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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科学指导和规范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作，满足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需求，确保文物和人员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山西省文物保护实施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红色

文化遗址（省级、市级、县级）等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 

1.0.3 各级红色文化遗址在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时可参考相

应类型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方法。 

1.0.4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边界线及

空间形态控制指标和要求，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作为实施

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的重要依据。 

1.0.5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的划定，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1.0.6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需要划定保护区划的，

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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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 文物保护单位 

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 保护区划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总称。 

2.0.3 保护范围 

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应

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

情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

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0.4 建设控制地带 

指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

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

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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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划定原则 

3.0.1 真实性与完整性原则 

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

工作方针，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文物保护与合理利

用的关系，促进文物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使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

境得到有效保护，真实完整地传承遗产价值。 

3.0.2 安全性原则 

在考虑保护范围的大小、深度、高低时，必须以文物本体的安全

性、完整性为主导划定保护范围。若不可避免将有可能从不同方面(视

觉、空气污染、震害、水害、火灾、空间、地下等)给文物造成危害

与威胁的构筑物划入保护范围内的，均应向所有部门或个人提出迁移

到保护范围之外建议。在划定保护范围时，要留出消防通道。 

3.0.3 有利于科学研究与观瞻 

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使文物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所以在划定保护区划时，一定要尽可能的考虑到科学研究和人们

观瞻的需要。 

3.0.4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 

划定保护区划，要根据各地、各类文物本身及所处地理位置的不

同而定，不能千篇一律。如城乡之别，类型之别等，都应视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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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 

在文物保护范围划定时，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建设需要，对划

定范围、周边建筑控制等要求要与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衔接，尤其对于

划定前已有建筑物等，要充分考虑涉及的拆迁、安置等问题，合理确

定划定范围及边界。 

3.0.5 区划边界的简明、可操作性原则 

划定保护区划边界时应充分利用河流、山川、交通基础设施等自

然地理和地物边界，形态尽可能完整，便于识别、便于管理。边界线

段数量少、线段简化为直线为最佳。 

3.0.6 与不同管理部门相关区划、地方相关区划的有机衔接原则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区划与管理规定涉及城市空间管制或城乡

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相关的规划要求，应充分协商。 

同时拥有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

街区等保护身份的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分布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

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和自然与文化遗产中的文物保护单

位，在各类区划范围重叠的情况下应首先满足文物保护范围管理规

定，建设控制地带则应选择保护力度最强的控制要求。 

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时，要积极与自然资源规划部

门联系与合作，得到互相支持，各级政府批准的保护区划应当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之中，得到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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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划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 10 月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

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20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修订）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06） 

《山西省文物局关于划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的通知》晋文物函〔2017〕442 号 

《山西省文物局关于尽快划定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晋文物函〔2019〕460 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山西省历代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

制地带的通知》晋政函〔2016〕122 号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2004）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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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2019 年 10 月 1 日） 

《国土资源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加快使用 2000 国家大

地坐标系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30 号）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图规范（试行）》（2021） 

《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2021 年 3 月修订）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信息采集标准》（201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8-2007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GBT 6962-2005）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Z3003-2010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3004-2010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CH/T9008-2010 

《土地勘测定界规程》TD/T1008-2007 

《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范》

（2017 年 5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能源局、

国家铁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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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划定流程 

5.1 机构和人员构成 

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必

须依靠当地人民政府，制定工作方案，组织专门队伍，有序推进划定

工作。 

5.1.1 机构 

由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组织具备文物保护（规划）专业资质（资

格）的单位（或个人）、专业地形测量单位、自然资源管理技术

单位组成保护区划划定队伍。 

5.1.2 人员构成 

相应文物保护专业的专家不少于一名（考古专业专家、文物

建筑专业专家、红色文化研究专家、革命文物研究专家）； 

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一名； 

当地文物管理技术人员不少于一名； 

当地自然资源管理技术人员不少于一名； 

当地城乡建设管理单位及技术人员不少于一名； 

测量专业人员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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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本工作流程 

5.2.1 文物本体调研 

全面调查、研究，梳理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沿革，厘清文物清

单及其位置、分布，绘制调查图。 

5.2.2 周边环境调研 

全面调查和研究，理清文物周边环境范围和变化，绘制调查

图。 

5.2.3 地形图测量 

专业测绘单位完成（专题图）测量。 

5.2.4 划定区划 

由区划组划定保护区划，制定管理规定，绘制保护区划图。 

5.2.5 与相关区域规划、区划等衔接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应与其他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及用地相衔接。将区划边界与各类规划、区划

空间边界及土地利用现状相衔接，综合分析开发建设与文物保护

的关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合理确定保护边界，提高保护

区划划定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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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验收报批 

当地人民政府协调各相关部门共同验收，并报相应管理部门

批准。 

 

 

保护区划划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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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果要求 

6.1 文字 

6.1.1 文字表述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边界应清楚地描述其起始位置和四

至范围，占地面积，并给出界址点坐标。 

6.1.2 管理规定 

保护范围内的管理规定依据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出要

求。 

涉及城镇建设用地的建设控制地带应提出详细的建设控制要求，

包括建筑物的体量、高度、色彩、造型等，必要时应提出建筑密度、

适建项目、视廊分析等要求。 

6.1.2 界址点坐标 

界址点编号宜以保护范围边界西北角为起始点，顺时针标注。界

址点坐标应为大地 2000 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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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图纸 

6.2.1 图纸名称 

图纸名称为“文物保护单位名称+保护区划范围图”，图名宜位于图

廓外上方。 

6.2.2 空间参照系统和比例尺 

6.2.2.1 正式图件的平面坐标系统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2000）”， 高程基准面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统一采

用经纬度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 6 位。投影系统采用“高斯—克吕

格”投影，分带采用“国家标准分带”。  

6.2.2.2 根据文物分布范围、保护区划范围的大小，图纸比例应一般

为 1:200、1:500、1:1000。如区划面积过大或过小，可适当调整。 

6.2.3 图件种类 

6.2.3.1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图件包括调查型图件、管控型

图件二类。此外，各地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其他图件示意型图件。 

6. 2.3.2 调查型图件一般包含以下内容并可进行叠加：文物清

单及分布状况、历史格局范围示意、文物保护单位及保护区划现

状边界线、地籍界线、周边国土空间其他控制线及用地现状。 

6. 2.3.3 管控型图件即保护区划成果图纸，应包含以下内容：

文物保护单位符号（分级）、围墙、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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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界址点点号、界址点坐标列表及保护区划文字表述。 

6.2.4 注记 

6.2.4.1 主要注记内容： 1）市（地）、县（区）、乡（镇）、

村政府驻地名称。 2）铁路站场、民用机场、港口码头、公路与

铁路（及其不同方向的通达地名）名称。 3）重大水利设施名称。 

4）河流、湖泊、水库、干渠、海域的名称。 5）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自然公园的名称。 6）其他重要地物名称。  

6.2.4.2 同一图形文件内注记文字，汉字优先采用宋体，英文

和数字优先采用 Times New Roman。 

6.2.4.3 不同图形文件内同类型注记的字体、大小应保持一

致。  

6.2.5 图幅配置 

6.2.5.1  保护区划图幅配置内容包括：图名、图廓、指北针

与风玫瑰图、比例尺、图例、署名和制图日期。  

6.2.5.2 图名。图名宜位于图廓外上方，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名

称、主题名称。 

6.2.5.3 图廓。图廓由外图廓和内图廓构成，外图廓用粗实线

绘制，内图廓用细实线绘制。 

6.2.5.4 指北针与风玫瑰图。指北针与风玫瑰图可绘制在图幅

内右上角或左上角，有风向资料的地区采用 16 方向或 8 方向风



 

 

13 

 

向玫瑰图，其他地区采用指北针式样。  

6.2.5.5  比例尺。比例尺可选用直线比例尺，比例尺总长度

宜为图廓宽度的 1/10。 

6.2.5.6  图例。图例由图形（线条、色块或符号）和文字构

成， 宜绘制在图廓下方。  

6.2.5.7  署名和制图日期。图件应署参加单位（或人员）的

名称和日期，注于图廓外左下角或右下角。 

 6.2.6 其他要求 

6.2.6.1 保护区划图纸成果含纸质版与电子版。应采用传统等

高线地形图（dwg 文件格式）和最新的正射影像数字地图（栅格

图采用 gif+tfw 文件格式），同时分别表达。 

6.2.6.2 必须清楚地反映文物清单中文物本体的大小、名称、

位置、范围。 

6.2.6.3 文字表述保护区划四至边界、坐标、面积。文物建筑

类的面积单位采用平方米，古遗址、古墓葬的面积单位采用公顷，

精度到小数点后两位。 

6.2.6.4.当文物本体分布面积较小，保护区划较大时，可分为

索引或两张图纸表示。第一张表达保护范围和文物本体分布，第

二张表达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6.2.6.5 区划边界线特点：每条边界线应尽可能简化、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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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越违章建筑、建筑质量较差或建筑年限到期的建筑。 

6.2.6.6.在利用山脊、沟壑边缘等自然线划定边界线时，应适

当简化便于设定界桩。目的是便于实地寻找控制点、划线、设置

界桩等，可操作性强。 

6.2.6.7 不得利用等高线设定为区划边界线。 

 6.2.7 图件色彩和符号表达 

6.2.7.1 保护区划各类控制线配色及表达指引参见附录 A。 

6.2.7.2 文物保护单位符号及分级配色参建附录 B。 

6.2.7.3 图纸中其他专题符号及配色参见《市级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制图规范（试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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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物保护单位与周边环境分类 

7.0.1 文物保护单位类型 

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物属性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

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共五大类型。 

红色文化遗址和革命文物按其文物类型及特点分别参考相应的

上述五大类型。如： 

烈士墓可参考独立古墓葬的区划划定； 

烈士陵园可参考古墓葬群的区划划定； 

纪念碑可参考塔类建筑的区划划定； 

重大战役、重要战斗的遗址可参考古战场遗址的区划划定； 

故居与革命机构驻地可参考单体民居院落与建筑群的区划划定；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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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按照上述五大类型的平面分布形态划分为下列类型： 

文物属性类型 
类型

符号 
说明 

古（近

现代）

遗址、 

古（近

现代）

墓葬、 

洞穴址、独立墓葬 

R1 

点状，但与山形、山貌紧密相

关 

 

窑址、窑藏址 

建筑遗址、祭祀遗址 

聚落址 

R2 

文物分布呈片状，较为密集、

紧凑。 

如：平型关战役遗址、长平之

战遗址、烈士陵园 

矿冶遗址 

战场、墓群 

重大战役、重要战斗

的遗址 

古城址 R3 
文物分布呈矩形或多边形线性

闭合状。如：禹王城遗址 

驿站古道遗址 

R4 

文物分布呈带状。 

烽火台、营堡、长城与山势山

形相关 

军事设施遗址 

桥梁码头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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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属性类型 
类型

符号 
说明 

水利设施遗址 与河流相关 

古建

筑、 

石窟寺

及石

刻、 

城垣、城楼 B1 
呈规则矩形或多边形线性闭合

状。 

单体建筑、 B2 

牌坊、影壁、钟鼓楼和仅剩一

个独立建筑、名人（烈士）故

居 

院落组成建筑、石窟

寺 
B3 

由院落形式组成的文物保护单

位 

建筑群 B4 

相邻或距离较近建筑群组、 

处于一个村落或一个街区的两

个独立文物保护单位 

古塔、纪念碑 B5 
独立古塔和仅剩一个独立古

塔， 

古桥 B6 与河流密切相关，呈带状 

摩崖石刻、岩画 B7 与山形、山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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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属性类型 
类型

符号 
说明 

近现代

重要史

迹及代

表性建

筑、红

色文化

遗址 

1.重要机构、重要会议、重

要事件、重大战役、重要战

斗的遗址或者旧址 

2. 重要人物和具有重要影

响的烈士的故居、旧居、活

动地、墓地; 

3. 烈士陵园和纪念堂馆、

纪念碑亭、纪念雕塑、纪念

塔祠等纪念设施； 

4.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其他遗址、旧址和纪念设施

等。 

根据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红色文化遗址的平面分

布类型和文物环境并入上述相

应的古建筑和古遗址、古墓葬

类型中。 

7.0.2 周边环境分类 

7.0.2.1 城市环境 

城市环境是指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城市建成区、周边已存有较多三

层以上建筑、建筑密度大、街区分明等，地上元素较多、复杂的景观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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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2 乡村环境 

乡村环境是指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乡村建成区，周边环境基本保持

与文物历史环境相近的建筑或构筑物，建筑密度小、层高低的景观条

件。 

7.0.2.3 田野环境 

田野环境是指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田野，周边环境几乎没有现代人

工构筑物或现代人为损伤地貌痕迹的景观条件。 

 

8.划定基本方法 

8.0.1 地理环境划定法 

在划定保护区划时，依据该文化遗存所处区域的地理环境，以其

外边界的走向为路径，结合河流水系、道路、地形地貌等地理特征综

合进行划定。 

一般适用于文化遗存分布范围及周边环境地理特征明确、可识别

的文物保护单位。 

8.0.2 水平投影划定法 

水平投影划定法是指在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时，可从文

物本体分布范围的四至边界向周围水平延伸一定距离作为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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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延伸距离至少不得小于遗存本体的高度。 

水平投影划定法一般适用于文物分布范围与城市发展用地存在

叠合，地理特征不明确、无法识别且文化遗存规模相对较小，文化遗

存主体裸露于地表以上，有明确的、可识别界限的文物保护单位，如

城墙、古建筑等。 

8.0.3 安全距离划定法 

安全距离划定法是指在划定保护范围时，充分考虑文物保护应急

预案有效实施的需要，保护范围自文化遗存本体分布范围四至边界向

外水平延伸一定的安全距离。 

保护范围界限外扩文物本体的距离不得低于国家标准

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的消防车道标准，即安全距

离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 米，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

要求，同时，文物保护范围至少应有两处与其他车道相连通的出入口。

安全距离划定法适用于位于建成区，周边环境无法进行大规模调整的

文物保护单位。 

8.0.4 点面结合划定法 

点面结合划定法是指在对一定区域范围内存在两处以上空间、不

连续分布的文化遗存划定保护范围时，依据该区域文化遗存本体的考

古勘探、发掘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周边历史环境等信息，以各个成

片分布的文化遗存为保护对象，考虑全面布局，采取以点带面，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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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面，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护范围划定，为求全面反映文化遗存各

个方面的历史特征，是对地理环境划定法、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

离划定法等划定方法的综合运用。 

适用于规模较大、文物价值突出、由多个空间分布不连续的单体

文化遗存组成的大型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群、石窟寺等文物保护

单位。 

对于空间比较集中的同一文物保护单位，应成片划定保护范围；

对于由两个及以上分布区域组成的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的划定

应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多数情况下，应就组成该文物保护单位的各个

单体文物遗迹单独划定各自的保护范围，并根据各文物遗迹的类型及

特征制定不同的保护管理规定。 

8.0.5 城市界面高度控制法 

城市界面高度控制法是指划定建设控制地带时，在保证文物安全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文物周边建筑高度对文物本体的体形环境可能带

来的视觉及心理影响，通过研究建设控制地带距离（D）与文物空间

周边建筑高度（H）的合理比值 （D/H） 进行划定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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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分类划定 

9.1 遗址、墓葬区划（R1-R4 类型） 

9.1.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综合采用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地理环境划定法。 

9.1.1.1 保护范围：  

首先宜经过详细勘探、试掘和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尽可能掌

握地下遗迹的详尽情况；凡是重要的遗迹都应划入保护范围。 

1. 呈点状的洞穴址、独立墓葬、窑址、窑藏址、建筑遗址、祭

祀遗址（即表中所示的 R1 类型）等形式：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遗址四周预留最少 10 米安全距离，采用

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保护

范围四周边界。 

2. 呈片状分布的聚落址、矿冶遗址、战场、墓葬群（R2）等： 

应是以每个遗址单元为单位，沿遗址边缘向外最少 10 米的范围

为保护范围。如果在单元遗址周围探出陪葬坑等附属文物，亦应划入

保护范围。 

3. 呈矩形框状的古城遗址（R3）： 

当古城遗址城内面积小于 25 公顷时，建议将古城遗址所框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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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均纳入保护范围。 

当古城遗址城内面积大于 25 公顷时，其保护范围界限应在内外

侧遗址的基础上，预留最少 8 米的安全距离划定保护范围，外侧应包

含护城河遗址。 

4.呈带状分布的驿站古道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

水利设施遗址（R4）等： 

其保护范围界限应在内外侧遗址的基础上，预留最少 10 米的安

全距离划定保护范围。 

9.1.1.2 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以外 10-30 米，采用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道、建筑物的

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重要的名人墓葬，为了保护它的环境和气氛，建设控制地带要扩

宽到 30~50 米。 

墓葬群中每座墓葬保护范围外 20~30 米的地带及各墓间距较近

地带，均划为建设控制地带。 

9.1.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1.2.1 保护范围 

    首先必须经过详细勘探、试掘和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掌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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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遗迹的详尽情况，理清遗址分布范围，凡是重要的遗迹都应划入保

护范围。 

1. 呈点状的洞穴址、独立墓葬、窑址、窑藏址、建筑遗址、祭

祀遗址（即表中所示的 R1 类型）等形式：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遗址四周预留最少 10 米安全距离，采用

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保护

范围四周边界。 

2. 呈片状分布的聚落址、矿冶遗址、战场、墓葬群（R2）等： 

应是以每个遗址单元为单位，沿遗址边缘向外最少 20 米的范围

为保护范围。如果在单元遗址周围探出陪葬坑等附属文物，亦应划入

保护范围。采用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巷、围墙、沟坎等地物、地貌，

划定保护范围四周边界。 

3. 呈矩形框状的古城遗址（R3）： 

当古城遗址城内面积小于 50 公顷时，建议将古城遗址所框入的

面积均纳入保护范围。 

当古城遗址城内面积大于 50 公顷时，其保护范围界限应在内外

侧遗址的基础上，预留最少 10 米的安全距离划定保护范围，外侧应

包含护城河遗址。 

4.呈带状分布的驿站古道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

水利设施遗址（R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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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护范围界限应在内外侧遗址的基础上，预留最少 10 米的安

全距离划定保护范围。 

9.1.2.2 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保护范围以外 20-50 米，采用水平投影法

沿周边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周边沟坎等地物地貌，划定建设

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重要的名人墓葬，为了保护它的环境和气氛，建设控制地带要扩

宽到 100~300 米。 

墓葬群中每座墓葬保护范围外 30~50 米的地带及各墓间距较近

地带，均划为建设控制地带。 

9.1.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涉及地下矿藏的古遗址其地下保护范围为：以地上保护范围外围

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上地面垂直投影所含

范围划定。 

9.1.3.1 保护范围 

首先必须经过详细勘探、试掘和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掌握地

下遗迹的详尽情况，理清遗址分布范围，凡是重要的遗迹都应划入保

护范围。 

1. 呈点状的洞穴址、独立墓葬、窑址、窑藏址、建筑遗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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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遗址（即表中所示的 R1 类型）等形式：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遗址四周预留最少 50 米安全距离，采用

水平投影法沿沟坎、山脊线、冲沟等易寻找确定的地物地貌，划定保

护范围四周边界。 

2. 呈片状分布的聚落址、矿冶遗址、战场、墓葬群（R2）等： 

应是以每个遗址单元为单位，沿遗址边缘向外最少 50 米的范围

为保护范围。如果在单元遗址周围探出陪葬坑等附属文物，亦应划入

保护范围。采用水平投影法沿沟坎、山脊线、冲沟等易寻找确定的地

物地貌，划定保护范围四周边界。 

墓葬群中每座墓葬保护范围外 30~50 米的地带及各墓间距较近

地带，均划为保护范围。 

3. 呈矩形框状的古城遗址（R3）： 

当古城遗址城内面积小于 50 公顷时，建议将古城遗址所框入的

面积均纳入保护范围。 

当古城遗址城内面积大于 50 公顷时，其保护范围界限应在内外

侧遗址的基础上，预留最少 50 米的安全距离划定保护范围，外侧应

包含护城河遗址。 

4.呈带状分布的驿站古道遗址、军事设施遗址、桥梁码头遗址、

水利设施遗址（R4）等： 

其保护范围界限应在内外侧遗址的基础上，预留最少 50 米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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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距离划定保护范围。 

烽火台等带有明显视廊要求的线性遗址，应考虑沿其视廊通道划

定线性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大小应视地形、地貌特点划定，最小视廊

宽度不小于 50 米。 

历代长城的保护范围按照 2016 年 11 月 8 日公布的《山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公布山西省历代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及附

件《山西省历代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 

9.1.3.2 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保护范围以外 100-200 米，采用地理环境

划定法沿周边山脊、沟壑等地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呈带

状分布的驿站古道、烽火台遗址等其划定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也应呈

带状。 

重要的名人墓葬，为了保护它的环境和气氛，建设控制地带要扩

宽到 200~500 米。 

古城遗址城内的面积建议全部划入建设控制地带，城外则按保护

范围以外 100-200 米，采用地理环境划定法沿周边山脊、沟壑等地貌，

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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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城垣、城楼（B1 类型） 

9.2.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综合采用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2.1.1 保护范围：  

结合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保护范围四周

边界。内侧沿墙基向内扩最少 10 米，外侧建议外扩距离大于城墙、

城楼 1.2 倍原有高度，且最小距离应大于 8 米（10＜L≥1.2 倍城墙、

城楼高度，L 为文物本体边界至保护范围距离）。 

9.2.1.2 建设控制地带 

采用城市界面高度控制法、地理环境划定法。 

结合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四至边界必须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 

1. 城垣的保护范围边界至建设控制地带边界的距离 D≧20 米。 

2. 城楼的保护范围边界至建设控制地带边界的距离 D≧30 米 

3. 保护范围边界至建设控制地带边界的距离 D≧2H。 

其中：H 为最近高层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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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2.2.1 保护范围：  

结合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保护范围四周

边界。外侧沿墙基向外扩最少 20 米，内侧沿墙基向内扩最少 10 米。 

9.2.2.2 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村门楼、村墙走向分布形态，保护范围以外最少 50 米，采

用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周边沟坎等地物地

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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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单体建筑（B2 类型） 

综合采用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3.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3.1.1 保护范围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按其四周空间可控范

围划定，四至到文物本体的距离宜为其平面或立面最大尺度的 1-2倍，

但四至边界距离文物本体最小不得小于 4 米。 

仅剩一个独立建筑时的文物保护单位，其原院落中轴线方向应略

大，左右方向可略小。  

9.3.1.2 建设控制地带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到

保护范围边界距离亦为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1 倍左右，但建设控制

地带四至边界距保护范围四至边界最小不得小于 10 米。 

仅剩一个独立建筑时的文物保护单位，应通过调查与研究，必须

将原文物院落范围划定到建设控制地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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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3.2.1 保护范围 

沿街巷、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按其四周空间可控范

围划定，四至到文物本体的距离宜为其平面或立面最大尺度的 2-3倍，

但四至边界距离文物本体最小不得小于 4 米。 

仅剩一个独立建筑时的文物保护单位，应通过调查与研究，必须

将原文物院落范围划定到保护范围内。 

9.3.2.2 建设控制地带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到

保护范围边界距离亦为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1 倍左右，但建设控制

地带四至边界距离保护范围四至边界最小不得小于 20 米。 

9.3.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9.3.3.1 保护范围 

沿最近距离的自然沟坎、冲沟、山石等地物地貌，按其四周空间

可控范围划定，四至到文物本体的距离宜为其平面或立面最大尺度的

3-5 倍，但四至边界距离文物本体最小不得小于 4 米。 

涉及地下矿藏的单体建筑其保护范围应加入在上述划定的保护

范围外围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地面上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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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所含的范围。 

9.3.3.2 建设控制地带 

沿保护范围外最近的自然山脊、沟壑等地物地貌，建设控制地带

四至到保护范围边界距离宜为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2 倍以上，但建

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保护范围四至边界最小不得小于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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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院落组成建筑、石窟寺（B3 类型） 

综合采用地理环境划定法、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4.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4.1.1 保护范围 

沿院落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以院子的外围墙作基线，向外划

若干米，但不得小于 4 米。 

若该组建筑内含古塔，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1到 2倍。 

石窟寺应沿所依附最小独立的、稳定的岩体边缘作为基线划定。 

9.4.1.2 建设控制地带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在保护范围的基础上

再划若干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但不得小于 10 米。 

若该组建筑内含古塔，其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最小与保护

范围四至相同。 

9.4.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4.2.1 保护范围 

沿院落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以院子的外围墙作基线，向外划

划若干米，但不得小于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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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组建筑内含古塔，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2-3 倍。 

石窟寺应沿所依附最小独立的、稳定的岩体边缘作为基线向外扩

最少 5 米的范围划定。 

9.4.2.2 建设控制地带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在保护范围的基础上

再划若干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但不得小于 20 米。 

若该组建筑内含古塔，其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最小为保护

范围四至距离的 2 倍。 

9.4.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9.4.3.1 保护范围 

沿院落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以院子的外围墙作基线，向外划

划若干米，但不得小于 10 米。 

若该组建筑内含古塔，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3-5 倍。 

石窟寺应沿所依附最小独立的、稳定的岩体边缘作为基线外扩

20 米划定。 

涉及地下矿藏时，其保护范围应加入在上述划定的保护范围外围

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地面上垂直投影所含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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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2 建设控制地带 

沿保护范围外最近的山脊、沟壑等地物地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

边界线。但不得小于 50 米。 

若该组建筑内含古塔，其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最小为保护

范围四至距离的 3 倍。  

石窟寺应沿所依附最小山体、山峰的外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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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建筑群（B4 类型） 

综合采用地理环境划定法、水平投影划定法、点面结合划定法。 

在划建筑群保护范围时，对已经塌毁但有遗存的建筑基址，要视

其价值划入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 

9.5.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5.1.1 保护范围范围 

建筑群中各组建筑应分别划定保护范围。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

围墙等地物地貌，以院子的外围墙作基线，向外划划若干米，但不得

小于 4 米。 

若群组中遗存古塔，该组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1-2 倍。 

9.5.1.2 建设控制地带 

建筑群中每组建筑周围 30~50 米的地带及各组建筑间距较近地

带，均划为建设控制地带。 

若群组中遗存古塔，该组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最小与保护

范围四至相同。 

同一街区（地块）的两个以上独立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

应统一考虑，可将建设控制地带合并划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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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5.2.1 保护范围范围 

建筑群中各组建筑应分别划定保护范围。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

围墙等地物地貌，以院子的外围墙作基线，向外划划若干米，但不得

小于 4 米。 

若群组中遗存古塔，该组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2-3 倍。 

9.5.2.2 建设控制地带 

建筑群中每组建筑周围 50~100 米的地带及各组建筑间距较近地

带，均划为建设控制地带。 

若群组中遗存古塔，该组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最小为保护

范围四至距离的 2 倍。 

同一村落中的两个以上独立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应统

一考虑，可将建设控制地带合并划定方法。 

9.5.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9.5.3.1 保护范围范围 

建筑群中各组建筑应分别划定保护范围。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

围墙等地物地貌，以院子的外围墙作基线，向外划划若干米，但不得

小于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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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群组中遗存古塔，该组保护范围四至应为塔高的 3-5 倍。 

涉及地下矿藏时，其保护范围应加入在上述划定的保护范围外围

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地面上垂直投影所含

的范围。 

9.5.3.2 建设控制地带 

沿自然山脊线、沟壑边缘等地物地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边界线，

但与保护范围距离不得小于 100 米。 

若群组中遗存古塔，该组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不得最小与

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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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古塔、纪念碑（B5 类型） 

文物清单中仅存一座古塔或纪念碑的，综合采用水平投影划定

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6.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6.1.1 保护范围 

10 米以上的古塔、纪念碑，其保护范围四至的距离不小于塔高

的 1 倍；10 米以下的古塔，其保护范围四至的距离应不小于塔高的 2

倍；其边界线应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 

9.6.1.2 建设控制地带 

佛教塔、风水塔、纪念碑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在原保护范围四至边

界上外扩，其外扩距离最小与保护范围四至相同。 

同时，佛教塔应将原古塔相依的寺院遗址范围纳入建设控制地带

内。 

9.6.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6.2.1 保护范围 

10 米以上的古塔、纪念碑，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2-3

倍；10 米以下的古塔，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应为塔高的 3-5 倍；其边

界线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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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2 建设控制地带 

佛教塔、风水塔、纪念碑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在原保护范围四至边

界上外扩，其外扩距离最小为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3 倍。划定边界线

应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 

同时，佛教塔应将原古塔相依的寺院遗址范围纳入建设控制地带

内。 

9.6.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9.6.3.1 保护范围 

10 米以上的古塔、纪念碑，其保护范围四至应为塔高的 3 倍以

上；10 米以下的古塔，其保护范围四至应为塔高的 5 倍以上；其边

界线应按地物地貌形态划定。 

9.6.3.2 建设控制地带 

佛教塔、风水塔、纪念碑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在原保护范围四至边

界上外扩，其外扩距离最小为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3 倍。 

同时，佛教塔应将原古塔相依的寺院遗址范围纳入建设控制地带

内。其边界线仍保留应按地物地貌形态划定。 

涉及地下矿藏时，其保护范围应加入在上述划定的保护范围外围

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地面上垂直投影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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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 

9.7 古桥区划方法（B6 类型） 

综合采用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7.1 位于城市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7.1.1 保护范围 

沿古桥两岸桥头分别向外扩 5 米，或依两岸道路的路沿线划定；

桥体左右的最少 20 米范围的河道划入保护范围，呈条形带状。 

河道消失的，亦应将最少 20 米的原河道遗迹范围划入保护范围。 

9.7.1.2 建设控制地带 

沿河道方向，在保护范围四至边界继续外扩 30 到 50 米；与河道

垂直方向的四周边界，应结合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

划定，但最小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 

河道消失的，应将保护范围外的 20 米原河道遗迹范围划入建设

控制地带。 

9.7.2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7.2.1 保护范围 

沿古桥两岸上沿分别向外扩 10 米，或依两岸道路的路沿线划定，



 

 

42 

 

桥体左右的 50 米范围的河道划入保护范围，呈条形带状。 

河道消失的，应将 10 米的原河道遗迹范围划入保护范围。 

9.7.2.2 建设控制地带 

沿河道方向，在保护范围四至边界继续外扩 50 到 100 米；与河

道垂直方向的四周边界，应结合街巷、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

貌划定，但最小距离不得小于 30 米。 

河道消失的，应将保护范围外的 30 米原河道遗迹范围划入建设

控制地带。 

9.7.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9.7.3.1 保护范围 

沿古桥两岸上沿分别向外扩 10 米，或依两岸道路的路沿线划定，

桥体左右的 100 米范围的河道划入保护范围，呈条形带状。 

涉及地下矿藏时，其保护范围应加入在上述划定的保护范围外围

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地面上垂直投影所含

的范围。 

9.7.3.2 建设控制地带 

沿河道方向，在保护范围四至边界继续外扩 100 到 500 米；与河

道垂直方向的两方向边界，应结合峡谷、河谷等地物地貌划定，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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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距离不得小于 50 米。 

 

9.8 摩崖石刻、岩画区划方法（B7） 

综合采用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8.1 位于乡村环境中的区划方法 

9.8.1.1 保护范围 

摩崖石刻、岩画所依附的岩体必须纳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四至

边界可沿自然、人工等地物地貌划定，但四至距离最小不得小于 20

米。 

9.8.1.2 建设控制地带 

与摩崖石刻、岩画相邻的古道应纳入建设控制地带。其四至边界

距离最小不得小于 50 米。 

9.8.2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9.8.2.1 保护范围 

摩崖石刻、岩画所依附的岩体必须纳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四至

边界可沿自然地物地貌划定，但四至距离最小不得小于 30 米。 

涉及地下矿藏时，其保护范围应加入在上述划定的保护范围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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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线，成 30 度角向下外斜至矿藏最深点，向地面上垂直投影所含

的范围。 

9.8.2.2 建设控制地带 

与摩崖石刻、岩画相邻的古道应纳入建设控制地带。其四至边界

应沿周边的山脊线、沟壑等自然地貌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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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区划方法 

综合采用地理环境划定法、水平投影划定法、安全距离划定法。 

9.9.1 近现代重要史迹 

保护范围首先必须经过详细调查、勘探、试掘和研究，并结合文

献记载，掌握重要史迹的详尽分布情况；凡是与重要史迹相关的历史

遗迹都应划入保护范围。 

9.9.1.1 位于城市中的区划方法 

1.保护范围 

重要史迹四周预留最少 4 米安全距离，采用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

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保护范围四周边界。 

2.建设控制地带 

保护范围以外最少 10-30 米，采用水平投影法沿周边街道、建筑

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重要的名人（烈士）墓葬，为了保护它的环境和气氛，建设控制

地带要最少扩宽到 30~50 米。 

9.9.1.2 位于乡村中的区划方法 

1.保护范围 

重要史迹四周预留最少 10 米安全距离，采用水平投影法沿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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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建筑物的边墙、围墙、沟坎等地物地貌，划定保护范围四周边

界。 

2.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保护范围以外最少 20-50 米，采用水平投

影法沿周边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周边沟坎等地物地貌，划定

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重要的名人（烈士）墓葬，为了保护它的环境和气氛，建设控制

地带要扩宽到 100~300 米。 

9.9.1.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1.保护范围 

根据重要史迹分布形态，史迹四周预留最少 10 米安全距离，采

用水平投影法沿沟坎、山脊线、冲沟等易寻找确定的地物地貌，划定

保护范围四周边界。 

2.建设控制地带 

根据其遗址分布形态，保护范围以外 50-100 米，采用地理环境

划定法沿周边山脊、沟壑等地貌，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 

重要的名人（烈士）墓葬，为了保护它的环境和气氛，建设控制

地带要扩宽到 200~5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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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代表性建筑 

首先必须经过详细调查、勘探、试掘和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

掌握代表性建筑的详尽分布情况；凡是与代表性建筑相关的历史遗迹

都应划入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按照本导则 9.3

单体建筑（B2 类型）规定划定。 

9.9.2.1 位于城市中的区划方法 

1.保护范围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按其四周空间可控范

围划定，四至到文物本体的距离宜为其平面或立面最大尺度的 1-2倍，

但四至边界距离文物本体最小不得小于 4 米。 

2.建设控制地带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到

保护范围边界距离亦为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1 倍左右，但建设控制

地带四至边界距离保护范围四至边界最小不得小于 10 米。 

9.9.2.2 位于乡村中的区划方法 

1.保护范围 

沿街巷、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按其四周空间可控范

围划定，四至到文物本体的距离宜为其平面或立面最大尺度的 2-3倍，

但四至边界距离文物本体最小不得小于 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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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控制地带 

沿街道、建筑物的边墙、围墙等地物地貌，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到

保护范围边界距离亦为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1 倍左右，但建设控制

地带四至边界距离保护范围四至边界最小不得小于 20 米。 

9.9.2.3 位于田野中的区划方法 

1.保护范围 

沿最近距离的自然沟坎、冲沟、山石等地物地貌，按其四周空间

可控范围划定，四至到文物本体的距离宜为其平面或立面最大尺度的

3-5 倍，但四至边界距离文物本体最小不得小于 4 米。 

2.建设控制地带 

沿保护范围外最近的自然山脊、沟壑等地物地貌，建设控制地带

四至到保护范围边界距离宜为其保护范围四至距离的 2 倍以上，但建

设控制地带四至边界距离保护范围四至边界最小不得小于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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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A  控制线配色及表达指引 

区划分类 要素 RGB 色号 填充度 颜色 线型 

保护范围 边界 R255、G0、B0 100%   

填充 30%   

建设控制地带 边界 R0、G0、B255 100%   

填充 30%   

 

附录 B 文物保护单位分级符号配色参考 

级别 图例 备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204、G0、B0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R255、G127、B0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R0、G204、B204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R110、G110、B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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