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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房屋篇

通过对部级服务器后台各试点县区城镇房屋调查数据

的初查，发现有关共性问题如下：

一、建筑信息问题

（一）建筑面积的误填

建筑面积是指房屋各层水平面积的总和。对于有竣工资

料或其他登记信息等内业资料的房屋，建筑面积应以内业资

料登记的为准，并进行外业现场复核；对于没有内业资料的

房屋，则以现场测量为准。从试点县区填报情况来看，由于

试点阶段调查时界面会根据图斑情况给出一个自动计算建

筑面积值以供参考，部分县区直接将参考值作为建筑面积，

或者取参考值的接近值填报，均是不准确行为，这是由于图

斑只是显示建筑外围轮廓，利用图斑自动计算的建筑面积与

实际建筑面积存在一定差异，这样填报势必带来建筑面积填

报失真现象，对建筑总量影响较大。故需要调查人员按照导

则和讲义的要求进行建筑面积的填报和测量。

图 1 某房屋建筑面积填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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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专业设计建造的误填

城镇房屋大多数为专业设计建造，填报时需要多方询问、

查阅相关资料，不要不经调查和询问就直接填写为非专业设

计建造，例如有的房屋为 2000 年前后建造的学校、医院等

重要公共建筑，却勾选了非专业设计建造，不合情理。还有

部分有明确的房屋结构类型，如底框、内框、单框，或勾选

减隔震，也需再次核实是否为非专业设计建造。部分非专业

建造的住宅房屋从上传照片观察也不像。因此对于此项的填

报，部分调查员可能理解有误。

图 2 某 2000年后建造教学楼填报非专业建造

（三）结构类型的误填

对于城镇房屋的结构类型一级选项的误填，部分县区砖

混结构未填入列表中砌体结构项，框架结构未填入钢筋混凝

土结构项；部分城镇住宅勾选了钢结构，而照片看来可能仅

是钢构件屋面（结构类型主要竖向承重构件的材料来区分

的），竖向承重构件为砌体或混凝土，或者照片看不出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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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更像普通住宅，却填报钢结构，不准确；部分填报木结

构的房屋，但从上传的图片看似乎木结构，实际只是看起来

像木结构但实际可能是其他结构类型，这些房屋有的建造年

代较近，主要用于餐饮或文化交流的现代建筑，此时应对照

现场情况核实结构类型。

图 3 某房屋结构类型与照片不符且多项存疑

对于城镇房屋的结构类型二级选项的误填，主要是底框、

内框、单跨框架结构类型的误判，有的一层传达室或一层住

宅，明显是普通砌体结构，却填报底框结构。

图 4 某房屋二级结构类型与照片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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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减隔震的误填

有的建造年代较为久远的普通住宅，有的近年建造房屋，

填写非专业设计建造，却也填报减隔震，存疑较大。

图 5 某非专业设计房屋填报采用减隔震

（五）建筑用途的误填

导则考虑抗震设防、防灾减灾等各因素将非住宅房屋用

途分为若干类，在填写房屋用途时，要准确区分房屋用途，

对号入座，若前述情况中没有罗列的房屋用途可选择“其他”，

例如，有的电网公司建筑房屋用途选择其他，应选择“通信

电力交通邮电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筑”，医院房屋用途选

择其他，应选择“医疗建筑”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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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某变电所建筑用途填报不准

二、使用情况问题

（一）是否进行过改造、抗震加固的误填

在调查时需注意，装修、扩建、加层等属于改造范围，

应选择进行过改造。有的房屋建造年代较久远，看照片却较

新，疑似进行过改造，但调查人却未填报，应留意核准。

图 7 某 70年代教学楼外观较新却未进行过改造

在填写是否进行过改造、抗震加固填写问题时，若进行

过改造、抗震加固时，要填写具体时间，不能为空，且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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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加固时应填写最后改造、加固的时间，填写到年。

（二）照片上传不准确

根据导则，建筑物无明显缺陷时，仅上传一张外立面照

片即可，试点县区上传照片数量却多为三张，然而部分照片

即使上传三张也没有反应出建筑外立面情况，有的拍摄距离

太远或角度奇异，有的甚至深夜拍照，看不出哪栋建筑；当

存在有明显裂缝、倾斜、变形等缺陷时，上传缺陷照片应准

确拍摄缺陷，不应与上传的外观立面照片无区别，或者拍摄

看不清楚缺陷情况的照片。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照片名

字备注为何种缺陷上传，或者备注中简单情况说明，以便查

看。

图 8 某些房屋照片拍摄不准确

三、不需要调查项的问题

集中体现三类问题，一是对不需要调查房屋的范围概念

模糊，对于一些应调查房屋擅自填选不需要调查，存在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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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调查项的可能，例如，根据导则，涉密房屋可以勾选

不需要调查，但是所谓“涉密房屋”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并非调查员或主业等擅自决定；又如废弃房屋、“无人、

无法进入”的房屋，原则上应做到“应调尽调”，确实永久

无人居住或存在调查困难等情况的房屋，应上报主管部分，

获得批复后才可以不调查。二是对于不需要调查原因填报有

误或者直接未填报，根据导则，涉密原因不调查房屋可以不

填报原因，而实际上，大部分试点县区关于不调查房屋的原

因普遍没有填写，但从照片或建筑名称等信息来看，并非涉

密房屋，因此不填原因是不准确的；一些房屋即使填报原因，

看文字也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表述不明确。三是部分地区

对于确实不需要调查的房屋，反而未勾选不需要调查项，例

如在建房屋，已拆除房屋，构筑物等。此外部分地区勾选不

需要调查的房屋基本信息却填写完整，不知准确性。

图 9 某不需要调查房屋原因填报不准确且填报信息疑似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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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图斑的若干问题

（一）调查单元与图斑不匹配

部分图斑存在形状极不规则，或面积与实际情况差距较

大，或与照片信息不匹配等情况，调查员既没有处理图斑，

也没有勾选不需要调查或填写备注信息，而是继续依赖图斑

调查，准确性存疑。

图 10 某图斑信息与照片和填报信息不匹配

（二）图斑无故删除问题

部分地区存在局部大量图斑删除情况，却没有给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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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在调查时需注意此种情况，不应无故删除底图图斑。

图 11 某区域不明原因大量删除图斑

五、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归纳的问题之外，个别县区还出现基本信息，

例如建筑名称、小区名称、单位名称等填写方式不准确现象，

应根据导则要求准确填报；个别房屋层数与照片不匹配，应

根据导则要求和内业资料，现场核准填报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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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房屋篇

通过对部级服务器后台各试点县区农村房屋调查数据

的初查，发现有关共性问题如下：

一、房屋基本信息错填、漏填问题

（一）房屋层数误填

农村房屋层数的调查规则在导则和讲义中均有明确说

明。初查中发现有明显的填报错误情况，填报层数与照片不

对应。

图 1 1 单层房屋填报为 2层

图 2 2 层及以上房屋填报为 1层

（二）房屋信息随意填报

部分房屋户主姓名和常住人口数随意填写，如填报为独

立住宅，户主姓名“王”，常住人口 99 人，建筑面积 1 平方

米，建筑高度 1 米，明显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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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房屋信息随意填写

（三）建筑面积的误填

建筑面积指建筑物各层水平面积的总和，采集系统中设

置农房的面积可以由图斑轮廓面积结合层数自动计算给出

参考值，调查人员可通过现场简单测量参考填报。

调查中存在随意填写情况，一是现场不进行测量或核实，

直接填报参考值为建筑面积，二是自动计算面积和房屋建筑

实际面积相差过大，如自动计算面积 118.48 平方米，实际

填报面积 1118 平方米。第一种情况当图斑轮廓准确且层数

填报正确时，可以参考填报，但应经过现场核实。

图 4 建筑面积随意填写

（四）房屋信息存疑

存在多栋房屋建筑（分别有唯一编码）户主姓名一致，

照片为同一处，但具体信息不一致的情况，应现场抽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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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栋房屋户主姓名、照片一致

（五）独立住宅、非住宅和住宅辅助用房混淆不清

独立住宅、非住宅和住宅辅助用房在导则和讲义中均有

明确定义和解释。调查中仍存在混淆不清的现象，如将明显

属于非住宅房屋和辅助用房的房屋（从照片可以判断）按照

独立住宅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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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将非住宅房屋和辅助用房填报为独立住宅

二、建筑结构类型的误填

建筑结构类型对于调查人员是难度相对较大的信息项，

在导则和讲义中均重点说明。主要问题是明显不合理的错填，

填报结构类型与照片不符。主要为土木/石木结构、木（竹）

结构、窑洞结构的填报错误。下图从房屋照片看应属于砖混

或砖木结构。

图 7 填报为土木/石木结构，与照片明显不符

图 8 填报为木（竹）结构，与照片明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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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形损伤情况的误填

变形损伤主要包括墙体裂缝、屋面塌陷、墙柱倾斜、地

基沉降等。现场通过观察进行判断，并与产权人或使用人充

分沟通了解，是否存在损伤和损伤部位应也照片对应。下图

照片中可见明显存在变形损伤，屋面已局部塌陷，但填报为

无。

图 9 有明显的屋面塌陷但变形损伤填报为无

图 10 有明显的墙体裂缝但变形损伤填报为无

四、房屋照片相关问题

根据《农村房屋建筑调查技术导则》要求，现场定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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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照片，应包含至少一张房屋建筑整体外观照片、周边场地

存在安全隐患时的照片、变形损伤情况的照片以及抗震构造

措施照片等。数量分别不超过 3 张，应能全面、准确、直观

反映房屋现状。初查中发现在部分照片不能映外观现状，如

仅拍摄外墙或大门、照片模糊、拍摄内景等问题。

图 11 仅有大门照

图 12 仅有外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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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照片模糊、环境黑暗

图 14 房屋内景照片

五、不需要调查项的问题

大量房屋建筑现场调查被归为“不需要调查”，填报的

原因各异，有待核实。

一是填“涉密”。对于涉密，军事用地等特殊情况可不

说明原因，不能随意选择。同时应注意在备注原因时不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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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涉密”文字，否则备注即为泄密。

二是随意填报“长期无人居住、无法获得房主姓名、老

宅”。调查的原则是“应调尽调”，确实永久无人居住或存在

调查困难等情况的房屋，应上报主管部门，获得批复后才可

以不调查。

三是勾选“不需要调查”项后备注填“已调查完成”。

属于工作逻辑和概念的模糊混淆。“不需要调查”的意思是

不需要填报，不能理解为“不需要调查就可以填报”。

四是备注为“猪圈、鸡舍”。导则中要求猪圈、鸡舍等

住宅辅助用房需要填报，信息简单但也是需要调查确认后再

拍照上传的，不能归为“不需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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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设施篇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122 个试点县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的初查，发现有关共

性问题如下：

一、市政道路调查数据问题汇总

（一）道路基本信息及设施统计信息问题

1.道路工程投资的金额与道路公里数及路宽不匹配，导

则指出：已竣工项目以工程决算为准，未竣工项目填写概算

批复金额。无法查明时，根据当地现阶段建设指标进行估算

填写，建议根据已有资料，结合道路等级、断面宽度合理估

算工程投资，工程投资仅需填写道路工程建安费，不包含拆

改费及拆迁费，确保数据准确。

图 1 道路基本信息

2.导则指出建议道路起点位于南侧（南北向道路），西

侧（东西向道路），部分试点县道路（如下图）为北起南至，

建议后续全省开展普查，道路起终点与导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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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试点道路图斑

（二）道路分段信息问题

1.关于道路红线宽度，导则指出：路段处红线宽度，不

含交叉口渠化，分别填写最小值和最大值，红线宽度一致时

两数值相同。当道路名称相同时，红线宽度不同，可将该道

路进行分段普查。

2.关于道路等级，导则指出：可查询设计资料、规划未

见等相关资料。路面宽度 5m，道路等级为主干路，建议复核

道路等级，提供录入信息原则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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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道路基本信息

3.录入的道路信息与现场照片不匹配，主要体现在机非

混行处的录入，应与现场提供照片一致，譬如现况照片体现

道路设有非机动车道，则录入信息应不属于机非混行。

图 4 道路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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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道路现场照片

4.道路宽度为道路两侧缘石间长度，不包含人行道宽度。

图 6 道路基本信息

5.路中设置中央护栏，可移动护栏不作为道路分幅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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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道路基本信息

图 8 道路现场图片

6．录入信息为机动车道类型为双向行驶，机动车道数

为 1，推断应该是机动车道数和路幅数量弄混，建议复核更

正。

图 9 道路基本信息

7.现场照片信息应以体现路段断面信息为最佳，现场踏

勘人员应注意交通安全，且照片信息不建议体现出个人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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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图 10 道路现场照片

（三）技术导则学习理解不到位问题

地方开展工作前，要求调查单元加强《市政设施承灾体

普查技术导则》学习与理解，增强调查单元责任意识，优先

咨询当地规划局、城管委等相关单位或查询设计图纸、竣工

图纸等相关资料，确保数据准确。

二、市政桥梁调查数据问题汇总

目前掌握试点县区调查数据显示，市政桥梁调查存在以

下几个显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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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属设施信息

1.桥梁防护类型包含钢筋混凝土护栏、梁柱式护栏及组

合式护栏，如下图所示，录入信息应以基础数据为准，如无

数据，应根据现场照片进行区分。

图 11 钢筋混凝土护栏现场照片

图 12 梁柱式护栏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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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组合式护栏现场照片

2.地方开展工作前，要求调查单元加强《市政设施承灾

体普查技术导则》学习与理解，增强调查单元责任意识，优

先咨询当地规划局、城管委等相关单位或查询设计图纸、竣

工图纸等相关资料，确保数据准确。

三、供水设施调查数据问题汇总

在对全国房屋和市政普查系统上试点县的供水设施数

据进行的初步审查后，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供水场站问题

1.数据不完整。在对试点县数据的初步审查过程中，发

现系统上很多供水厂站设施的设计资料部分内容未填报，主

要涉及设施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设计安全等级、抗震

设防烈度、抗震设防类别、设计风载、设计雪载以及地质情

况等信息，系统上均填报“无法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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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净水厂设施填报的数据只有净水厂一个设施的数

据，但其基本信息中技术指标里面的工艺填报为“沉淀+气

浮+过滤+消毒剂+应急药剂投加”，该净水厂的其他设施的数

据未填报至系统上。

2.数据不一致。供水厂站设施填报的设施的结构形式与

提供的现场实际图片中的结构形式不一致。

图 15 净水厂设施现场照片

3.数据不规范。在数据的审查过程中，发现设施现场调

查信息中提供的现场照片不符合要求，如某净水厂设施提供

的现场照片部分照片为效果图，个别试点县的供水管线数据

中所有的输水管线和配水管线提供的现场照片所用的是同



28

一照片。

图 16 净水厂设施现场照片

供水设施调查信息中提到的存在问题或隐患要在现场

调查信息中提供的现场照片中有所反映，但在数据的审核过

程中，发现多例现场调查信息中提供的现场照片没有反映存

在的问题和隐患。

图 17 净水厂设施现场照片

本次全国市政设施调查范围为 2020 年 12 月底之前建成

的设施，在数据的审核过程中，发现个别数据为 2021 年建

成的设施，对于这些数据，不上传普查办，即可以纵向汇交，

但不横向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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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加压泵站就基本信息

4.数据不准确。部分供水场站设施基本信息中设施的名

称或相关企业单位的名称未按照填报要求进行或填报错误。

个别加压泵站基本信息的技术指标中，个别加压泵站的

防洪标准填报为 1 年，个别净水厂设施的防洪标准填报为 2

年或 5 年，净水厂设施的规模为 12600 万 m
3
/d。

图 19 加压泵站就基本信息

（二）供水管线问题

1.数据不完整。在对试点县数据的初步审查过程中，发

现系统上很多供水管线的设计资料部分内容未填报，主要涉

及设施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结构设计安全等级、抗震设防

烈度、抗震设防类别、设计风载、设计雪载以及地质情况等

信息，系统上均填报“无法查明”，个别供水管线的设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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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和雪载未填报的同时，也未说明原因。管线的设计资料调

查中管材信息、管线的敷设方式也有未填报的情况。

图 20 供水管线一般性能

2. 提供的现场图片不规范。部分供水管线填报的信息

中，现场调查信息中提供的现场照片中不应含有管线的图纸

等设计文件。

3.数据不规范。供水管线一般为圆管，管径数据只在“管

径”一栏填写即可，“断面尺寸”一栏针对非圆形断面的输

水通道，一般情况无需在此处填报数据，但在数据的审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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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诸多在“断面尺寸”一栏填写数据的情况；

图 21 供水管线技术指标

根据数据填报要求，不同参数的两根并行输水管线或同

一净水厂不同结构形式的设施需要分开分别填报，但在数据

的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未按照此要求填报的情况，如个别

供水管线的填报数据中，两根并行的输水管线管径及管材不

一致，但未分开填报，仅在备注中标明，又如个别净水厂不

同结构形式的构筑物（工艺设施）也未单独填报。

供水管线的数据填报中，配水管线原则上只填报配水干

管的数据，入户管的信息无需收集填报，但在数据的审查过

程中，发现多例将入户管一并填报的情况，原则上无需填报，

同时注意不能拿小市政管线凑数。

图 22 供水管线技术指标



32

供水管线数据填报中，管线技术指标中管材一栏填报的

信息为管道的材料名称，但在数据审查过程中，发现个别管

材的填报不规范（填报为“长江引水管”、“（正）三通”）。

图 23 供水管线技术指标

4.数据不准确。很多管线数据，卫星影像底图和提供的

照片显示，该供水管线穿越河道，应在沿线灾害隐患选项中

勾选“河道”，并提供现场照片，但信息填报为“无明显异

常”，且未提供现场实际隐患照片。

图 24 供水管线管理信息

输水管线的信息填报中，技术指标里面的管道根数应填

报为 1 或 2，代表所调查的输水管线设计为 1 条还是并行的

2 条，实际填报中管道根数未按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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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供水管线技术指标

供水管线的数据填报中，未分清输水管线与配水管线的

概念和区别，误将配水管线数据当作输水管线数据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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