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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地震灾害遥感评估》系列标准中的一项。该系列标准结构及名称预计如下：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地震地质灾害；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建筑物破坏；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公路震害；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铁路系统震害；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重点目标破坏；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地震极灾区范围；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地震烈度；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产品产出技术要求；

．．．．．．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窦爱霞、王晓青、王龙、袁小祥、张景发、单新建。

　　重要提示：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将意见建议发送至犱犻犫犻犪狅狑犲犻＠１２６．犮狅犿并抄送

犫犻犪狅狕犺狌狀＠犮犲犪．犵狅狏．犮狀，或寄送至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地址：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

５号，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１），并注明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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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快速准确地判定地震灾害类型、受灾程度和范围是地震应急救援指挥与行

动的重要基础。遥感技术具有全天时、全天候、不受地震灾区地震破坏影响的特点，因此，在震后地震应

急救援中能够全面宏观地快速获取地震灾区灾情信息。地震灾害种类多、分布广，不同类型灾害信息提

取、评估的对象、方法有明显差别，难以采用单一标准进行规定。为协调、有序、高效和准确地提取与评

估主要类型的地震灾害，需要对遥感评估的方法、指标、步骤与成果形式等进行统一规范，特制定《地震

灾害遥感评估》系列标准。

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是地震极灾区范围评估、地震烈度评估、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重要依

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使得建筑物的破坏细节信息能够更清晰表达。本项标准是在总结国内外多次地

震星载、机载（含无人机）光学和雷达遥感影像上建筑物及其受损程度的光谱、几何和纹理特征基础上，

参考ＧＢ／Ｔ２４３３５—２００９《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根据遥感可判读性及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

与提取的相关技术成果与实际应用经验制定的。ＧＢ／Ｔ２４３３５—２００９基于现场调查的建筑物承重构件

和非承重构件的破坏程度，将建筑物破坏等级划分为基本完好、轻微破坏、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和毁坏五

个等级。本标准根据遥感影像建筑物破坏特征，分别按单体、群体建筑物划分破坏类别。由于遥感影像

不能直接可见建筑物承重构件及其破坏程度与数量，因此，本标准中的破坏类别不能完全与

ＧＢ／Ｔ２４３３５—２００９中的破坏等级对应，其中，大多数情况下，单体建筑物“未倒塌”对应“基本完好”“轻

微破坏”或“中等破坏”，“局部倒塌”对应“毁坏”或“严重破坏”，“倒塌”对应“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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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建筑物破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遥感的建筑物震害评估内容、方法及成果表达。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遥感开展建筑物破坏评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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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４９５０—２００９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ＧＢ１７７４０　地震震级的规定

ＧＢ／Ｔ１８２０７（所有部分）　防震减灾术语

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２０１１　地震现场工作　第４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ＧＢ／Ｔ２４３３５—２００９　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ＤＢ／Ｔ８０—２０１８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产品产出技术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４９５０—２００９、ＧＢ／Ｔ１８２０７（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单体建筑物　狊犻狀犵犾犲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每一个独立的建筑物。

３．２

群体建筑物　犵狉狅狌狆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狊

某个区域内相邻的、空间组织上紧密联系的若干建筑物。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震级和量级的使用规定

４．１．１　利用遥感评估建筑物破坏，应使用ＧＢ１７７４０规定的震级犕。

４．１．２　数量词采用密集、稀疏、绝大多数、大多数、多数、少数、个别，对应数量范围采用如下搭接方式

界定：

ａ）　“密集”为４０％ 以上；

ｂ）　“稀疏”为１０％～４５％；

ｃ）　“绝大多数”为８０％ 以上；

ｄ）　“大多数”为６０％～９０％；

ｅ）　“多数”为４０％～７０％；

ｆ）　“少数”为１０％～４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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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个别”为１０％ 以下。

注：采用搭接方式是为了实现鲁棒性，即避免因为指标的细小变化造成结果归类的显著不同。

４．２　评估步骤

建筑物破坏遥感评估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ａ）　地震灾区遥感影像收集与处理；

ｂ）　建筑物破坏评估；

ｃ）　评估结果的评价与修正。

４．３　建筑物类型

４．３．１　单体建筑物类型

综合考虑建筑物抗震能力和遥感可判读性，单体建筑物划分为下列类型：

ａ）　高层建筑物：８层（含）以上钢框架结构、钢框架—支撑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

框架—剪力墙结构和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等建筑物；

ｂ）　多层建筑物：３层～７层砌体结构、框架结构、底部框架和内框架结构等建筑物；

ｃ）　低矮建筑物：１层～２层砌体结构、砖木结构、土木结构、木结构和土石结构等建筑物；

ｄ）　工业厂房：钢结构、钢筋混凝土柱排架结构和砖柱排架结构厂房等；

ｅ）　大型空旷房屋：大型排架结构房屋或空旷房屋。如大型体育场馆、剧院、俱乐部、礼堂等；

ｆ）　其他房屋：简易房屋，含土窑洞、简易石墙承重房等。

４．３．２　群体建筑物主要类型

４．３．２．１　群体建筑物破坏提取单元宜选取街区、自然村等自然状态分布的区域。

４．３．２．２　群体建筑物的主要类型以提取单元内栋数或面积最多的同一类单体建筑物类型来表示。

４．４　建筑物破坏类别

４．４．１　单体建筑物根据受损程度及其遥感特征表现，划分为下列３种破坏类别：

ａ）　倒塌；

ｂ）　局部倒塌；

ｃ）　未倒塌。

４．４．２　当单体建筑物较轻微破坏遥感可识别时，其未倒塌类别可进一步细分为：

ａ）　未倒塌（有明显破坏标志）；

ｂ）　未倒塌（无明显破坏标志）。

４．４．３　群体建筑物根据受损程度及其遥感特征表现，划分为下列３种破坏类别：

ａ）　密集倒塌；

ｂ）　稀疏倒塌；

ｃ）　无倒塌。

４．４．４　当群体建筑物较详细破坏情况遥感可识别时，其破坏类别可进一步细分。其中，密集倒塌类别

细分为：

ａ）　绝大多数倒塌；

ｂ）　大多数倒塌；

ｃ）　多数倒塌。

稀疏倒塌类别细分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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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少数倒塌；

ｂ）　个别倒塌。

５　遥感影像收集与处理

５．１　遥感影像收集

５．１．１　震后收集的机载（含无人机）或星载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应覆盖地震灾区可能存在建筑物破

坏的范围。

５．１．２　遥感影像应包括影像数据文件和影像数据说明文件，影像数据文件格式应满足通用遥感图像处

理软件的要求。

５．１．３　遥感影像应包括下列说明信息：

ａ）　数据源名称；

ｂ）　传感器类型；

ｃ）　数据获取时间；

ｄ）　波段信息；

ｅ）　空间分辨率；

ｆ）　数据格式；

ｇ）　覆盖范围；

ｈ）　相机参数、卫星轨道参数（或飞机飞控参数）。

５．１．４　遥感影像应完成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处理。

５．２　分辨率要求

５．２．１　收集用于建筑物破坏解译的遥感影像时，应综合考虑地震强度、单体建筑物或群体建筑物破坏

解译方式、可用遥感影像等因素，按照表１确定其最低空间分辨率。

表１　建筑物破坏目视解译遥感影像最低分辨率要求

地震震级

分辨率

ｍ

单体建筑物 群体建筑物（破坏未细分） 群体建筑物（破坏细分）

大于或等于８．０ ０．５ ５．０ １．０

７．０～７．９ ０．３ ２．０ ０．６

６．０～６．９ ０．２ １．０ ０．４

５．２．２　应用遥感影像自动或半自动识别建筑物破坏类别时，可按照表１确定遥感影像分辨率或者适当

降低分辨率。

５．３　遥感影像处理

５．３．１　处理范围

５．３．１．１　应根据地震震级大小确定遥感影像处理范围，其要求如下：

ａ）　犕≥８．０级地震，应优先处理以震中为中心，半径为１００ｋｍ～２４０ｋｍ范围内的全部县级及以

上城市和部分接近震中区的乡镇级驻地影像；

ｂ）　７．０级≤犕＜８．０级地震，应优先处理以震中为中心，半径为５０ｋｍ～１２０ｋｍ范围内的全部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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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及以上城市和部分接近震中区的乡镇级驻地影像；

ｃ）　６．０级≤犕＜７．０级地震，应优先处理以震中为中心，半径为２５ｋｍ～６０ｋｍ范围内的全部乡镇

级及以上驻地和部分村落影像。

５．３．１．２　可有效判定地震发震构造位置及方向时，垂直于地震构造走向的数据处理范围可取５．３．１．１规

定范围的１／２。

５．３．１．３　可确定严重受灾区域的准确范围时，应优先处理该范围居民地的遥感影像。居民地按照

５．３．１．１的规定进行选择。

５．３．２　处理要求

５．３．２．１　应用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或正射遥感影像，或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作为参照，对遥感影像进行几

何精校正和正射校正。

５．３．２．２　具有地震灾区多时相遥感影像时，应以某一时相影像为基准，将其他时相影像进行配准。

５．３．２．３　应根据需要，对遥感影像进行重采样、影像镶嵌、融合等处理。

５．３．２．４　应根据待识别的建筑物遥感影像特征，选取一种或多种光谱增强和空间增强方法对遥感影像

进行处理。

５．３．２．５　应根据破坏判别与应用的不同需求，对影像进行压缩、目标区域子图像抽取等处理，减少数据

总量，提高图像传输、预处理、灾情信息提取和成果制图的时效性。

６　解译标志

６．１　建筑物类型遥感解译标志

建筑物类型遥感解译标志包括遥感影像显示的建筑物尺度规模、几何形状、阴影长度、屋面纹理和

颜色等影像特征，其特征描述见表２。

表２　建筑物类型遥感解译标志

序号 建筑物类型 解译标志

１ 高层建筑物
　建筑物空间尺度较大，几何形状规整，结构单元多对称而连续；阴影较大；屋面纹理

均匀，四周边缘清晰

２ 多层建筑物
　建筑物空间尺度适中，几何形状多表现为矩形、“Ｌ”形等，边缘规则；阴影清晰；屋面

纹理色调均匀，整体纹理较为一致

３ 低矮建筑物
　建筑物较低矮，空间尺度较小，多表现为“一”形、“Ｔ”形、“Ｕ”形等；边缘平滑；沿建筑

物边缘分布较小阴影，面积较小；屋顶以平顶、人字型为主，屋面色调、纹理均匀

４ 工业厂房
　空间尺度较大，具备一定高度，几何形状规则，一般为狭长矩形，屋面为平面或拱形；

阴影较长；屋面色调、纹理均匀

５ 大型空旷房屋 　空间尺度较大，多为圆形、拱形或其他不规则形状，高度较高；屋面色调、纹理均匀

６ 其他房屋 　空间尺度很小，宽度较一般房屋窄，形状多样；屋面多为平面、斜面

６．２　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

６．２．１　单体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

单体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包括单体建筑物在遥感影像上的几何形状、空间布局、阴影、色调、建

筑物周边堆积物等影像特征，其特征描述见表３。遥感影像分辨率较高时，单体建筑物未倒塌细分类别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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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感解译标志见表４。

表３　单体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

破坏类别 破坏特征 解译标志

倒塌

　整栋完全倒塌，或屋盖完全垮

塌，或主体结构５０％ 以上垮塌、

整体扭曲、变形或倾斜

　完全倒塌建筑物影像上呈现出无明显的轮廓和阴影，呈不规则

废墟分布，纹理杂乱无章，呈斑点或颗粒状；一般情况下，倒塌后

的建筑物和周围其他建筑物、树木、道路的亮度呈现明显差异。

　屋盖完全垮塌建筑物影像上呈现出轮廓完整，建筑物内部纹理

粗糙，灰度不均匀；建筑物未倒塌的部分周围分布高度不规则的

阴影等异常特征。

　主体结构大部分垮塌建筑物影像上呈现出垮塌部分轮廓边缘

多数消失，阴影部分消失或高度不一，建筑物垮塌处边缘不规则，

并有斑点状废墟分布于周围；未倒塌的部分保持有清晰轮廓和规

则几何形状。

　整体扭曲、变形或倾斜建筑物，呈现轮廓不规则，几何形状不对

称，边缘变形，阴影高度变化不规则等影像特征

局部倒塌

　建筑物部分垮塌，或屋盖局部

破坏，或 围 护 墙 破 坏、１０％ ～

５０％变形

　局部倒塌建筑物影像上呈现出建筑物几何形状不完整，局部轮

廓边缘缺失，一般缺失边缘附近分布色调、纹理不均匀的异常

特征。

　屋盖局部破坏建筑物影像上色调、纹理局部分布不均匀，有明

显的异常块状斑点。

　建筑物局部承重墙倒塌一般导致屋顶下陷，屋顶边缘线直线状

态发生变化，几何形状不规则，色调有局部不均匀变化，倒塌处下

方及周边地面有异常斑点分布

未倒塌
　建筑物结构完整，主体结构未

倒塌和局部破坏

　影像上建筑物轮廓基本完整，几何形状规则，阴影高度无变化

或中断，建筑物四周无色调异常斑点。屋盖纹理、色调均匀，过渡

自然

表４　单体建筑物未倒塌细分类别遥感解译标志

破坏类别 破坏特征 解译标志

未倒塌（有

明显破坏标志）

　建筑物结构完整，主体结构未

倒塌，屋顶有落瓦、塌陷，屋脊局

部损坏，女儿墙倒塌

　影像上建筑物轮廓完整，边缘清晰，几何形状规则，阴影高度无

明显变化或中断，建筑物四周无色调异常斑点。

　屋盖有明显的局部损坏、陷落现象，表现为屋面局部纹理不均

匀、有明显的色调异常斑块，或屋脊线扭曲变形等异常特征

未倒塌（无

明显破坏标志）

　建筑物结构完整，未倒塌，屋

盖和围护墙无明显的破坏

　影像上建筑物轮廓完整，边缘清晰，几何形状规则，阴影高度无

明显变化或中断，建筑物四周无色调异常斑点。屋盖无明显损

坏、陷落现象，纹理、色调均匀，过渡自然

６．２．２　群体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

群体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包括遥感影像上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总体布局、倒塌和未倒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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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空间分布特征等，其特征描述见表５。遥感影像分辨率较高时，群体建筑物密集和稀疏倒塌细分类

别的遥感解译标志见表６。

表５　群体建筑物破坏遥感解译标志

破坏类别 破坏特征 解译标志

密集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多数建筑物倒塌或局部

倒塌，未倒塌的建筑物绝大多数有明显破

坏，少数未见明显破坏

　布局结构不规则；纹理模糊、粗糙，颗粒感明显，有

很多不规则的图斑分布；与震前影像比较，整体差异

较大

稀疏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个别倒塌，少数局

部倒塌，未倒塌的建筑物多数有明显破坏，

少数未见明显破坏

　能显示出建筑物总体空间布局，局部格局紊乱；纹

理粗糙、色调异常，较震前影像比较，局部有明显差异

无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无倒塌建筑物，未倒塌的

建筑物个别有明显破坏，绝大多数建筑未见

明显破坏

　建筑物空间布局规则；纹理、色调均匀；较震前影像

比较，无明显异常分布

表６　群体建筑物密集倒塌和稀疏倒塌细分遥感解译标志

破坏类别 破坏特征 解译标志

绝大多数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绝大

多数倒塌或局部倒塌，个别未

倒塌

　影像上表现为倒塌建筑物连接成片，可见直立的个别未

倒塌建筑物，无法计算建筑物栋数，布局完全破坏，已完全

不能分辨原有建筑物的形态和位置。成片倒塌建筑物形

成影像区域色调不均匀，纹理粗糙模糊；个别未倒塌建筑

物能够分辨出建筑物轮廓和均匀光谱信息

大多数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大多

数倒塌或局部倒塌，少数未倒塌

　影像上表现为大多数建筑物倒塌，局部可计算建筑物栋

数，可推算总栋数，影像呈现出区域内建筑物总体布局被

破坏。大量瓦砾分布形成影像色调不均匀，纹理粗糙，颗

粒感明显，有很多形状不规则的图斑分布。可以看到少数

轮廓完整的未倒塌建筑物分布，形成小范围连续、集中的

区域

多数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多数

倒塌或局部倒塌，未倒塌的建筑

物绝大多数有明显破坏，少数未

见明显破坏

　影像上能显示出建筑物总体布局，局部格局紊乱，尚能

计算建筑物栋数，倒塌瓦砾堆积较多，能见到部分未倒塌

的建筑物。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分布在未倒塌建筑物之间，

或者连接成较小的一片，使连续的未倒塌建筑物影像形成

间断；倒塌建筑物形状不规则，色调、纹理不均匀，与未倒

塌建筑物形成对比

少数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少数

倒塌或局部倒塌，未倒塌的建筑

物多数有明显破坏，少数未见明

显破坏

　影像上能显示出总体布局，少数倒塌废墟堆积展布，能

较准确计算建筑物栋数，能见到大多数未倒塌建筑物。多

数建筑物轮廓规则，排列规则建筑物间分布少量色调、纹

理异常斑点

个别倒塌

　破坏提取单元内建筑物个别

倒塌，少数局部倒塌，未倒塌的

建筑物少数有明显破坏，大多数

未见明显破坏

　影像上表现为总体布局完整，仅见到零星色调、纹理异

常区域，能准确计算出建筑物栋数；绝大多数建筑物呈现

直立景观，几何形状规则，排列整齐，轮廓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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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建筑物破坏评估方法

７．１　目视解译

７．１．１　评估单体建筑物破坏类别时，应对照遥感影像逐栋画出建筑物轮廓或标出中心点，估算建筑物

占地面积，依据６．１规定的解译标志确定建筑物类型，依据６．２．１规定的解译标志确定建筑物破坏类别，

并将解译的建筑物占地面积、类型和破坏类别填写到表Ａ．１中。

７．１．２　评估群体建筑物破坏类别时，应对照遥感影像画出群体建筑物边界或标出中心点，依据４．３．２和

６．１的规定确定破坏提取单元的主要建筑物类型，依据６．２．２规定的解译标志确定破坏提取单元的建筑

物破坏类别，并将解译的主要建筑物类型和破坏类别填写到表Ａ．２中。

７．２　自动或半自动提取

７．２．１　当同时收集到震前、震后遥感影像时，应采用变化检测方法；只有震后遥感影像时应采用监督或

非监督分类、面向对象分类等方法。

７．２．２　应识别建筑物空间位置，估算建筑物占地面积，判定建筑物类型和破坏类别。单体建筑物破坏

评估结果按表Ａ．１填写，群体建筑物破坏评估结果按表Ａ．２填写。

７．２．３　提取方法所需分类样本的选取应遵循第６章解译标志的规定。

８　结果评价与修正

８．１　评估结果的评价与修正

采用自动或半自动识别方法提取的单体或群体破坏结果，以及快速目视解译的群体建筑物破坏结

果，应采用建筑物破坏地震现场调查资料或局部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目视解译结果，进行精度评价与

修正。

８．２　地震现场调查与结果修正

８．２．１　应按照建筑物类型及其破坏类别的遥感解译结果，选取地震灾区部分区域，开展地震现场建筑

物破坏调查。

８．２．２　地震现场调查内容应包括建筑物结构类型、建筑面积、层数、建成年代、用途、破坏等级等，按照

表Ｂ．１填写调查表，并拍摄典型破坏照片。

８．２．３　地震现场调查的建筑物结构类型应按照ＧＢ／Ｔ１８２０８．４—２０１１中４．３．１的规定，分为钢结构、钢

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砖木结构、土木石结构、工业厂房、公共空旷房屋。

８．２．４　地震现场调查的建筑物破坏等级应按照ＧＢ／Ｔ２４３３５—２００９中３．４的规定，分为毁坏、严重破

坏、中等破坏、轻微破坏和基本完好５类。

８．２．５　应根据地震现场调查结果，对遥感解译的建筑物类型和破坏类别进行精度评价与修正。

９　结果表述

９．１　建筑物破坏评估结果应包括建筑物类型、破坏类别、楼层数、占地面积等主要属性信息。

９．２　建筑物破坏评估结果应采用下列形式表达：

ａ）　单体建筑物破坏评估结果应以点状或面状矢量地理空间数据表达；

ｂ）　群体建筑物破坏评估结果应以破坏提取单元的中心点或面状矢量地理空间数据表达。

９．３　建筑物破坏评估结果的数据格式应满足ＤＢ／Ｔ８０—２０１８图件制作和报告编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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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建筑物破坏类别遥感解译结果

　　单体建筑物破坏类别遥感解译结果按表Ａ．１填写，群体震害等级解译结果按表Ａ．２填写。

表犃．１　单体建筑物破坏类别遥感解译结果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物类型 楼层数 破坏类别
占地面积

ｍ２
破坏特征描述 解译人 解译日期

　　建筑物类型见４．３．１。

破坏类别见４．４．１和４．４．２。

表犃．２　群体建筑物破坏类别遥感解译结果

序号 地点名称 主要建筑物类型 平均楼层数 破坏类别 破坏特征描述 解译人 解译日期

　　主要建筑物类型见４．３．２。

破坏类别见４．４．３和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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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地震现场建筑物破坏调查结果

　　地震现场建筑物破坏调查结果应按表Ｂ．１填写。

表犅．１　地震现场单体建筑物破坏调查表

序号 结构类型 楼层数
建筑面积

ｍ２
建筑年代

破坏类别

遥感解译 地面调查
地震烈度 用途

图幅号 调查人 调查日期

　　结构类型：１—钢结构，２—钢筋混凝土结构，３—砌体结构，４—砖木结构，５—土木石结构，６—工业厂房，７—公共空

旷房屋，８—其他。

遥感解译破坏类别见４．４．１和４．４．２。

地面调查破坏等级：１—毁坏，２—严重破坏，３—中等破坏，４—轻微破坏，５—基本完好。

地震烈度：Ⅵ（６度）、Ⅶ（７度）、Ⅷ（８度）、Ⅸ（９度）、Ⅹ（１０度）、Ⅺ（１１度）、Ⅻ（１２度）。

用途：１—农村住宅，２—城市住宅，３—教育系统用房，４—卫生系统用房，５—交通系统用房，６—商业用房，７—商住

用房，８—政府机关用房，９—其他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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