测绘信息采集规范》填写。每处历史建筑必须填写GPS坐标测点，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选取历史建筑本体的外轮廓角点作为测点。多个测点

坐标以分号分隔，从东北角为起点按顺时针方向罗列。

4.1.6 建筑年代

单选，选项划“√”，选择现存建筑主体部分建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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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建筑类别

单选，选项划“√”。若选择“其他”则在备注中注明。

4.1.8 建筑价值特色描述

500字以内。包括历史建筑的艺术特征、历史特征等；相关历史事件、历史名

人或著名设计师等。

4.1.9 历史沿革或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填写历史建筑的沿革与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需要注明资料

来源。

4.1.10 建筑师、建造商名称

填写历史建筑的设计师、营建商等信息。

4.2 核心保护信息

4.2.1 价值要素

可复选，选项划“√”。若特殊材料、细部以及历史环境具有价值，则须进行

描述。

4.3 现状信息

4.3.1 现状功能

单选，选项划“√”。若选择“其他”则在下划线上注明具体功能。

4.3.2 结构类型

单选，选项划“√”。若选择“其他”则在下划线上注明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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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建筑层数

按建筑主体层数，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4.3.4 建筑面积

建筑的总面积，不包含所在院落面积，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4.3.5 占地面积

建筑（群）占地总面积，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4.3.6 保存状况描述

建筑保存情况现状，可从建筑本体的损害程度、管理、利用等方面描述，300

字以内。

4.3.7 影响因素

（1）自然因素

可复选，选项划“√”。若选择“其他”则在下划线上注明具体自然影响因素。

（2）认为因素

可复选，选项划“√”。若选择“其他”则在下划线上注明具体人为影响因素。

4.4 使用信息

4.4.1 产权类别

可复选，选项划“√”。若选择“其他”则在下划线上注明具体产权状况。

4.4.2 产权人（单位）名称

填写历史建筑产权所属人或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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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使用人（单位）名称

填写历史建筑当前使用人或单位名称。

4.4.4 产权变更情况描述

描述有资料证明的历史建筑产权变更情况，300字以内。

5 测绘图纸档案

5.1 序号

按照平面、立面、剖面、详图的顺序排序图纸并编号填写，平面从“测绘

01-01”依次编号；立面从“测绘 02-01”依次编号；剖面从“测绘 03-01”依次

编号；详图从“测绘 04-01”依次编号；平面图应按总平面、各层平面、屋顶平

面和仰视平面的顺序依次排列。

5.2 图纸名称

格式：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图纸内容

示例：

HB-WH-0001-****-总平面图

5.3 比例

绘图的比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5.4 绘制人

图纸绘制人的签名。

5.5 绘制时间

图纸绘制完成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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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5

6 影像档案

6.1 照片资料统计表

6.1.1 建筑名称

以公布的文件为准填写，未确定命名的历史建筑参照《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命名填写。与基本档案中的建筑名称保持一致。

6.1.2 建筑编号

按照“所在省（区、市）拼音缩写-编号”的格式填写，编号从0001开始。与

基本档案中的建筑编号保持一致。

6.1.3 项目名称

统计表统计项目的名称。

6.1.4 单位

统计项目的计量单位。

6.1.5 数量

统计项目的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6.1.6 完成时间

统计工作完成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6.1.7 缺失数据

（1）内容：填写缺失的资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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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因：填写缺失资料内容的原因。

6.1.8 负责人

负责相关资料收集工作的人员签名。

6.1.9 备注

其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对资料的注释。

6.2 照片资料

6.2.1 名称

影像资料的名称，如“主要立面”、“次要立面”、“建筑内部”、“价值要素部

位”等。

6.2.2 拍摄者

影像资料拍摄者的签名。

6.2.3 拍摄时间

影像资料的拍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示例：

2020.09.05

6.3 视频资料统计表

6.3.1 建筑名称

以公布的文件为准填写，未确定命名的历史建筑参照《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命名填写。与基本档案中的建筑名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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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建筑编号

按照“所在省（区、市）拼音缩写-编号”的格式填写，编号从0001开始。与

基本档案中的建筑编号保持一致。

6.3.3 项目名称

拍摄视频项目的名称。

6.3.4 序号

拍摄视频编号，从01开始。

6.3.5 时长

拍摄视频的时间长度，用阿拉伯数字和单位英文简称填写。

示例：

1h 10m 10s

6.3.6 完成时间

统计工作完成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6.3.7 描述

对视频拍摄内容的描述。

示例：

（1）从东南至西北俯视

（2）进入主入口

6.3.8 缺失数据

（1）内容：填写缺失的资料内容。

（2）原因：填写缺失资料内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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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负责人

负责相关资料收集工作的人员签名。

6.3.10 备注

其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对资料的注释。

7 手绘图档案

7.1 图纸名称

格式：历史建筑编号-历史建筑名称-图纸内容

示例：

HB-WH-0001-****-总平面图

7.2 绘制位置

绘制人绘制草图时与建筑的相对位置描述。

7.3 绘制人

图纸绘制人的签名。

7.4 绘制时间

图纸绘制完成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示例：

2020.09.05

8 点云数据统计表

8.1 建筑名称

以公布的文件为准填写，未确定命名的历史建筑参照《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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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填写。与基本档案中的建筑名称保持一致。

8.2 建筑编号

按照“所在省（区、市）拼音缩写-编号”的格式填写，编号从0001开始。与

基本档案中的建筑编号保持一致。

8.3 项目名称

统计表统计项目的名称。

8.4 单位

统计项目的计量单位。

8.5 数量

统计项目的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8.6 完成时间

统计工作完成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8.7 缺失数据

（1）内容：填写缺失的资料内容。

（2）原因：填写缺失资料内容的原因。

8.8 负责人

负责相关资料收集工作的人员签名。

8.9 备注

其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对资料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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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倾斜摄影统计表

9.1 建筑名称

以公布的文件为准填写，未确定命名的历史建筑参照《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命名填写。与基本档案中的建筑名称保持一致。

9.2 建筑编号

按照“所在省（区、市）拼音缩写-编号”的格式填写，编号从0001开始。与

基本档案中的建筑编号保持一致。

9.3 项目名称

统计表统计项目的名称。

9.4 单位

统计项目的计量单位。

9.5 数量

统计项目的数量，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9.6 完成时间

统计工作完成的时间，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9.7 缺失数据

（1）内容：填写缺失的资料内容。

（2）原因：填写缺失资料内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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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负责人

负责相关资料收集工作的人员签名。

9.9 备注

其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是对资料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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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认定标准

1 概念界定

历史建筑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于 2005 年建设部发布的国家标准《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这一技术规范所定义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

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

2008 年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进一步对历史

建筑概念作出阐释：“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

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

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按照这一概念，只有未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登录文物的才能被认定为历史建

筑。而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经过三次全省范围的文物普查，有一定历史、艺术或

科学价值的建筑基本已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然而，其中有不少建筑虽然被认

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未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实际得到的保护力度低于

历史建筑。因此，为了避免这些建筑在日常保护中成为无人监管的空白点，该标

准将其列入认定范畴。

2 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版）》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湖北省城乡规划条例》

《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发）



4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方案》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历史建筑确定标准》（建办规函[2016]681 号）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及相关标准、规范》

《湖北省保护性建筑认定标准》

《湖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办法》

3 湖北省历史建筑认定标准

各设市城市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建成

50 年以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物、构筑物，可以认定为历史建筑。

3.1 具有历史价值

3.1.1 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机构相关

示例：刘公公馆，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建于 1901 年，2 层砖木混合

结构。刘公，曾任武昌起义革命军政治筹备处总理，其公馆是辛亥革命九角十八

星旗诞生地；武汉市政府礼堂，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87 号，建于 1954

年，三层水泥框架结构，四坡水茶色歇山屋顶，左右对称布局，两边设有晒台。

外观是中式建筑风格，内厅是苏式格局。

3.1.2 在城市建设与建筑演变史上具有代表性

示例：刘氏老屋，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建于 1912 年，一改传统民居二层小

窗旧制，定格了倏尔即逝的建筑特点，建筑风格受赣北、徽派影响而又有黄陂民

居特色；天宝银楼，位于荆州市沙市区中山路，1934 年建成，4层钢筋混凝土结

构，该楼是沙市早期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

3.1.3 在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示例：海鸥纺织百货商店，位于宜昌市解放路，1930 年建成，三层砖混结

构，立面三段式处理，底层门面，是宜昌现代最著名的商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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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具有艺术价值

3.2.1 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和造型艺术美感，具有典型性

示例：大陆坊，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大陆坊 1-36 号，共 15 栋房屋，2-3 层砖

混结构。红砖清水墙，窗台线、檐口等装饰细部水泥砂浆粉刷。里分按一条主弄

贯通，一侧连通支弄布置。主入口处通过圆弧曲线来点化，另外墙上开有圆形窗

来协调。住宅内部布局合理，已经近似于现代的单元式成套住宅。是武汉近代里

分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

3.2.2 建筑构件细部工艺及装饰艺术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价值

示例：但功健老屋，位于赤壁市，建于清末民初，为院落式古民居群，现存

梁及窗扇等木雕精美，保存完好，木构件是研究清代鄂南地区古民居建筑的实物

样本；赤壁市但华良老屋，建于清代晚期，堂屋地面的三合土嵌瓷片夯实工艺具

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地方特色，具有典型性。

3.2.3 反映所在地域或民族的建筑艺术特点

示例：赤壁市邓家祠堂，建于清代，鄂南地区古民居的典型单栋两进民居建

筑单元，其木构体现了当时卓越的建筑技术水平；赤壁市黄沙老屋 2号，建于民

国，鄂南地区古民居的典型乡绅阶层居住建筑群，大型青砖体现了当时卓越的建

筑技术水平。

3.2.4 获奖建筑或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示例：平汉铁路局旧址，位于武汉市胜利街，夏光宇设计，4层砖混结构，

对称布局，居中设主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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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有科学价值

3.3.1 建筑材料、结构形式、施工工艺、建筑质量反映当时的建筑工程技术和科

技水平

示例：四名银行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是华

人在武汉设计的第一幢钢筋混凝土建筑。

3.3.2 建筑形体组合或空间布局在一定时期具有先进性

示例：怡和村，位于汉口解放公园路，建成于 1920 年，是典型的花园式别

墅，十多栋别墅在平面功能设计、立面造型以及材料的用法上无一雷同，总体布

局自由。

3.4 具有社会文化价值

3.4.1 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能够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域文化特色

示例：李凡洛夫公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原俄租界内，建于 1902 年，属斯

拉夫别墅式住宅建筑，是俄国茶商李凡洛夫在汉住宅，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实物见

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俄租界的风貌与文化特色；岳口工会旧址，位于天门市岳

口镇，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体建筑为砖、瓦结构，门亭上方镶五角星，门

内写有“毛主席最高指示”等标语，反映了建国初期红色建筑的典型特征。

3.4.2 在城市或乡村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具有群体心理认同感

示例：海观山名人楼，位于黄石市黄石港区，建于 1958 年，1960 年 10 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黄视察时，曾在此入住，并为名人楼西侧的挹江亭亲笔

题写“挹江亭”亭名，系黄石八大景之一。

3.4.3 反映不同地域或中外之间建筑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示例：美孚石油公司旧址，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建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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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合璧式建筑，二层外廊立柱支撑屋架的木梁及木构架造型独特，在武汉当地

建筑历史上颇为少见，独具一格。

3.4.4 具有特殊纪念意义或教育意义

示例：中现里，位于宜昌市西陵区，建于清代，以前叫做中宪里，以示纪念

国民政府第一部《宪法》。

3.5 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3.5.1 符合前款规定但已经灭失的建筑，上报省文物局经过批准按原貌恢复重建，

并且保留原有价值特色的，也可以认定为历史建筑

示例：关帝庙，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为全国四大关庙之一。亦称关公

馆，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日军侵华期间，庙宇遭到了致命一击，殿宇毁失殆

尽。1987 年，江陵县政府按清乾隆县志载古关庙建筑布局图样，在原关庙遗址

上复建荆州关帝庙。

3.5.2 建成不满 50 年，具有特殊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具有非常重要纪念

意义、教育意义的，也可以认定为历史建筑。

示例：耿家大湾民居，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农业学

大寨”时期，是当地当时农村建设的典范，其建筑布局便于节约土地，规范管理

村民等，对文革时期的特殊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汉钢转炉车间，位于武汉市汉阳区，1970 年 5

月建成投产，高大的厂房和巨大的设备极具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尤其是转

炉车间为著名古建筑专家张良皋老先生设计，当年创下多项国内之最——最先进

的纯氧顶吹工艺、最先进的建筑工艺、最高的厂房，最大的跨度，见证了汉阳铁

厂的发展和武汉近代工业到新中国建立后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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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定名标准

历史建筑定名标准，可分别按古代和近现代历史建筑的基本分类予以定名。

凡属于复测的历史建筑一般应沿用原定名。

测绘建档工作中发现的各类历史建筑的定名应本着简约、准确、易懂、避免

重复的原则。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的历史建筑名称应尽量避免重复。历史建筑

的定名中牵涉到地名时应尽量使用法定或通行的名称，避免使用俗称、俚语，如：

“王八脖子遗址”。一般不使用现代机构或单位名称代替地名，如：“棉麻厂墓群”。

具体定名规则如下：

1 重要事件发生地及其纪念性设施，以“具体历史事件名称（具体地点）”＋“遗

址”定名；如属于会议类的历史事件，也可以 “具体历史事件名称（具体地点）”

＋“会址（旧址）”定名。

示例 1：

潘家峪惨案遗址

示例 2：

古田会议会址

2 重要机构旧址，以“机构原名（具体地点）”＋“旧址”定名。

示例：

黄埔军校旧址

3 名人故居（旧居），以“具体地点”＋“人名”＋ “故居（旧居）” 定名。其

中“故居”指名人出生地及幼年居住地，“旧居”指其他时期居住地，如果不存

在重复的现象，也可以采取将具体地点省略的定名方式。

示例 1：

绍兴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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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黄兴故居

4 名人墓以“人名”＋“墓”定名；。

示例：

鲁迅墓

5 烈士墓及纪念设施等以“人名”＋“墓”或“历史事件名称（地名）”＋“纪

念设施名称”

示例 1：

焦裕禄烈士墓

示例 2：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6 近现代墓葬群，以“历史事件名称（地名）”＋“墓群”（“陵园”、“殉难地”、

“丛葬地”等）定名；同一历史事件的多处墓葬群，以“地名”＋“历史事件名

称”＋“墓群”（“陵园”、“殉难地”、“丛葬地”等）定名。

示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7 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建筑群），以“地名”＋“建筑用途（形式风格）”＋“建

筑”（建筑群）定名；同一地点有二处或多处的用具体地名加以区分。

示例：

上海外滩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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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年代标准

历史建筑年代，按下列标准确认和标示。

1 纪年采用标准

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朝代）纪年和考古学年代三种。各类纪年均按国家规

定的方法标示。

2 时限划分标准

2.1 古代建筑遗存年代下限为清代。

2.2 近现代建筑遗存年代自公元 1840 年至当代。

3 确定纪年的方法

3.1 古建筑：依据现存建筑物形制、结构特点及相关题记等确定年代。

3.2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3.1.1 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和纪念地，依据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确定年代。

3.1.2 重要机构旧址，依据机构占用时间确定年代。

3.1.3 行业性建筑和典型风格建筑及构筑物，依据始建时间确定年代。

3.1.4 名人故居、旧居，依据名人出生、居住时间确定年代。

3.2.5 名人墓、烈士墓及纪念设施，墓葬依据墓主人埋葬或迁葬以及陵园设立时

间确定年代，纪念设施依据设立时间确定年代。

4 年代标示规则

4.1 古代建筑用历史朝代纪年，年代明确的同时用公元纪年；个别地区历史朝代

纪年不明确的可使用考古学年代。

地方政权控制时期用国家认定的“中国历史年表”中的政权纪年标示，并用

公元纪年标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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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仁寿三年（1238）

近现代建筑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不详的用“清末”、“民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示。

4.2 用历史朝代纪年和公元纪年同时标示的，先标示朝代纪年，同时在括号内标

示公元纪年。

示例：

清康熙五年（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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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计量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本次历史建筑测绘建档工作。计量和统计分为整体计量和单体

计量。

1 整体和单体历史建筑的界定

1.1 整体历史建筑是指在时代、内涵或地层关系上，以独立或相互关联方式存在

的建筑实体；具有上述特征的单体历史建筑，视同整体历史建筑。

示例 1：

吉林文庙

示例 2：

大雁塔

1.2 单体历史建筑是指整体历史建筑中相对独立存在的建筑实体。如牌坊、碑亭、

藏书楼等。

2 历史建筑的整体计量

2.1 历史建筑的整体计量的量词应按照通行的原则使用，一般统称或总量统计时

以“处”为计量单位。

2.2 同一分布范围内，具有同一文化性质或内在联系，且没有自然地理因素分割

的各类建筑遗存，按一处整体历史建筑计量。

2.3 同一地域中，因文化性质（时代）不同或被自然地理因素分割成若干独立历

史建筑，按多处整体历史建筑计量。

2.4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独立存在不可分割的建筑遗存，按一处整体历史建筑。

示例1：

张掖鼓楼

示例2：

恭王府及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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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建筑的单体计量

3.1 历史建筑的单体计量的量词应使用建筑自身的计量单位，在总量统计时以

“个”为计量单位。

3.2 同一处遗址中，不同类别的文化遗存，如房址、窑址、窖藏址、墓葬等，应

按其实际数量做单体计量。

3.3 同一处墓葬中，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遗存，如墓冢、门楼、享殿等，应按其

实际数量做单体计量。

3.4 同一处建筑中，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化遗存，如殿堂、楼阁、桥梁、影壁、围

墙等，应按其实际数量做单体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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