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a Dictionary for 

Landslide Incidents 

 

Item Type Nullable Description 

INCID Text No Incident number assigned by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OGDINCID Text Yes Incident number assigned by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f applicable) 

CALLFROM Text Yes The person/organization/government department 

who reported the incident 

CALLDATE Date Yes Date of incident reported (if known) 

FAILDATE Date Yes Date of incident occurred (if known) 

EASTING Long No Easting coordinate in HK 1980 Grid 

NORTHING Long No Northing coordinate in HK 1980 Grid 

LOCATION Text Yes Location of incident 

SLOPENUM Text Yes Feature number of registered man-made slope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FEATTYPE Text Yes Predominant type of slope failure 

SCALE Text Yes Volume of failure (m3) 

FACAFF Text Yes Facilities affected 

CONSEC Text Yes Consequence 

CONSEC - DEATHNO Long Yes No. of deaths 

CONSEC - INJURYNO Long Yes No. of injuries (if known) 

CONSEC - EVACUATED Long Yes No. of persons evacuated (if known) 

CONSEC - ROADCLOSED Long Yes No. of road lanes closed (if known) 



數據字典 

山泥傾瀉事故位置 

 

項目 項目分類 可否

留空 

說明 

INCID 文字 否 山泥傾瀉事故編號 (土力工程處) 

OGDINCID 文字 是 山泥傾瀉事故編號 (其他部門) 

CALLFROM 文字 是 呈報事故的人員/組織/政府部門 

CALLDATE 日期 是 呈報事故日期 (如知悉) 

FAILDATE 日期 是 山泥傾瀉事故日期 (如知悉) 

EASTING 長整數 是 香港 1980 地圖東行線座標 

NORTHING 長整數 是 香港 1980 地圖北行線座標 

LOCATION 文字 是 山泥傾瀉事故位置 

SLOPENUM 文字 是 涉及山泥傾瀉的已登記人造斜坡編號 

FEATTYPE 文字 是 斜坡坍塌的主要类型 

SCALE 文字 是 坍塌體積 (立方米) 

FACAFF 文字 是 受影響的設施 

CONSEC 文字 是 後果 

CONSEC - DEATHNO 長整數 是 死亡人數 

CONSEC - INJURYNO 長整數 是 受傷人數 (如知悉) 

CONSEC - EVACUATED 長整數 是 撤離人數 (如知悉) 

CONSEC - ROADCLOSED 長整數 是 封閉的行車線數目 (如知悉) 

 

  



数据字典 

山泥倾泻事故位置 

 

项目 项目分类 可否

留空 

说明 

INCID 文字 否 山泥倾泻事故编号 (土力工程处) 

OGDINCID 文字 是 山泥倾泻事故编号 (其他部门) 

CALLFROM 文字 是 呈报事故的人员/组织/政府部门 

CALLDATE 日期 是 呈报事故日期 (如知悉) 

FAILDATE 日期 是 山泥倾泻事故日期 (如知悉) 

EASTING 长整数 是 香港 1980 地图东行线座标 

NORTHING 长整数 是 香港 1980 地图北行线座标 

LOCATION 文字 是 山泥倾泻事故位置 

SLOPENUM 文字 是 涉及山泥倾泻的已登记人造斜坡编号) 

FEATTYPE 文字 是 斜坡坍塌的主要类型 

SCALE 文字 是 坍塌体积 (立方米) 

FACAFF 文字 是 受影响的设施 

CONSEC 文字 是 后果 

CONSEC - DEATHNO 长整数 是 死亡人数 

CONSEC - INJURYNO 长整数 是 受伤人数 (如知悉) 

CONSEC - EVACUATED 长整数 是 撤离人数 (如知悉) 

CONSEC - ROADCLOSED 长整数 是 封闭的行车线数目 (如知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