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从近几年的考题变化可以看出，注册测绘师的考试越来越强调理解，考题也比早期的题目深入许多，

仅靠简单的背书已无法应对，且考试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综合和案例包含了测绘资质专业范围的全部（大

地测量、海洋测绘、工程测量、房产测绘、地籍测绘、界线测绘、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

制图、地理信息系统、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互联网地图），本专业人士也难以在工作中全部接触。法规 2022

年的考题也变得非常宽泛，不单单是考察了往年的“重点”内容，而是更全面的考察了全行业的法规政策，

其中包括许多自然资源部新发布的内容。 

因此选择一个好的教材，跟对一个好的课程非常重要。官方教材多年未更新，已不宜用于备考。本人

结合官方教材以及各种规范、资料，同时加入了一些叙述性文字，总结编写了这套《测绘迷学习笔记》，

有了更强的可读性、更易理解、对考点覆盖更全，以期能帮助大家顺利通过考试。另外，我们的视频课程

也是以此为课件进行详细的讲解。 

 

 

除了本书，还有以下途径可以帮助大家：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视频直播教学 

测绘迷网站： www.cehuimi.com  分享各种资料 

QQ 群：   598178003    考友交流 

微信公众号： 测绘迷     分享资讯 

微信小程序： 测绘迷测绘师   做题刷题 

 

如发现书中有错误或其他问题，欢迎加我 QQ 8016064 和我交流。 

 

  

 

http://www.cehui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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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1 节 大地测量 

第 1 章 大地测量 

→ 大地测量是测量学的基础，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19 题。（20 年 25 题，21 年 28 题，22 年 26 题） 

案例分析：每年必出 1 题，有时是结合第 2 章海洋测量出 1 题。GPS 控制网、水准测量、似大地水

准面精化、坐标系转换等是考试重点。 

 

第 1 节 大地测量基础理论 
→ 重要指数：★★★★★ 

 

1 概念  

大地测量是为建立和维持测绘基准与测绘系统而进行的确定位置、地球形状、重力场及其随时间和空

间变化的测绘活动。其任务是建立与维持大地基准、高程基准、深度基准和重力基准，确定与精化似大地

水准面和地球重力场模型。现代大地测量的特点： 

（1）长距离、大范围。现代大地测量学所量测的范围和距离，已可以从原来的几十公里扩展到几千

公里，不再受传统大地测量中“视线”的制约。 

（2）高精度。现代大地测量的精度相对于传统大地测量而言，已提高了 2 到 3 个数量级。例如我国

天文大地网是中国 60 年代大地测量的最高精度，其相对精度约为 3ppm，而目前 GPS 定位的相对精度一

般情况下都可以做到 0.1ppm。 

（3）实时、快速。传统大地测量的外业观测和内业数据处理是在有相当时间间隔的两个阶段完成的

两个不同工序。而现代大地测量的这两个工序，几乎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即实时或准实时地完成。 

（4）“四维”。现代大地测量的第四维是时间或历元。现代大地测量能提供在合理复测周期内有时

间序列的，高于 10-7精度的大地测量数据。这些测量成果，必然或必须要以“时间”作为大地测量学数据

中的第四个坐标（第四维），这是现代大地测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5）地心。传统大地测量要以较高精度测定目标的地心三维坐标是很困难的。而现代大地测量的主

体，即卫星大地测量所测得的定位、高程、影像等成果，是以维系卫星运动的地球质心为坐标原点的三维

测量数据。因此现代大地测量以地心坐标系为主的这一特点，是卫星大地测量自身的物理特性所决定的。 

（6）学科的融合。现代大地测量学的第六个特点是它的学术领域的扩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例如，由于大地测量能获得精确的、大量的、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有很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数据，所以它对

地球动力学、海洋学、地质学、地震学等地球科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2 地球椭球 

2.1 概念 

地球椭球是代表地球大小和形状的数学曲面，一般指旋转椭球，即绕椭圆的短轴（地球自转轴）旋转

而成的椭球体。由于椭球面是规则的几何体，便于数据处理，外业采集的数据要归算到椭球面上，故测量

学上以椭球面作为内业的处理面，法线是内业基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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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1 节 大地测量 

图 1.1.1 地球椭球 

椭球常数唯一定义和表达了旋转椭球。按适用范围分为基本常数和导出常数。一般采用 4 个基本常数

来表示旋转椭球：赤道半径 a、地心引力常数 GM（其中 G 是万有引力常数，M 是地球质量）、地球动力

形状因子 J2、自转角速度 ω。 

根据基本常数可以推导出其他几何参数和物理参数。几何参数有长半轴 a、短半轴 b、扁率（a-b）/a、

第一偏心率 aba /22− 、第二偏心率 bba /22 − 。只要知道其中 2 个参数，且有一个长度参数（a 或 b），

即可确定椭球的形状和大小，习惯上常用长半轴 a 和扁率 f 两个几何参数来表示。目前常用的几种椭球参

数如下： 

表 1.1.1 几种椭球参数对比 

2.2 法截面与大地线 

（1）法截面与法截线 

过椭球面上任意一点 P 可作一条垂直于椭球面的法线，包含这条法线的平面叫作法截面，法截面与椭

椭球名 长半轴 / m 扁率 附注 采用的坐标系 

克拉索夫斯基椭球 6378245 1/298.3 
克拉索夫斯基 1940 年提

出的地球椭球 
1954 北京坐标系 

IAG75 椭球 6378140 1/298.257 IUGG1975 大会推荐 1980 西安坐标系 

GRS80 椭球 6378137 
1/298.257222100

8827 
IUGG1979 大会推荐 WGS84 坐标系最初采用，后改良 

WGS84 椭球 6378137 1/298.257223563  WGS84 坐标系 

CGCS2000 椭球 6378137 1/298.257222101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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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1 节 大地测量 

球面的交线叫法截线。 

图 1.1.2 法截面和法截线 

相对法截线：当椭球面两个点不在同一子午圈上，也不在同一平行圈上时，两点间就有两条法截线存

在。 

正法截线：过某一点的法线和椭球面上的另一点作一法截面，与椭球相交的线为该点的正法截线。 

反法截线：过另一点的法线和该点作一法截面，与椭球相交的线为该点的反法截线。 

图 1.1.3 不在同一子午圈或同一平行圈上的两点的正(AaB)反(BbA)法截线不重合 

（2）大地线 

椭球面上两点间距离最短的曲线叫大地线。大地线是两点间唯一最短线，位于相对法截线之间（两点

既不在同一子午圈也不在同一平行圈上时）。在椭球面上进行测量计算时，应当以两点间的大地线为依据，

在地面上测得的方向、距离、角度等，应当归算到相应大地线的方向、距离、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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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1 节 大地测量 

图 1.1.4 大地线与正反法截线 

2.3 把地面观测值归算至椭球面 

在传统大地测量中，需要先把地面测站上所测得的方向观测值和距离观测值等归算至椭球面上，然后

才能在椭球面这个规则的数学曲面上进行数学计算。 

（1）方向观测值的归算 

① 垂线偏差改正 

地面上以铅垂线为准观测的方向值，归算为参考椭球面上以法线为准的水平方向值，顾及测站点垂线

偏差影响所加的改正。 

→ 此项改正数值较小，只有在一、二等三角测量计算中，才加入该项改正。 

② 标高差改正 

地面水平方向观测值，沿法线方向归算至参考椭球面上法截线方向时，顾及照准点标志的大地高对水

平方向观测值的影响所加的改正称为标高差改正。 

→ 此项改正数值较小，在进行局部地区的控制测量时，可不必考虑此项改正。 

③ 截面差改正 

对向观测的法截线方向不相重合，法截线方向化为大地线方向所加的改正，称为截面差改正。 

→ 此项改正数值较小，只有在一等三角测量中，才进行截面差改正。以上三项改正合称为三差改正。 

（2）距离观测值的归算 

 在地面观测的距离值需要先归算至椭球面上，然后再投影至高斯平面上，这两项合称为两化改正。 

 ① 高程归化 

如图 1.1.5 所示，用电磁波测距归算至椭球面上的公式为： 

S = s −  s�
𝐻𝐻𝑚𝑚
𝑅𝑅𝐴𝐴

−
𝐻𝐻𝑚𝑚2

𝑅𝑅𝐴𝐴2
�  +  

𝑆𝑆3

24𝑅𝑅𝐴𝐴2
 

式中，s 为 A、B 两点平均高程面上的水平距离，Hm为 A、B 两点的平均大地高，RA 为测距方向的参

考椭球曲率半径。上式右端第一项是 A、B 两点斜距换算至两点平均高程面上的水平距离，第二项是水平

距离换算成椭球面上相应弦长的改正数，第三项是弦长换算成椭球面弧长的改正数。 

→ 不同规范上给出的此式在略有区别，主要取决于精度的要求，一般弦长和弧长的区别可以忽略，

 也就是上式中的第三项可以省略。在非高精度计算中，上式第二项中的第二项也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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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1 节 大地测量 

图 1.1.5 距离观测值归算至椭球面 

 ② 投影改化 

 参考椭球面上的边长归算到高斯平面上的边长，按下式计算： 

D = D0[ 1 +
𝑦𝑦𝑚𝑚2

2𝑅𝑅𝑚𝑚2 +
(∆𝑦𝑦)2

24𝑅𝑅𝑚𝑚2 ] 

式中： D0为参考椭球面上的边长（m）； 

  ym 为测距边两端点横坐标的平均值（m）； 

  ∆y 为测距边两端点横坐标增量（m）； 

  Rm 为参考椭球面在测距边中心处的平均曲率半径（m）。 

→ 在非高精度计算中，上式中括号中的第三项可以省略。 

由上式可知，离开中央子午线的距离越远，长度变形越大。当 ym为 10-160 km 时，高斯投影的距离

改化相对数值见下表： 

表 1.1.2 高斯投影改化数值 

ym / km 10 20 30 45 50 100 150 160 

改化值 1/810000 1/200000 1/90000 1/40000 1/32000 1/8100 1/3600 1/3170 

2.4 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的限度 

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在一定的测量精度要求和测区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往往以水平面直接代替水准面。

因此应当了解地球曲率对水平距离、水平角、高差的影响，从而决定在多大面积范围内能容许用水平面代

替水准面。（以下分析过程把大地水准面看成半径 R=6371km 的圆球） 

（1）水准面曲率对水平距离的影响 

在图 1.1.6 中，AB 为水准面上的一段圆弧，长度为 s，所对圆心角为 θ，地球半径为 R。自 A 点做切

线 AC，长为 t。如果将切于 A 点的水平面代替水准面，即以切线段 AC 代替圆弧 AB，则在距离上将产生

误差∆S： 

∆S = t - s ≈ 
1
3
𝑠𝑠3

𝑅𝑅2
  (推导过程省略） 

当 S=10km 时，∆S/S=1/1217700，小于目前精密距离测量的容许误差，因为可以得出结论，在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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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km 的范围内进行距离的测量工作时，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产生的距离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图 1.1.6 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 

（2）水准面曲率对水平角的影响 

由球面三角学知道，同一个空间多边形在球面上投影的各内角之和，较其在平面上投影的各内角之和

大一个球面角超 ε，它的大小与图形面积成正比。其公式为： 

ε =  ρ′′
P

R2 

式中，P 为球面多边形面积，R 为地球半径，ρ’’为 1 弧度所对应的秒角值（206265’’）。 

当 P=100km2时，ε = 0.51’’。 

由上式计算表明，对于面积在 100km2 内的多边形，地球曲率对水平角的影响只有在最精密的测量中

才考虑，一般测量工作中可以不必考虑。 

（3）水准面曲率对高差的影响 

图 1.1.6 中，BC 为水平面代替水准面产生的高差误差。令 BC = Δh，则 

（R + Δh）2 = R2 + t2 
即 

∆h =  
t2

2R + ∆h
 

上式中可用 S 代替 t，Δh 与 2R 相比可略去不计，故上式可写成： 

∆h =  
S2

2R
 

此式表明，Δh 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正比。当 S=1km 时，Δh=8cm，因此，地球曲率对高差的影响，

即使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必须加以考虑。 

综上所述，在面积为 100km2 的范围内，不论是进行水平距离或水平角测量，都可以不考虑地球曲率

的影响，在精度要求较低的情况下，这个范围还可以相应扩大。但地球曲率对高差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3 大地测量系统与参考框架 

大地测量系统规定了大地测量的起算基准、尺度标准及其实现方式。大地测量参考框架是通过大地测

量手段，由固定在地面上的点所构成的大地网（点）或其他实体（静止或运动的物体）按相应于大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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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规定模式构建的，是对大地测量系统的具体实现。大地测量系统是总体概念，而大地测量参考框架

是大地测量系统的具体实现。 

大地测量系统包括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深度基准和重力参考系统。与之对应的，大地参考框架有坐

标框架、高程框架和重力框架。 

3.1 坐标系统和坐标框架 

坐标系统按坐标系原点可分为地心坐标系（以地球质心为原点建立的坐标系）和参心坐标系（以参考

椭球的几何中心为原点建立的坐标系）。 

地心坐标系是在全球范围内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有最佳的拟合，但具体到某一区域，并不能达到最佳

拟合。参心坐标系是要求在一定范围内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有最佳的拟合，对椭球的中心位置并没有特殊

要求。 

图 1.1.7 左图为总地球椭球，右图为参心椭球 

（1）参心坐标框架 

传统的大地测量坐标框架是由天文大地网实现和维持的，一般定义在参心坐标系统中，是一种区域性、

二维静态的地球坐标框架，是参心坐标系统的实现。 

① 参心坐标系的建立 

建立（地球）参心坐标系，需进行下面几个工作： 

1）选择或求定椭球的几何参数 

2）确定椭球短轴的指向（椭球定向） 

3）确定椭球中心的位置（椭球定位）  

4）建立大地原点 

参考椭球定位与定向的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点定位和多点定位。一点定位，即在选定的大地原点处使

椭球的法线方向和铅垂线方向重合，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相切；多点定位是在一点定位的基础上利用许多

大地点，采用最小二乘法约束重新定位，在大地原点上椭球面不再同大地水准面相切，但在所使用的天文

大地网资料范围内，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有最佳的拟合。 

② 常见的参心坐标系 

1954 北京坐标系：大地原点位于苏联普尔科沃，椭球为克拉索夫斯基椭球。1954 北京坐标系是苏联

参心坐标系在中国的延伸。 

1980 西安坐标系：大地原点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采用 IAG75 椭球参数。1980 西安大地坐标系的

椭球短轴应平行于由地球质心指向 1968.0 地极原点方向，首子午面平行于格林尼治本初子午面，椭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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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参数以我国境内高程异常值平方和最小求定。 

→ 协议地极是因为地轴一直变动，为了建立稳定的地固坐标系，规定以某个时间区间的平极（北极点的

瞬时位置称为瞬时极，平均位置称为平级）作为地球自转轴的原点。1968.0 地极原点是 1968.0 历元

的协议地极系统在我国的实现，作为 1980 西安大地坐标系的定向协议地极。 

（2）地心坐标框架 

地心坐标框架把总地球椭球的中心定义在地球的质心（包括海洋和大气）上，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椭球

面与大地水准面有最佳的拟合，但具体到某一区域，并不能达到最佳拟合。国际地球参考框架（ITRF）是

国际地球参考系统（ITRS）的具体实现。它以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卫星激光测距（SLR）、GPS

和多里斯系统（DORIS）等空间大地测量技术构成全球或区域的大地测量框架。目前，ITRF 为国际公认

的应用最广泛、精度最高的地心坐标框架。 

① 地心坐标系的建立 

地心坐标系的建立需要经过椭球参数确定、坐标系原点定位、协议定向等步骤。 

② 常见地心坐标系 

WGS-84：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是为 GPS 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而建立的坐标系统。坐标系

的原点位于地球质心，Z 轴指向 BIH（国际时间局）1984.0 定义的协议地球极（CTP）方向，X 轴指向 BIH 

1984.0 的零度子午面和 CTP 赤道的交点，Y 轴与 Z 轴、X 轴构成右手正交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英文缩写为 CGCS2000。原点位

于地球质心，Z 轴由原点指向历元 2000.0 的地球参考极的方向，X 轴由原点指向格林尼治参考子午线与地

球赤道面（历元 2000.0）的交点，Y 轴与 Z 轴、X 轴构成右手正交坐标系。 

2000 国家大地控制网是国际地球参考系统（ITRS）在我国的具体体现，采用的坐标框架和历元分别

为 ITRF97 和 2000.0。区域性地心坐标框架一般由三级构成。第一级为连续运行站构成的动态地心坐标框

架，它是区域性地心坐标框架的主控制，第二级是与连续运行站定期联测的大地控制点构成的准动态地心

坐标框架，第三级是加密大地控制点。CGCS2000 国家大地控制网由 GPS A、B 级网，总参 GPS 一、二

级网，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联合组成。 

3.2 高程系统和高程框架 

（1）高程系统 

高程系统是相对于不同性质的起算面（如大地水准面、似大地水准面、椭球面等）所定义的高程体系。

我国高程系统采用正常高系统，正常高的起算面是似大地水准面。地面一点沿该点的正常重力线到似大地

水准面的距离就是该点的正常高。 

（2）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是推算国家统一高程控制网中所有水准高程的起算依据，它包括一个水准基面和一个永久性

水准原点。 

① 1956 黄海高程基准 

我国于 1956 年规定以黄海（青岛）的多年平均海平面作为统一基面，为中国第一个国家高程系统，

从而结束了过去高程系统繁杂的局面，称为 1956 年黄海高程基准。它是根据青岛验潮站 1950 年到 1956

年的黄海验潮资料建立的，测定位于青岛市观象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的高程为 72.289 米。 

②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我国已于 1987 年 5 月开始启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1956 年黄海高程系同时废止。它是以青岛验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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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1952 年 - 1979 年的潮汐观测资料为计算依据，测定位于青岛市观象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的高

程为 72.2604 m。 

（3）高程框架 

高程框架是高程系统的实现。我国水准高程框架由全国高精度水准控制网体现，以青岛水准原点为起

算基准，以正常高系统为水准高差传递方式。 

高程框架分为四个等级，分别称为国家一、二、三、四等水准控制网。框架点的正常高采用逐级控制，

其现势性通过一等水准控制网的定期全线复测和二等水准控制网部分复测来维护。高程框架的另一种形式

是通过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来实现的。 

3.3 重力系统和重力框架 

重力测量测定的是空间一点的重力加速度。重力基准是标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绝对）重力值的标准。

重力系统是指采用的椭球常数及其相应的正常重力场。重力测量框架是由分布在各地的若干绝对重力点和

相对重力点构成的重力控制网，以及用作相对重力尺度标准的若干条长短基线。 

国家重力基准由 2000 国家重力基本网体现。2000 国家重力基本网是由 21 个重力基准点和 126 个基

本重力点组成的重力基准网，该网使用了 FG5 绝对重力仪施测。重力系统采用 GRS80 椭球常数及其相应

正常重力场。 

3.4 时间系统和时间框架 

（1）时间系统 

时间系统规定了时间测量的参考标准，包括时刻的参考标准和时间间隔的尺度标准。常用的时间系统

有世界时、历书时、原子时、协调时、GPS 时等： 

① 世界时（UT）：以地球自转周期为基准，在 1960 年以前一直作为国际时间基准。 

② 原子时（AT）：以位于海平面的铯原子内部两个超精细结构能级跃迁辐射的电磁波周期为基准的

时间系统，从 1958 年 1 月 1 日世界时的零时开始启用。AT 是目前最准确的时间系统。 

③ 世界协调时（UTC）：又称世界统一时间，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时间，而是时间服务工作钟把原

子时的秒长和 UT 的时刻结合起来的一种时间。它既可以满足人们对均匀时间间隔的要求，又可以满足人

们对以地球自转为基准的准确世界时刻的要求。 

（2）时间系统框架 

类似于大地测量参考框架是大地测量系统的实现，时间系统框架是对时间系统的实现，描述一个时间

系统框架通常需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采用的时间频率基准、守时系统、授时系统、覆盖范围（区域或

全球）。 
 
4 常用坐标系统及其转换 

4.1 常用坐标系 

坐标系是定义坐标如何实现的一套理论方法，它是由原点、坐标轴指向以及尺度来定义和确定的。常

用的坐标系有大地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高斯直角坐标系等。 

（1）大地坐标系 

大地坐标系是以参考椭球面为基准面建立起来的坐标系。地面点的位置用大地纬度（B）、大地经度

（L）和大地高（H）表示。本初经线定义为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即 0°经线，也叫起始子午线，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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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面点所在经线与本初经线的夹角，B 为地面点所在的法线与赤道面的夹角。 

（2）空间直角坐标系 

坐标原点位于地心或参考椭球中心，Z 轴指向参考椭球的北极，X 轴指向起始子午面与赤道的交点，Y

轴位于赤道面上与 X 轴垂直，指向符合右手规则。 

图 1.1.8 空间直角坐标系和大地坐标系 

（3）高斯直角坐标系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方便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我们需要把测区投影到平面上来，使测量计算和

绘图更加方便。在测量中，平面直角坐标系以纵轴为 x 轴，横轴为 y 轴，象限依顺时针方向排列。下图中，

左边为测量平面直角坐标系，右边为平面几何坐标系。 

图 1.1.9 测量中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左）和数学中的平面几何坐标系（右） 

把椭球上的点位化算到平面上，称为地图投影。地图投影的方法有很多，目前我国测绘系统采用的是

高斯-克吕格投影，简称高斯投影。高斯投影是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是正形投影的一种。 

图 1.1.10 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高斯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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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假想有一个椭圆柱面横套在地球椭球体外面，并与某一条子午线（此子午线称为中央子午

线）相切，椭圆柱的中心轴通过椭球体中心，然后用一定的投影方法，将中央子午线两侧各一定经差范围

内的地区投影到椭圆柱面上，再将此柱面展开即成为投影面，如右图所示，此投影为高斯投影。高斯直角

坐标系以中央子午线为纵轴，以赤道投影为横轴。 

高斯投影平面上赤道线投影后是直线，但长度有变形，除赤道外的其余纬线，投影后为凸向赤道的曲

线，并以赤道为对称轴。在同一纬线上，离中央经线越远则变形越大；在同一经线上，纬度越低变形越大，

最大值位于赤道上。高斯投影是等角投影，无角度变形，但长度和面积有变形。 

高斯投影平面上的中央子午线投影后为直线且长度不变，其余的子午线均为凹向中央子午线的曲线，

其长度大于投影前的长度，离中央子午线越远长度变形越大，为了将长度变化限制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内，

通常采用分带的方法。 

我国的基本比例尺地图采用高斯投影 3°、6°分带法。6°带是椭球经过高斯投影后，以 6°经度差分带，

每条中央子午线和赤道组成一个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从格林尼治天文台位置开始，全球分为 60 带。3°

带是以 3°经度差分带，为了换算方便，把第一带 3°投影带的中央子午线与第一带 6°投影带的中央子午线

重合。 

横坐标前要加带号，如 6°分带下，P 点的坐标为 X=3732468.264m，Y=20502438.353m，意味着该

点位于第 20 带，其中央子午线为 117°（如下图所示）。 

图 1.1.11 高斯投影分带 

为了避免 Y 坐标出现负值，给使用造成不便，规定将 X 坐标轴向西平移 500km，即所有点的 Y 坐标

值均加上 500km。如下图所示。 

图 1.1.12 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坐标原点向西移动 5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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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带号求中央子午线经度的计算： 

P6 = 6N6 - 3 

P3 = 3N3 

已知经度求带号的计算： 

N6 = L / 6，向上取整 

N3 =（L - 1.5）/ 3，向上取整 

式中  P6、P3——高斯 6°、3°带的中央子午线经度； 

N6、N3——高斯 6°、3°带的带号； 

L——经度； 

4.2 坐标系转换 

（1）大地坐标与空间直角坐标间的转换 

同一坐标参照系下，大地坐标（B , L , H）和空间直角坐标（X , Y , Z）可根据公式直接转换。 

① 大地坐标（B , L , H）-> 空间直角坐标（X , Y , Z） 

 X = ( N + H ) * cosB * cosL 

Y = ( N + H ) * cosB * sinL 

   Z = [ N * ( 1 – e2 ) + H ] * sinB 

② 空间直角坐标（X , Y , Z）-> 大地坐标（B , L , H） 

L = arctan�
𝑌𝑌
𝑋𝑋
� 

𝐵𝐵 = arctan (
𝑍𝑍 ∗ (𝑁𝑁 + 𝐻𝐻)

√𝑋𝑋2 + 𝑌𝑌2 ∗ [𝑁𝑁 ∗ (1 − 𝑒𝑒2) + 𝐻𝐻]
) 

𝐻𝐻 =
√𝑋𝑋2 + 𝑌𝑌2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𝐵𝐵
− 𝑁𝑁 

公式中，N 为椭球面卯酉圈的曲率半径，e 为椭球的第一偏心率，a、b 为椭球的长短半径。相同坐标

系统的大地坐标系和空间直角坐标系之间的转换需要知道该椭球的参数。 

（2）大地坐标与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的转换 

同一坐标参照系下，大地坐标（B , L）和高斯平面直角坐标（x , y）可直接转换。 

① 高斯投影正算：利用高斯投影正算公式（略），由大地坐标（B , L）向高斯平面坐标（x , y）转换。 

② 高斯投影反算：利用高斯投影反算公式（略），由高斯平面坐标（x , y）向大地坐标（B , L）转换。 

（3）不同大地坐标系的三维转换 

不同参考基准间的三维转换一般都是通过空间直角坐标之间的关系计算出转换参数。所以需要先将坐

标形式都转换成空间直角坐标（X，Y，Z）。 

转换模型有很多，常用的有布尔沙模型（B 模型）和莫洛坚斯基模型（M 模型）等。理论上，布尔沙

模型与莫洛坚斯基模型的转换结果是等价的，其中布尔沙模型（B 模型）如下。 

设任意点在以 O1和 O2为原点的两坐标系中坐标分别为（X1 , Y1 , Z1）和（X2 , Y2 , Z2），布尔沙模型

公式为： 

�
𝑋𝑋2
 𝑌𝑌2 
𝑍𝑍2
�  =  (1 + 𝑚𝑚) � 

𝑋𝑋1
𝑌𝑌1 
𝑍𝑍1
�  +  �

0 𝜀𝜀𝑍𝑍 −𝜀𝜀𝑌𝑌
 −𝜀𝜀𝑍𝑍 0 𝜀𝜀𝑋𝑋
𝜀𝜀𝑌𝑌 −𝜀𝜀𝑋𝑋 0

 � �
𝑋𝑋1
 𝑌𝑌1
𝑍𝑍1

 �  +  � 
𝑋𝑋0
𝑌𝑌0
𝑍𝑍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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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0 , Y0 , Z0 为平移参数，𝜀𝜀𝑋𝑋, 𝜀𝜀𝑌𝑌, 𝜀𝜀𝑍𝑍为旋转参数，m 为尺度变化参数。 

由公式可知，实现三维坐标转换需要计算七个转换参数，至少需要三个公共点，也称七参数转换。 

图 1.1.13 空间直角坐标系之间的变换（平移、旋转、缩放） 

（4）二维坐标转换 

小区域的平面坐标转换可采用二维坐标转换（也称四参数转换），不同参考基准间的二维转换一般都

是通过平面直角坐标之间的关系计算出转换参数。所以需要先将坐标形式都转换成平面直角坐标（x，y）。

设一点在两个平面坐标系中的坐标分别为（x1 , y1）和（x2 , y2），转换公式为： 

�
 𝑥𝑥2 
𝑦𝑦2 �  =  � 

𝑥𝑥0 
𝑦𝑦0�  +  (1 + 𝑚𝑚)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𝑠𝑠𝑠𝑠𝑐𝑐

𝑐𝑐𝑠𝑠𝑠𝑠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 � 
𝑥𝑥1
𝑦𝑦1 � 

可以看出，二维坐标转换有两个平移参数（x0 , y0），一个旋转参数（α），一个尺度变化参数（m），

至少需要两个公共点。 

图 1.1.14 二维坐标转换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我国现行的大地原点、水准原点分别位于（ ）。 

A. 北京、浙江坎门  B. 北京、山东青岛  C. 陕西泾阳、浙江坎门  D. 陕西泾阳、山东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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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 年）目前，“2000 国家 GPS 控制网”是由（ ）组成的。 

A.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布设的 GPS A、B 级网  B. 总参测绘局布设的 GPS 一、二级网 

C. 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       D. 中国大陆环境构造监测网 

E. 国家天文大地网 

3.（2012 年）下列关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定义的说法中，正确的包括（ ）。 

A. 地心坐标系 

B. 原点为包括海洋和大气的整个地球的质量中心 

C. Z 轴由原点指向历元 2000.0 的地球磁极的方向 

D. X 轴由原点指向格林尼治参考子午线与地球赤道面（历元 2000.0）的交点 

E. Y 轴与 Z 轴、X 轴构成右手正交坐标系 

4.（2013 年）高斯投影的投影方式是（ ）。 

A. 等角横切圆锥投影   B. 等角竖切圆锥投影  C. 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 D. 等角竖切椭圆柱投影 

5.（2013 年）1985 国家高程基准水准原点的起算高程为（ ）m。 

A. 72.289     B. 72.260     C. 71.289     D. 71.260 

6.（2013 年）按现行国家标准《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下列基准中，建立与维持属于大地测量任

务的是（  ）。 

A. 大地基准     B. 时间基准     C. 高程基准    D. 深度基准  

E. 重力基准 

7.（2014 年）下列地球椭球参数中，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与WGS-84 坐标系数值不同的是（ ）。 

A. 扁率      B. 长半径     C. 地心引力常数   D. 地球自转角速度 

8.（2014 年）下列关于高斯坐标投影长度比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与方向有关，与位置无关       B. 与方向有关，与位置有关 

C. 与方向无关，与位置无关       D. 与方向无关，与位置有关 

9.（2014 年）已知 A、B 两点间的坐标增量 ΔY 为负，ΔX 为正，则方位角所在象限为（ ）象限。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10.（2014 年）下列基准中，属于大地测量参照基准的有（ ）。 

A. 长度基准     B. 高程基准     C. 重力基准    D. 时间系统 

E. 坐标系统 

11.（2015 年）下列参数中，属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参数的有（ ）。 

A. 椭球长半径    B. 参考历元     C. 中央子午线    D. 大地水准面  

E. 扁率 

12.（2016 年）按 6°带投影的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地面上某点的坐标为 x=3430152m，y=20637680m，

则该点所在投影带的中央子午线经度为（ ）。 

A. 114°     B. 117°     C. 120°     D. 123° 

13.（2016 年）GPS 观测中记录的 UTC 时间是指（ ）。 

A. 协调世界时    B. 世界时     C. 北京时间    D. 原子时 

14.（2016 年）普通工程测量中测量距离时，可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最大范围是（ ）。 

A. 半径 5km    B. 半径 10km   C. 半径 15km   D. 半径 2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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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7 年）某点的大地经纬度为 31°01′07″，105°10′30″，按照 3°带进行高斯投影，其所属的带号应是

（ ）。 

A. 34     B. 35     C. 36     D. 37 

16.（2017 年）两套平面坐标系，在进行四参数坐标转换时，最少需要（ ）个公共点。 

A. 2      B. 3      C. 4      D. 5 

17.（2018 年）已知某点大地坐标为（B、L），天文坐标为（λ、φ），高斯平面直角坐标（x、y），该点

高斯投影坐标正算是指（ ）。 

A.（B、L）转换为（x、y）      B.（λ、φ）转换为（x、y） 

C.（x、y）转换为（B、L）      D.（x、y）转换为（λ、φ） 

18.（2019 年）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为了使横坐标不产生负数，一般在 Y'的基础上加一个固定值，现

有 Y=21681370.3，则 Y'等于（ ）。 

A. 681370.3    B. 581370.3    C. 21681370.3   D. 181370.3 

19.（2019 年）水准测量外业工作的基准面为（ ）。 

A. 地球自然表面   B. 大地水准面   C. 参考椭球面   D. 地球椭球面 

20.（2020 年）椭球面上两点间距离最短的线是（ ）。 

A. 直线     B. 大圆弧    C. 大地线    D. 法截线 

21.（2020 年）已知高斯坐标系下某点横轴坐标 Y=19123456.789，则该点横轴坐标原始值 y 是（ ）。 

A. 19123456.789   B. 123456.789   C. -376543.211   D. -576543.211 

22.（2020 年）高斯-克吕格投影属于（ ）。 

A. 椭圆柱投影   B. 圆锥投影    C. 方位投影    D. 任意投影 

23.（2020 年）利用三个平面公共点，可以列出坐标转换的方程个数是（ ）。 

A. 2      B. 4      C. 6      D. 9 

24.（2020 年）若某地中央经线为 114°，则下列地区在高斯投影中长度变形最小的是（ ）。 

A. 经度为 114°30′的赤道地区      B. 经度为 114°30′的中、高纬度地区 

C. 经度为 113°的赤道地区       D. 经度为 113°的中、高纬度地区 

25.（2020 年）实地测得 A、B 点间斜距为 2km，则该斜距投影到高斯面上应进行的改正有（ ）。 

A. 高差改正    B. 水准面不平行改正  C. 投影到椭球面改正 D. 投影到大地水准面改正 

E. 投影到高斯面改正 

26.（2021 年）以下哪个坐标系所采用的的地球椭球长半径为 6378140 米（ ）。 

A. 1954 北京坐标系  B. 1980 西安坐标系  C. WGS84 坐标系 D.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7.（2021 年）以下哪一项是高斯-克吕格投影的特点（ ）。 

A. 保持面积不变   B. 保持长度不变   C. 保持角度不变   D. 保持方位不变 

28.（2021 年）过地面一点的铅垂线和法线之间的夹角称为（ ）。 

A. 子午线收敛角   B. 垂线偏差    C. 磁偏角    D. 大地方位角 

29.（2021 年）在地面上测量两点间的水平距离为 1km，两点的平均高程为 64m，则该边长归算到椭球面

上会（ ）。 

A. 减少 2.0 cm   B. 减少 1.0 cm   C. 增加 2.0 cm   D. 增加 1.0 cm 

30.（2021 年）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规定，线路轨道面平均高程的边长高程投影长度变形和高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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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长度变形的综合变形值不应大于 15mm/km，假设高程投影长度不变形，则距离中央子午线多远距离以

内满足要求（ ）。 

A. 30     B. 35     C. 40     D. 45 

31.（2022 年）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A 点的坐标为（100，100），B 点的坐标为（100，300），C 点的坐

标为（200，200），求边长 SAC 和 SBC的长度（ ）。 

A. 100，100    B. 100，100√2   C. 100，200√2   D. 100√2，100√2 

32.（2022 年）用水平面代替水准面，在 500 米的距离时引起的高程误差为（ ）。 

A. 1      B. 2      C. 3      D. 4 

33.（2022 年）下列属于高斯投影特征的是（ ）。 

A. 投影后长度不变        B. 投影后角度不变 

C. 投影后中央子午线长度不变      D. 投影后赤道长度不变 

E. 投影后方位角不变 

 

 

[ 参考答案 ] 

1. D。西安 80 坐标系的大地原点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水准原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观象山。 

2. ABC。本节 3.1（2）②中的内容。 

3. ABDE。根据本节 3.1（2）②可知，C 选项中的“地球磁极”错误，应该是地球参考极。 

4. C。高斯投影采用横切椭圆柱投影，是一种正形投影（也称等角投影）。 

5. B。1985 国家高程基准水准原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观象山，高程为 72.2604m。 

6. ACDE。根据本节 1 中的描述可知，时间基准不属于大地测量的任务。 

7. A。根据表 1.1.1 可知，CGCS 椭球的扁率和 WGS84 椭球的扁率不同。 

8. D。高斯投影是一种正形投影，正形投影的变形与方向无关，与位置有关。 

9. D。参见图 1.1.8，测量坐标系的坐标轴和象限如何划分。 

10. BC。同第 6 题。 

11. ABE。中央子午线是高斯平面坐标系的参数，大地水准面是高程系统的参数。 

12. B。从 y 坐标的可以得出该点位于第 20 带，然后根据本节 4.1（3）中的知识可以求出其中央子午线经

度。 

13. A。世界协调时（UTC）是把原子时的秒长和 UT 的时刻结合起来的一种时间。 

14. B。2.4 中的内容。 

15. B。利用 4.1 中的公式可以计算出答案。 

16. A。由 4.2（4）中的知识可知，二维坐标转换有两个平移参数（x0 , y0），一个旋转参数（α），一个

尺度变化参数（m），至少需要两个公共点。 

17. A。由 4.2（2）中的知识可知，高斯正算是由大地坐标（B , L）向高斯平面坐标（x , y）转换。 

18. D。4.1（3）中的知识，高斯平面直角坐标横坐标前加带号，坐标原点向西移动 500km。 

19. B。测量工作外业基准面是大地水准面，内业基准面是椭球面。 

20. C。2.2 中的原文。椭球面上两点间距离最短的曲线叫大地线。 

21. C。4.1 中高斯坐标的基础知识。横坐标前要加带号，坐标原点向西移动 5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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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4.1 中高斯投影的概念。高斯投影是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是正形投影的一种。 

23. C。4.2 中的知识。由于是平面点，所以是平面坐标转换，一个点可以列出 2 个方程，3 个点可以列出

6 个方程。 

24. B。4.1 中高斯投影的性质，在同一纬线上，离中央经线越远则变形越大；在同一经线上，纬度越低变

形越大。 

25. ACE。2.3 中的知识。 

26. B。表 1.1.1 中的内容。 

27. C。高斯投影是等角投影，角度没有变形。 

28. B。2.3（1）垂线偏差的概念。 

29. B。2.3（2）中的公式。 

30. A。2.3（2）中的公式。 

31. D。 

32. B。2.4 中的内容。 

33. BC。4.1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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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传统大地控制网 

→ 传统的大地控制测量方法（三角测量、导线测量）在大地测量领域已经被 GPS 所取代。案例考试应不

会涉及。 

重要指数：★★★☆☆ 

 

1 概述 

与现代 GPS 测量不同，采用传统大地测量技术建立平面大地控制网是通过测角、测边来推算大地控

制网点的坐标。其方法有：三角测量法、导线测量法、三边测量法和边角同测法。 

（1）三角测量：三角测量指采取测角方式测定各三角形顶点坐标的方法建立大地控制网。其结构强

度高、检核条件多、网状分布、控制面积大、精度高、地形限制小；缺点是隐蔽地区布网困难、边长精度

不均、距起始边越远精度越低，但在网中适当位置加测起算边和起算方位角，就可以控制误差的传播，弥

补这个缺点。三角测量法是我国建立天文大地网的主要方法。 

→ 之所以叫天文大地网，是因为网中每隔一定距离选取若干大地点测定天文经纬度和天文方位角，防止

误差的累积。 

（2）导线测量：导线测量是指通过测量导线的边长和转角来推算坐标，从而建立大地控制网的方法。

其导线布设灵活、边长精度均匀、应用普遍；缺点是检核条件少、结构强度低、控制面积小。我国在西藏

地区天文大地网布设中主要采用导线测量法。 

（3）三边测量和边角同测法：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2 三角测量 

2.1 三角网布设的原则 

分级布网、逐级控制，有足够的精度和密度，有统一的规格。 

图 1.2.1 一、二等三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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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高精度的稀疏的一等三角锁网，纵横交叉的布满全国，形成统一坐标系统骨干网。然后，按不同

地区、不同特点的实际需要，再分别布设二、三、四等三角网。一等三角网段长 200km 左右，平均边长平

原地区在 20km 左右，山区 25km 左右。二等三角网平均边长在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为 8km 左右，其他地

区 13km 左右。 

一等三角锁采用单三角锁，三角形应尽量接近于等边三角形，任何角不应小于 40°，采用中点多边形

或大地四边形或采用三角网形式布设时，任一推算路线的传距角不得小于 30°。 

二等三角网和一等三角锁以连续三角网形式联接。二等三角网中的三角形的内角不得小于 30°，对地

形复杂等困难地区的个别三角形内角可放宽至不小于 25°。 

三、四等三角网以连续三角网形式或插点或插网形式，在一等或二等控制点下进行加密。三、四等三

角网中任一三角形的内角都不得小于30°，受地形限制等困难地区，个别三角形内角可放宽至不小于25°。 

2.2 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 

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系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此网 1952 年起布测，1978 年完成，历时 26 年。1978

年 4 月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谋部测绘局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联合进行中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 

全国天文大地网整体平差于 1978 年至 1984 年期间完成，平差的技术原则如下： 

（1）地球椭球参数。采用 1975 年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推荐椭球，即 IAG75 椭

球。 

（2）坐标轴指向。1980 国家大地坐标系的椭球短轴平行于由地球质心指向 1968.0 地极原点的方向，

首子午面平行于格林尼治平均天文台的子午面。 

（3）椭球定位。 以中国范围内高程异常平方和最小为条件进行椭球定位。1954 年北京坐标系的椭球

定位，在中国范围内椭球由西向东倾斜，在东部低于大地水准面最大达 67 米。这次定位，有两条零等值

线穿过中国东部和西部，一般地区高程异常值均在 + 20 至 - 20 米之间，达到了地球椭球与中国大地水准

面较好的拟合。 

（4）大地原点。确定大地原点设立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 

此次建立的 1980 西安坐标系，地球椭球参数科学，椭球指向明确，大地水准面和椭球面符合较好，

有明显的优越性。建立了我国自己的 1980 国家大地坐标系，并为精化地心坐标提供了条件。 

中国国家天文大地网规模之大、网形之佳和质量之优，在全世界居于前列；布设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

这是我国测绘界几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此项目于 1984 年获国家测绘局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5 年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3 光学经纬仪和全站仪的介绍 

（1）光学经纬仪 

光学经纬仪是用于测量水平角和竖直角的精密光学仪器，广泛应用于工程测量、大地测量和计量工作

中。光学经纬仪按标称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分为 DJ07、DJ1、DJ2、DJ6、DJ30，数字代表测角精度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下表为各等级光学经纬仪及主要用途。 

表 1.2.1 光学经纬仪标准型号分类 

仪器等级 DJ07 DJ1 DJ2 DJ6 DJ30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

偏差（"） 
≤ 0.7 ≤ 1 ≤ 2 ≤ 6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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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途 一等三角、天文测量 一、二等三角测量 三、四等三角测量 地形控制 普通测量 

（2）全站仪 

全站仪按照其标称的角度测量标准偏差 mβ划分为 4 级，不同等级的全站仪对测距标准偏差又有相对

应的要求，见下表。 

表 1.2.2 全站仪分级 

等级 Ⅰ Ⅱ Ⅲ Ⅳ 

mβ范围（"） mβ ≤ 1.0 1.0 ≤ mβ ≤ 2.0 2.0 ≤ mβ ≤ 6.0 6.0 ≤ mβ ≤ 10.0 

测距标准偏差（mm） ±（1 + 1 × 10-6
·D） ±（3 + 2× 10-6

·D） ±（5 + 5× 10-6
·D） 

注：D 为距离。 

2.4 水平角观测 

（1）水平角观测方法 

水平角观测一般采用测回法、方向观测法、分组方向观测法和全组合观测法。 

① 测回法 

只有两个观测方向时采用测回法。检核的限差有半测回较差、测回间较差。 

② 方向观测法 

方相观测法用于三、四等三角网或二等低觇标三角网的观测，测站应检核的限差有半测回归零差、一

测回内 2C 互差、同方向各测回互差。 

→ 2c 值是视准轴误差的两倍，因视准轴不垂直于横轴而产生，2c = 盘左读数 -（盘右读数±180°），

2c 值本身为一常数，各方向的 2c 值的变化是观测误差引起的，2c 值可作为观测质量检查的一个标准。 

图 1.2.2 方向观测法 

如上图所示方向观测法观测流程如下：选择 A 方向为零方向，上半测回在盘左观测，先照准零方向 A，

然后顺时针依次照准 B、C、D 方向；下半测回用盘右逆时针依次观测 D、C、B、A 方向，上下半测回合

称一测回。 

若上半测回依次观测了各方向之后再观测一次零方向，即观测顺序为 A、B、C、D、A，则称为全圆

方向观测法。当观测方向数大于 3（包括零方向）时，应采用全圆方向观测法。 

③ 分组观测法 

当观测方向多于 6 个时，采用分组方向观测法。分组时，每组包含的方向数应大致相等；组之间要至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0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2 节 传统大地控制网 

少联测 2 个共同方向，其中 1 个方向应是共同的零方向。 

④ 全组合观测法 

在一等三角网或高觇标二等三角网观测时采用全组合观测法，观测所有组合角（如图 1.2.3 所示）。 

组合角个数： 

K = n ( n-1 ) / 2 

式中 n 为方向数。 

图 1.2.3 全组合观测法 

使用方向观测法时，观测要求见下表。 

表 1.2.3 三角网观测要求 

等级 仪器 方向观测法测回数 半测回归零差 一测回内 2C 互差 三角形最大闭合差 

二等 
DJ07 12 5" 9" 

3.5" 
DJ1 15 6" 9" 

三等 

DJ07 6 5" 9" 

7.0" DJ1 9 6" 9" 

DJ2 12 8" 13" 

四等 

DJ07 4 5" 9" 

9.0" DJ1 6 6" 9" 

DJ2 9 8" 13" 

（2）水平角观测误差 

水平角观测误差主要来源于仪器误差、外界条件引起的误差、观测过程中的人为误差三个方面。 

① 仪器误差 

1）视准轴误差：视准轴是十字丝中心与物镜光心的连线。视准轴与横轴不正交的误差称为视准轴误

差。用盘左、盘右观测来削弱。 

→ 《三角测量规范》规定一个测回内不得重新调焦，目的是避免由于调焦引起视准轴位置发生变化。 

2）横轴（水平轴）倾斜误差：横轴与竖轴不正交的误差。可用盘左、盘右观测来削弱。 

3）竖轴（垂直轴）倾斜误差：竖轴与测站铅锤线不一致误差。不能通过盘左、盘右观测来削弱。 

以上三个误差称为经纬仪三轴误差。理论上经纬仪三轴的关系是：竖轴与铅垂线重合，横轴与竖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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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视准轴与横轴正交。水准管轴应垂直于竖轴，圆水准器轴应平行于竖轴。 

图 1.2.4 经纬仪三轴的关系 

除上述误差之外，仪器误差还包括测微器行差、照准部及水平度盘偏心差、度盘和测微器分划误差等，

还包括在观测过程中转动仪器时，可能产生照准部转动时的弹性带动误差，脚螺旋的空隙带动差，水平微

动螺旋的隙动差等。 

② 外界条件引起的误差 

外界条件主要是指观测时大气的温度、湿度、密度、太阳的照射方位、地形、地物等因素。 

大气折光指光线因通过的区域大气密度不同产生折射，分为水平折光和垂直折光。水平折光误差主要

的削弱办法有保证视线离开障碍物一定距离、采用不同时间段观测、选择良好观测时间、缩短边长等方式。 

水平折光的规律如下：白天和夜间折光误差绝对值趋于相等，符号相反；视线越靠近地物（或通过距

离越长），水平折光影响越大；引起空气密度不均匀的地物越靠近测站，水平折光影响就越大。 

③ 观测过程中的人为误差 

包括仪器整平误差、对中误差、照准误差、读数误差等等。 

2.5 三角高程测量 

三角高程测量是通过两点间的距离和垂直角，利用三角公式推求其高差，确定待定点高程的技术和方

法。在传统大地测量中，三角高程是测定各等级大地点高程的基本方法。各等级所有三角边和导线边均须

对向观测垂直角，用于推算高程。 

（1）观测方法 

垂直角观测方法有中丝法、三丝法两种。各等级三角点上每一方向按中丝法观测时应测四测回，三丝

法观测时应测两测回。 

→ 中丝法：以望远镜十字丝的水平中丝为准，照准目标测定垂直角。 

三丝法：以望远镜三根水平丝为准，依次照准同一目标来测定垂直角。 

如图 1.2.5 可看出，A、B 两点间的高差为： 

h12 = BF = MC + CE + EF - MN -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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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F 为仪器高 i；NB 为照准点的觇标高度 v；CE 和 MN 为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的影响，可表示为： 

CE =  
1

2R
S02   ,       MN =  

K
2R

S02 

K 称为大气垂直折光系数。 

将图中的三角形 PCM 视为直角三角形，可得 MC 为： 

MC =  S0tanα 

将各项代入原式，得 A、B 两点的高差为： 

h12  =  S0tanα + 
1

2R
S02  +  i −  

K
2R

S02  −  v 

=  S0tanα + 
1 − K

2R
S02  +  i −  v 

令式中
1−K
2R

= C，C 一般称为球气差系数，则上式可写成： 

h12  =  S0tanα +  CS02  +  i −  v 

上式就是单向观测计算高差的基本公式。式中，竖角α、仪器高i和觇标高v，均可由外业观测得到。S0为水

平距离。 

图 1.2.5 三角高程测量（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的影响） 

→ 大气折光影响：由于空气密度随着所在位置的高程而变化，越到高空其密度越稀，当光线通过由下而

 上密度均匀变化的大气层时，光线产生折射，形成一凹向地面的连续曲线，这称为大气折光。 

 地球曲率影响：由于地球曲率的影响，过仪器中心的水平线是一条曲线。 

通过直接观测的垂直角计算出的高差，需要减去垂直折光的影响，再加上地球曲率的影响。 

（2）大气垂直折光及其减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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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角高程测量中，折光系数的变化很复杂，完全准确地掌握其变化规律比较困难，只能根据实验资

料概括出一般规律。实践经验证明，折光系数在一天之内的变化情况是：中午附近最小，并且比较稳定，

日出日落时最大，而且变化较快。 

在实际作业中，如果有必要，则应准确地测定某一区域规定作业时间内的平均折光系数，用于计算各

个单向观测高差。 

此外，可以采取选择有利观测时间、采用对向观测方法、提高视线的高度、利用短边传算高程等措施

减弱大气垂直折光影响。 

→ 竖直角测量中有一个指标差的概念，指标差是垂直度盘读数指标的实际位置与正确位置之差，由于指

标线偏移，当视线水平时，竖盘读数不是恰好等于 90°或 270°上，而是与 90°或 270°相差一个 x 角，

称为竖盘指标差。在较短时间内，指标差变化很小，可视为“常数”，其对高度角观测的影响，将在盘

左、盘右两个位置观测的结果平均值中消去。对于 J2 级经纬仪（垂直度盘 0° - 360°全圆注记）指标

差 x 的计算公式为 x =（L + R - 360°）/ 2。L 为盘左读数，R 为盘右读数。 

2.6 三角点观测流程 

（1）三角点观测流程 

① 准备工作：安装仪器，确定仪器整置中心，测定测站点和照准点归心元素，设置测伞，整置仪器，

选择零方向，编制观测度盘表。 

② 在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即可开始观测工作。 

③ 在完成观测工作后，离开本点前，应对观测成果进行详细的检查、整理和计算。 

（2）三角测量外业验算 

外业验算应包括：检查观测手簿、归心投影用纸；编制已知数据表和绘制三角锁图；三角形近似球面

边长和球面角超计算；归心改正计算，并将观测方向值化至标石中心；分组观测值平差；三角形闭合差和

测角中误差计算；近似坐标和曲率改正计算；极条件闭合差、基线条件闭合差、方位角条件闭合差计算等。 

2.7 方向观测的补测 

当方向数多于三个时，方向观测一测回中可以暂时放弃不宜观测的方向，放弃的方向数不得超过应测

方向数的三分之一，补测放弃的方向可只联测零方向。 

2.8 超限观测值的重测 

超出规定限差的完整测回都要重测。 

方向观测法一测回中，如重测方向数超过 1/3，则应重测整测回。 

方向观测重测只须联测零方向。 

测回互差超限，除明显的孤值外，一般都应对称重测该组观测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孤值指某个观测值明显偏离其他观测值。  

 
3 导线测量 
 3.1 导线的布设 

根据测量的夹角和边长，推算出平面坐标的方法称为导线测量。导线是布设国家水平大地控制网的方

法之一，导线测量分一、二、三、四等，其布设原则与三角测量类似。一、二、三、四等导线测角、测边

的精度要求，应使导线推算的各元素精度与相应等级三角锁网推算精度大体一致。 

一、二等导线一般沿主要交通干线布设，纵横交叉构成较大的导线环，几个导线环连接成导线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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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2 节 传统大地控制网 

四等导线是在一、二等导线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密，应布设为附合导线。 

图 1.2.6 导线的布设形式 

3.2 导线网的精度要求 

表 1.2.4 三、四等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边长范围

（km） 

附合导线长

度（km） 

测角中误

差（"） 

测边相对

中误差 

导线全长相

对闭合差 

方位角

闭合差 

水平角观测测回数 

DJ1 DJ2 

三 3-10 ≤100 1.5 1:15 万 1/6 万 n3±  9 12 

四 1-5 ≤50 2.5 1:10 万 1/4 万 n5±  6 9 

三、四等导线最弱边边长相对中误差和方位角中误差 

等级 边长相对中误差 方位角中误差 

三 1:7 万 ±2.5" 

四 1:4 万 ±4.5" 

→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指控制网中精度最差的边长相对中误差。 

3.3 导线边方位角中误差 

（1）一端有已知方位角（支导线）的最弱边方位角中误差计算公式为 

（2）两端有已知方位角（附合导线）的最弱边方位角中误差计算公式为 

式中，mT0为已知边方位角中误差，mTn为一端有已知方向的最弱边方位角中误差，mT 中为两端有已知

方向的最弱边方位角中误差，mβ为测角中误差，n 为边数。 

3.4 导线测量程序 

（1）选点、造标和埋石 

选点时导线边沿线的地形必须适合光电测距，应注意两端点量测的气象数据对于整个测线有较好的代

22
0Tm βnmmTn +±=

4
)1(

2
mm

22
T0

T
βmn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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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导线点最好设在交通线附近的小山头上，以利测角、测距，及以后的发展，导线两端点的高差不宜

过大。 

（2）边长测量 

一、二等导线边用长程测距仪观测，光电测距仪标称精度不得低于（5+1×10-6.D）mm，测程不得短

于 15km。距离测量的技术要求见下表。三、四等导线边采用中程测距仪，测程可选用 3-15km。 

表 1.2.5 一、二等导线边距离测量的技术要求 

项目 一、二等导线边距离测量 

每边观测总测回数 16 

最少观测时间段 往返测或者不同时间段观测 

每时间段观测的最多测回数 10 

同时间段气象改正后测回互差限值 20 mm 

一测回读数次数 4 

一测回读数互差限值 20 mm 

不同时间段气象改正和归心改正后测回互差限值（mm） 5 + 3S（S 单位为 km） 

→ 电磁波测距的改正：电磁波测距是在地球自然表面上进行的，所得长度是距离的初步值，还应对其进

行一系列改正计算。这些改正计算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仪器系统误差改正，二是电磁波在大气传输时的

改正，三是归算改正。 

仪器系统误差改正包括：加常数改正、乘常数改正和周期误差改正。 

① 加常数改正：即仪器安置中心和距离起算中心不一致产生的固定误差改正。 

② 乘常数改正：实际的调制电磁波频率与标准值的差值会产生比例误差改正。 

③ 周期误差改正：测距仪内部的光电信号串扰引起的以一定距离为周期重复出现的误差。 

电磁波在大气中传输时受气象条件的影响很大，所以要进行大气改正。 

① 气象改正：电磁波传播速度受温度、气压、湿度等气象因素的影响。 

属于归算方面的改正主要是两化改正（第 1 节中学习过）。如果有偏心观测的成果，还要进行归心改

正。对于较长距离（10km 以上），有时还要加入波道弯曲改正。 

① 归心改正：测站中心和仪器安置中心不一致需加以改正。 

② 波道弯曲改正：长距离电磁波会因引力等因素产生弯曲，短距离测量可以忽略。 

（3）水平角观测 

当导线点上应观测的方向数为两个时，各等级均采用角观测法，即在总测回中，以奇数测回和偶数测

回分别观测导线前进方向的左角和右角。在导线交叉点上，应观测的方向多于两个时，对于一、二等导线

采用全组合测角法进行观测，对于三、四等导线采用方向观测法进行观测。水平角观测的各项限差，按相

应等级三角测量水平角观测限差规定执行。 

（4）垂直角观测 

垂直角观测方法和各项限差要求等均与三角测量之垂直角观测方法完全相同。各等级导线点上对每一

方向按中丝法测六测回或按三丝法测三测回观测。 

（5）外业概算 

导线测量外业概算主要是为检核野外角度观测、边长测量的质量，并为平差计算做准备。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6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2 节 传统大地控制网 

3.5 单一附合导线的近似平差计算 

通常情况下，导线平差应进行严密平差，但对于二级及其以下等级的图根导线允许对以单一导线、单

结点导线网采用近似平差方法进行计算。导线近似平差的基本思路是将角度误差和边长误差分别进行平差

处理，先进行角度闭合差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坐标闭合差的分配。 

单一附合导线采用近似平差计算的案例：如图所示，A、B、C、D 是已知点，起始边的方位角 αAB和

终止边的方位角 αCD 为已知，外业观测资料为导线边距离和各转折角。 

（1）计算角度闭合差 

以左角计算： °•−β+α=α ∑ 180n' ABCD  

以右角计算： °•+βα=α ∑ 180n-' ABCD  

闭合差： CDCDf ααβ −= '  

（2）分配角度闭合差：如果观测的是左角，则将角度闭合差反号平均分配到各左角上；如果观测的

是右角，则将角度闭合差同号平均分配到各右角上。 

（3）以改正后的角值计算各边坐标方位角。 

（4）用坐标方位角和距离观测值计算坐标增量。 

（5）根据已知点计算坐标增量闭合差。 

（6）将坐标增量闭合差按距离反号分配至各边，然后计算改正后的坐标增量。 

（7）计算改正后各点坐标，最终计算得到的 C 点坐标应和已知坐标相同。计算表格如图 1.2.8。 

图 1.2.7 附合导线计算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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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附合导线计算表格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利用全站仪在某测站进行水平角观测，当下半测回归零方向的 2C 互差超限时，正确的处理

方式是（ ）。 

A. 重测下半测回    B. 重测零方向   C. 重测该测回    D. 重测该测站 

2.（2013 年）规范要求，用方向法进行水平角观测时，方向数超过 3 个应归零。“归零”是指（ ）。 

A. 半测回结束前再观测一次起始方向    B. 半测回结束后将度盘位置调到 0º00'00" 

C. 一测回结束后将度盘位置调到 0º00'00"   D. 一测站结束前再观测一次起始方向 

3.（2013 年）使用 DJ1 型经纬仪采用方向法观测进行三等三角观测，应测（ ）个测回。 

A. 6      B. 9      C. 12      D. 15 

4.（2013 年）一、二等导线测量中，同时间段经气象改正后的距离值测回互差限差为（  ）mm。 

A. ±5       B. ±10      C. ±15     D. ±20 

5.（2014 年）1 秒级经纬仪观测某角度（秒值）6 测回成果如表所示，测回互差限差为 5"。则下列测量数

据取舍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测回号 1 2 3 4 5 6 

角观测值（"） 26.15 26.70 25.55 31.30 24.60 25.60 

A. 6 个测回全部采用         B. 舍去第 4 测回，重新补测至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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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舍去第 4、5 测回，重新补测至合格     D. 舍去第 3、4、5 测回，重新补测至合格 

6.（2015 年）一等三角点测量中，要求日夜观测时段数要符合一定比例，其主要目的是消弱（ ）。 

A. 旁折光影响    B. 望远镜照准误差  C. 水平度盘的刻划误差  D. 归零差 

7.（2015 年）三角高程垂直角观测的最佳时间段为（ ）。 

A. 日出前后     B. 日落前后    C. 上午 10 至 11 点   D. 中午前后 

8.（2015 年）经纬仪的主要三轴指（ ）。 

A. 横水准器轴    B. 垂直轴     C. 水平轴     D. 圆水准器轴   

E. 视准轴 

9.（2015 年）三角高程测量中，能有效地减弱大气垂直折光影响的方法有（ ）。 

A. 照准目标打回光   B. 上下午对称观测  C. 选择最佳观测时间  D. 对向观测 

E. 提高观测视线高度 

10.（2016 年）理论上，与经纬仪圆水准轴正交的轴线是（ ）。 

A. 视准轴     B. 横轴      C. 竖轴     D. 铅垂线 

11.（2016 年）经纬仪测角时出现视差的原因是（ ）。 

A. 仪器校正不完善         B. 十字丝分划板位置不准确 

C. 目标成像与十字丝面未重合      D. 物镜焦点误差 

12.（2016 年）下列检查项目中，经纬仪观测水平角时需进行检验的有（ ）。 

A. 棱镜加常数检验   B. 指标差检验   C. 横轴误差检验   D. 垂直轴误差检验 

E. 视准轴误差检验 

13.（2016 年）下列改正项中，高精度电磁波测距成果必须加的改正项有（ ）。 

A. 气象改正     B. 仪器加常数改正   C. 旁折光改正    D. 重力异常改正  

E. 仪器乘常数改正 

14.（2017 年）下列测量误差中，不会对三角网角度测量产生影响的是（ ）。 

A. 对中误差    B. 读数误差    C. 照准误差    D. 电离层误差 

15.（2017 年）某经纬仪的型号为 DJ2，其中“2”的含义是（ ）。 

A. 该仪器的一测回测角中误差为±2″     B. 该仪器的一测回方向中误差为±2″ 

C. 该仪器的半测回测角中误差为±2″     D. 该仪器的半测回方向中误差为±2″ 

16.（2018 年） 用 J2 经纬仪观测某方向的垂直角，盘左读数为 89°59′30″，盘右读数为 270°00′18″，则该

仪器的指标差为（ ）。 

A. +24″     B. -24″     C. +6″     D. -6″ 

17.（2018 年）两台全站仪进行三角高程对向观测，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 ）。 

A. 仪器沉降影响   B. 大气折光影响   C. 潮汐影响    D. 磁场影响 

18.（2019 年）下列大地测量工作中，需要精确测量仪器高度的是（ ）。 

A. 水准      B. 天文     C. 平面水平角    D. 单边三角高程 

19.（2019 年）数字经纬仪的视准轴，理论上应与其垂直的是（ ）。 

A. 水平（横）轴   B. 水准管轴    C. 圆水准器轴   D. 垂直轴 

20.（2019 年）四等以上水平角观测，宜在测回间重新整平，其目的是为了削弱仪器的（ ）。 

A. 2C 互差    B. 指标差    C. 纵轴误差    D. 度盘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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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19 年）全站仪进行水平角观测时，以下属于主要误差来源的有（ ）。 

A. 对中     B. 仪器沉降    C. 照准     D. 电离层 

E. 气象 

22.（2020 年）与全站仪垂直轴正交的面是（ ）。 

A. 大地水准面   B. 似大地水准面   C. 地球表面    D. 参考椭球面 

23.（2020 年）导线测量中，设 AB 的方位角为 134°，测得 B 点水平角（左角）∠ABC 为 89°，则 CB 的

象限角余角为（ ）。 

A. 43°     B. 44°     C. 46°     D. 47° 

24.（2020 年）采用方向观测法进行水平角观测，引起观测中某方向 2c 超限的原因有（ ）。 

A. 对中误差    B. 整平误差    C. 瞄准误差    D. 读数误差 

E. 温度变化 

25.（2020 年）单向观测三角高程测量中，大气折光改正和地球曲率改正的改正数的正负号分别是（ ）。 

A. 负，负    B. 负，正    C. 正，负    D. 正，正 

26.（2020 年）电磁波测距仪乘常数的变化主要与（ ）变化相关。 

A. 材质磨损    B. 测程     C. 频率     D. 电路延迟 

27.（2020 年）下列哪些测量方法在建立国家天文大地控制网时使用（ ）。 

A. 三角测量    B. 天文大地测量   C. GNSS 测量   D. 导线测量 

E.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28.（2021 年）三角高程测量中，提高精度的方法有（ ）。 

A. 对向观测垂直角  B. 采用微倾螺旋法  C. 提高观测视线高度  D. 采用全圆观测法 

E. 选择有利观测时间 

29.（2021 年）下列选项中，与测距仪加常数有关的是（ ）。 

A. 测距仪对中误差        B. 棱镜对中误差 

C. 温度、气压变化        D. 测距仪距离起算中心与安置中心不一致 

E. 棱镜有效反射面与安置中心不一致 

30.（2022 年）角度观测中，采用盘左盘右读取中数的方法不能消除的误差是（ ）。 

A. 对中误差    B. 视准轴误差   C. 横轴误差    D. 指标差 

31.（2022 年）已知边 AB 的方位角为 45°，观测 ABC 左角为 200°，则 BC 的方位角为（ ）。 

A. 45°     B. 75°      C. 65°     D. 85° 

32.（2022 年）下列关于经纬仪三轴关系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横轴垂直于纵轴              B. 圆水准器轴垂直于纵轴  

C. 视准轴垂直于横轴        D. 水准管轴垂直于竖轴 

 

[ 参考答案 ] 
1. C。2.8 中说超出规定限差的完整测回都要重测。 

2. A。根据 2.4 中的知识，当观测方向数大于 3（包括零方向）时，应采用全圆方向观测法。全圆方向观测

即半测回结束前再观测零方向。 

3. B。见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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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见表 1.2.5。 

5. B。孤值。舍去第 4 测回后便没有测回互差大于 5" 的。 

6. A。根据 2.4（2）中的知识，白天和夜间水平折光误差绝对值趋于相等，符号相反。故日夜观测是为了

消弱水平折光的影响。 

7. D。折光系数在一天之内的变化情况是：中午附近最小，并且比较稳定，日出日落时最大，而且变化较

快。 

8. BCE。2.4（2）中的内容。 

9. CDE。实际工作中可以采取选择有利观测时间、采用对向观测方法、提高视线的高度、利用短边传算高

程等措施减弱大气垂直折光影响。 

10. B。根据 2.4（2）中的知识，圆水准器轴应平行于竖轴，与竖轴正交的是横轴。 

11. C。ABD 是仪器问题，不属于视差。 

12. CDE。棱镜加常数只影响测距，指标差只影响垂直角。 

13. ABE。3.3 中的内容。 

14. D。电离层误差是 GPS 测量中的误差。 

15. B。2.3 中的内容。光学经纬仪按标称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分为 DJ07、DJ1、DJ2、DJ6、DJ30，

数字代表测角精度（一测回方向中误差）。 

16. D。根据 2.5 中的知识，指标差 x =（L + R - 360°）/ 2，计算得出答案为 - 6"。 

17. B。2.5 中的内容，采用对向观测方法可以减弱大气垂直折光影响。 

18. D。由 2.5 中三角高程计算公式可知三角高程测量需要仪器高。 

19. A。2.4（2）三轴关系的知识。经纬仪与视准轴垂直的是横轴（水平轴）。 

20. C。根据选项中几种误差的概念可得出答案，C 选项是竖轴与测站铅锤线不一致误差，整平可削弱。 

21. ACE。A 对中和 C 照准肯定影响水平角读数，D 电离层是 GPS 测量中的误差，B 仪器沉降不影响水平

角读数，E 气象有些争议，也是会影响水平角的读数。 

22. A。2.4 中轴系关系的知识。全站仪垂直轴与铅垂线一致，铅垂线与大地水准面正交。 

23. D。3.5 中导线计算公式。以左角计算，BC 的方位角等于 134+89-180=43。BC 的方位角等于 43°，则

CB 的象限角为 43°，象限角的余角为 90-43=47°。 

24. CDE。AB 不影响 2C 值，C 读数或者 D 瞄准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起 2C 的变化，E 温度变化也可能影

响。 

25. B。2.5 中的内容。 

26. C。3.4 中介绍到了电磁波测距的改正，其中乘常数改正是电磁波频率与标准值的差值产生比例误差改

正。 

27. ABD。1 中提到三角测量和导线测量在建立天文大地网的时候使用，之所以叫天文大地网，是因为网中

选取若干大地点测定天文经纬度和天文方位角。 

28. ACE。同第 9 题。 

29. DE。D 选项即为测距仪加常数的定义，其他选项都不对。 

30. A。2.4 和 2.5 中的知识。 

31. C。3.5 中的内容。 

32. B。2.4 中经纬仪三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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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卫星大地控制网 

→ 在大地测量中，卫星大地控制测量已经取代了传统大地控制测量，是现今大地控制网的主要测量手段，

所以本节在综合能力和案例分析中都是重要考点。 

 重要指数：★★★★★ 

 
1 概述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泛指所有的卫星导航系统，主要包括

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欧洲的 Galileo 以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 

→ GPS 是第一个卫星导航系统，这里主要介绍 GPS，其它原理相通。 

GPS 是英文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的简写。GPS 导航系统的基本原理是测量

出已知位置的卫星到用户接收机之间的距离，然后综合多颗卫星（至少 4 颗）的数据，采用空间距离后方

交会的方法，求出接收机的具体位置。卫星的位置可以根据星载时钟所记录的时间在卫星星历中查出，而

用户到卫星的距离则通过记录卫星信号传播到用户所经历的时间，再将其乘以光速得到。 

→ 前方交会是在已知点上设站观测待定点，后方交会是在待定点上设站观测已知点。 

GPS 系统由空间部分、地面控制系统及用户设备部分组成。空间部分就是分布在地球上空的 GPS 卫

星，地面控制系统由主控站、监控站、注入站所组成，主控制站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春田市。地面控制系

统负责收集由卫星传回的信息，并计算卫星星历、相对距离，大气校正等数据。用户设备部分即 GPS 信

号接收机。 

图 1.3.1 GPS 系统的组成 

 

2 GPS 卫星星历及信号 

2.1 GPS 卫星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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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星历是描述卫星运动轨道的信息，也可以说卫星星历就是一组对应某一时刻的轨道参数及其变率。

有了卫星星历就可以计算出任意时刻的卫星位置及其速度。GPS 卫星星历分为预报星历和后处理星历。 

（1）预报星历 

预报星历又称广播星历。广播星历是由 GPS 系统的地面控制部分所确定和提供的，是 GPS 卫星播发

的无线电信号上载有预报一定时间内卫星轨道参数的电文信息。 

（2）后处理星历 

后处理星历是一些国家某些部门根据各自建立的卫星跟踪站所获得的对 GPS 卫星的精密观测资料，

计算得到的卫星星历，它可以向用户提供在用户观测时间内的卫星星历。由于这种星历是在事后向用户提

供的在其观测时间内的精密轨道信息，因此可称为后处理星历或精密星历。这种星历不是通过 GPS 卫星

的导航电文向用户传递，而是需要用户从专门的网站根据 GPS 周进行下载。 

→ 精密星历包括 igs（最终精密星历）、igr（快速精密星历）、igu（预报精密星历）三种 IGS 提供的星

历类型，用户可根据数据处理目的下载使用。 

2.2 GPS 测距信号 

GPS 测距可以使用 C/A 码、P 码和载波。 

C/A 码是粗码，用于民用。P 码是精码，用于军用。GPS 接收机对码的量测可得到卫星到接收机的距

离，假设卫星钟和接收机钟严格保持同步，根据卫星信号的发射时间与接收机接收到信号的接收时间就可

以得到信号的传播时间，再乘以传播速度就可以得到卫地距离。然而两个时钟不可避免存在钟差，且信号

在传播过程中还有大气传播误差，所以把通过这种方法直接测得的距离称为伪距。对 C/A 码测得的伪距称

为 C/A 码伪距，精度约为 10 米左右，对 P 码测得的伪距称为 P 码伪距，精度约为 2 米左右。 

载波相位测量技术是目前高精度定位的主要方法。载波是 GPS 信号的传输载体，分为 L1 载波、L2

载波和 L5 载波（新增的民用载波），测距码调制在载波上。由于载波的波长大大小于 C/A 码，所以把载

波作为量测信号，对载波进行相位测量可达到很高的精度。但载波信号是一种周期性的正弦信号，而相位

测量又只能测定其不足一个波长的部分，因而存在整周数不确定性的问题，使得解算过程变得比较复杂。

确定整周未知数是载波相位测量的一项重要工作。 

 

3 GPS 误差及改正 

3.1 卫星部分误差 

（1）星历误差：指卫星星历产生的误差。通过把轨道作为未知数纳入计算、建立跟踪网、站间求差

等方式来改正。 

（2）卫星钟差。通过建立模型推算、站间求差等方式来改正。 

（3）相对论效应：卫星轨道面和椭球面之间因相对论效应导致时间不统一的误差。可根据轨道参数

在地面预先设置加以改正。 

3.2 信号传播部分误差 

（1）电离层误差：指 GPS 信号经过电离层时产生的误差。可通过 L1 和 L2 双频观测求差、模型改正，

短基线站间求差等方式改正。 

（2）对流层误差：指 GPS 信号经过对流层时产生的误差。通过引入参数求解，模型改正，直接测量

对流层影响、短基线站间求差等方式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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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路径效应影响误差：多路径效应指 GPS 信号经过地面反射被接收机接收从而影响正确信号产

生的误差。通过远离大面积水域、高层建筑和山坡等容易产生反射的地物，测站设在草地等吸收微波强的

地方，采用设置抑径板或扼流圈的天线，延长观测时间等方式改正。 

图 1.3.2 GPS 的误差来源 

3.3 接收机部分误差 

（1）接收机钟差。通过把各时刻接收机钟差当作未知数来解算、模型改正法、星间求差等方式改正。 

（2）接收机对中误差。通过使用强制对中装置削弱。 

（3）天线相位中心偏差：GPS 测量是以接收机天线的相位中心位置为准的，天线的相位中心与其几

何中心在理论上应保持一致。然而，天线的相位中心实际上是随信号输入的强度和方向不同而变化的，即

观测时相位中心的瞬时位置（一般称相位中心）与理论上的相位中心将不一致，这种偏差称为天线相位中

心位置偏差。通过天线方向保持正北、站间求差等方式削弱。 

→ 应注意通过 GPS 接收机同步观测可以削弱的误差有哪些。 

3.4 其他误差 

另外，还有地球自转、潮汐等因素也会导致 GPS 误差。 

 

4 GPS 的几种作业方式 

4.1 绝对定位（即单点定位） 

单点定位，不经过差分，精度较差。 

4.2 静态相对定位 

指将多台 GPS 接收机安置在各点，静止不动同步观测相同的 4 颗以上卫星，确定点的相对位置。这

种观测再经过互相求差，精度较高。但观测时间长，观测结束需事后解算才能获得结果。各等级 GPS 控

制网均采用静态相对定位的方式。 

4.3 实时动态定位（RTK） 

RTK（Real - time kinematic，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实时处理两个测站的载波相位观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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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准站采集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差分解算。RTK 是能够在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

测量方法，它采用了载波相位动态实时差分方法，是 GPS 应用的重大里程碑，它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工

程放样、地形测图等作业的效率。 

但是，RTK 在应用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基准站的有效作用距离。GPS 误差的空间相关性随基准站

和移动站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在超过 30km 后，经过差分处理后的数据仍然含有很大的误差。由此，

人们又提出了网络 RTK 技术。 

图 1.3.3 静态相对定位 

图 1.3.4 动态相对定位 

4.4 网络 RTK 测量（CORS） 

网络 RTK 是在某个服务区域内架设连续运行的基准站，在网络 RTK 技术中，单点 GPS 误差模型被

区域型的 GPS 网络误差模型所取代，即用多个参考站组成的 GPS 网络来估计一个地区的 GPS 误差模型，

并为网络覆盖地区的用户提供校正数据。目前常见的网络 RTK 技术有 VRS 和 MAC。 

（1）VRS 

虚拟参考站技术（VRS）是现有网络 RTK 技术的代表。采用 VRS 技术，必须包含至少 3 个基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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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通过组合所有的基准站的数据，确定整个 CORS 覆盖区域的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轨道误差

模型等。流动站作业时，需要将概略位置传给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利用与流动站位置最接近的 3 个参考站

的观测数据及误差模型，生成一个对应于流动站概略位置的虚拟参考站，然后将这个虚拟参考站的改正数

信息发送给流动站，流动站再结合自身的观测数据实时解算出其所在位置的精确坐标。 

（2）MAC 

主辅站技术（MAC）的数据处理中心播发给移动站的数据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主参考站的位

置信息及改正信息，另外一部分是辅参考站相对于主参考站的改正信息。一个参考站网中只有一个主站，

剩下的都是辅站，当然这个主站是不固定的。主辅站技术不需要用户播发位置信息，所以在这条通讯线路

上是单向通讯的。 

VRS 技术和 MAC 技术服务半径可以达到 40km 左右。 

 

5 接收机的检验 

GPS 接收机的检验分为：新购置的和修理后的 GPS 接收机的检定；使用中的 GPS 接收机的定期检

定。检验项目有： 

（1）GPS 接收机检视 

① GPS 接收机及天线外观是否良好，型号是否正确，主机与配件是否齐全。 

② 需固紧的部件是否有松动和脱落。 

③ 设备使用手册和后处理软件手册是否齐全。 

④ 后处理软盘数是否齐全。 

（2）GPS 接收机通电检验 

GPS 接收机与电源正确连接，然后进行以下检验： 

① 电源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 

② 按键和显示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③ 利用自测试命令检测仪器工作是否正常。 

④ 检验接收机锁定卫星时间的快慢，接收信号的信噪比及信号失锁情况。 

（3）GPS 接收机实测检验项目 

① GPS 接收机的内部噪声水平测试 

接收机的内部噪声是接收机内各种测距和测相误差的综合反映。此项测试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零基线

测试方法或者超短基线测试方法，并尽可能采用零基线测试方法。 

→ 零基线，指 2 台或多台接收机通过多路功分器接收来自同一天线的卫星信号，由此构成的基线。其理

论值为 0，比较测得值与真值之差，便可对接收机的质量作出评价。零基线检验法可以消除一系列 GPS

观测误差的影响，故可以真实的反映接收机的质量水平。超短基线指边长 5-10m 的基线。 

② 天线相位中心稳定性测试（使用中的 GPS 可不检） 

天线相位中心稳定性测试是测定天线相位中心与厂家提供的天线相位中心位置（天线几何对称轴线上

的位置）之差。 

③ 接收机野外作业性能及不同测程精度指标测试（使用中的 GPS 可不检） 

 此项检验可分为短基线检验和中长基线检验。短基线法在标准检定场上进行，测试结果与基线长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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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中长边检验在有检定场的情况下应采用基线比对法，如无检定场则可采用重复边检验和异步环检验。 

④ 接收机频标稳定性检验和数据质量的评价 

⑤ 接收机高低温性能测试（使用中的 GPS 可不检） 

（4）GPS 接收机附件检验 

（5）数据后处理软件验收和测试（使用中的 GPS 可不检） 

（6）接收机综合性能的评价（使用中的 GPS 可不检） 

 

6 GPS 控制网等级及其精度要求 

6.1 级别划分 

GPS 测量按照精度和用途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 

6.2 用途 

（1）用于建立国家一等大地控制网，进行全球性的地球动力学研究、地壳形变测量和精密定轨等的

GPS 测量应满足 A 级 GPS 测量的精度要求。 

（2）用于建立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建立地方或城市坐标基准框架、区域性的地球动力学研究、地

壳形变测量、局部形变监测和各种精密工程测量等的 GPS 测量，应满足 B 级 GPS 测量的精度要求。 

（3）用于建立三等大地控制网，以及建立区域、城市及及工程测量的基本控制网等的 GPS 测量，应

满足 C 级 GPS 测量的精度要求。 

（4）用于建立四等大地控制网的 GPS 测量应满足 D 级 GPS 测量的精度要求。 

（5）用于中小城市、城镇以及测图、地籍、土地信息、房产、物探、勘测、建筑施工等的控制测量

等的 GPS 测量，应满足 D、E 级 GPS 测量的精度要求。 

6.2 测量精度 

A 级 GPS 网由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构成，其精度应不低于下表的要求。 

表 1.3.1  A 级 GPS 网精度指标 

级别 
坐标年变化率中误差（mm/年） 

相对精度 地心坐标各分量年平均中误差/mm 
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 

A 2 3 10-8 0.5 

 B、C、D 和 E 级的精度应不低于下表的要求。 

表 1.3.2  B、C、D、E 级 GPS 网精度指标 

级别 
相邻点基线分量中误差/mm 

相邻点间平均距离/km 
水平分量 垂直分量 

B 5 10 50 

C 10 20 20 

D 20 40 5 

E 20 40 3 

用于建立国家二等大地控制网和三、四等大地控制网的 GPS 测量，在满足上表规定的 B、C 和 D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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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要求的基础上，其相对精度应分别不低于 1×10-7、1×10-6和 1×10-5。 

各级 GPS 网点相邻点的 GPS 测量大地高差的精度，应不低于上表规定的各级相邻点基线垂直分量的

要求。 

 

7 GPS 网布设 

7.1 GPS 控制网设计 

（1）技术设计 

GPS 网布测前应进行技术设计，以得到最优的布测方案。技术设计要考虑控制网的应用范围、分级方

式、精度要求、起算数据、坐标系统等因素。 

技术设计前应收集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必要时进行实地勘察。应收集的资料包括：测

区内已有的控制点资料以及已有的 GPS 站点资料；测区内的地形图、交通图、测区总体规划和近期发展

资料；如果需要，还要收集地震、地质资料、验潮站等资料。 

技术设计后应提交技术设计与专业设计书（附 GPS 点位设计图），以及野外踏勘技术总结。 

（2）GPS 布网方式 

① GPS 网图形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条件计算 

在进行 GPS 网图形设计前，必须明确有关 GPS 网构成的几个基本概念，掌握网的特征条件计算方法。 

1）几个基本概念 

观测时段：测站上开始接收卫星信号到观测停止，连续工作的时间段，简称时段。 

同步观测：两台或两台以上接收机同时对同一组卫星进行的观测。 

同步观测环：三台或三台以上接收机同步观测获得的基线向量构成的闭合环。 

异步观测环：由非同步观测获得的基线向量构成的闭合环。 

独立基线：除了多余观测基线以外的必要基线就是独立基线。对于 N 台 GPS 接收机的同步观测环，

其独立基线数为 N-1。 

非独立基线：除独立基线外的其它基线叫非独立基线，总基线数与独立基线之差即为非独立基线数。 

2）GPS 网特征条件的计算 

观测时段数：C = n × m / N  

式中：n 为观测总点数，m 为平均每点设站数，N 为接收机数。 

总基线数：J 总 = C × N × ( N - 1 ) / 2 

必要基线数：J 必 = n - 1 

独立基线数：J 独 = C × ( N - 1 ) 

多余基线数：J 多 = C × ( N - 1 ) - ( n - 1 ) 

② GPS 网的图形 

GPS 网以网型连接方式分为点连式、边连式、网连式、混合连接等模式。点连式同步环之间以点连接，

边连式同步环之间以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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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点连式 

图 1.3.6 边连式 

各级 GPS 网按观测方法可采用基于 A 级点、区域卫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临时连续运行基准站网等

的点观测模式，或以多个同步观测环为基本组成的网观测模式。网观测模式中的同步环之间，应以边连接

或点连接的方式进行网的构建。 

（3）分区设计和联测 

B、C、D、E 级 GPS 网的布测视测区范围的大小，可实行分区观测。当实行分区观测时，相邻分区

间至少应有 4 个公共点。在局部补充、加密低等级的 GPS 网点时，采用的高等级 GPS 网点点数应不少于

4 个。新布设的 GPS 网应与附近已有国家高等级 GPS 点进行联测，联测点数不应少于 3 个。各级 GPS

网点位应均匀分布，相邻两点最大间距不宜大于该网平均点间距的 2 倍。 

A、B 级网应逐点联测高程，C 级网应根据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要求联测高程，D、E 级网可依具体

情况联测高程。A、B 级网点的高程联测精度应不低于二等水准测量精度，C 级网点的高程精度应不低于

三等水准测量精度，D、E 级网点按四等水准测量或与其精度相当的方法进行高程联测。 

7.2 GPS 网点选址与埋石 

（1）各等级 GPS 点位的基本要求 

① 应便于安置接收设备和操作，视野开阔，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角不宜超过 15°。 

② 远离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如电视台、电台、微波站等），其距离不小于 200m；远离高压输电线

和微波无线电信号传送通道，其距离不应小于 50m。 

③ 附近不应有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件（如大型建筑物、大面积水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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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交通方便，并有利于其他测量手段扩展和联测。 

⑤ 地面基础稳定，易于标石的长期保存。 

⑥ 充分利用符合要求的已有控制点。 

⑦ 选站时应尽可能使测站附近的局部环境（地形、地貌、植被等）与周围的大环境保持一致，以减少

气象元素的代表性误差。 

A 级 GPS 点点位还应符合连续运行参考站网建设的有关规定。 

（2）其他相关要求 

① B 级点必须选在一等水准路线结点或一等与二等水准路线结点处，并建在基岩上，如原有水准结点

附近 3km 内无基岩，可选在土层上。 

② C 级点作为水准路线的结点时应选建在基岩上，如结点处无基岩或不利于今后水准联测，可选在土

层上。 

③ 需要水准联测的 GPS 点，应实地踏勘水准路线情况，选择联测水准点并绘出联测路线图。 

④ 点位周围有高于 10°的障碍物时，应绘制点的环视图。 

⑤ 一个网区选点完成后，应绘制 GPS 网选点图。 

（3）GPS 选点后应上交的资料 

① GPS 网点点之记、环视图； 

② GPS 网选点图（测区较小，选点、埋石与观测一期完成时，可以展点图代替）； 

③ 选点工作总结。 

（4）埋石的相关要求 

GPS 点标石类型分为天线墩、基本标石和普通标石。B 级 GPS 点应埋设天线墩，C、D、E 级 GPS

点在满足标石稳定、易于长期保存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各种天线墩应安置强制对中装置。强制对中装置的对中误差不应大于 1mm。 

埋设天线墩、基岩标石、基本标石时，应现场浇灌混凝土。普通标石可预先制作，然后运往各点埋设。 

点位所占用的土地，应得到土地使用者或管理者的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B、C 级 GPS 网点标石埋设后，至少需经过一个雨季，冻土地区至少需经过一个冻解期，岩层上标石

至少需经一个月后，方可用于观测。 

埋石后上交的资料： 

① GPS 点之记； 

② 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③ 标石建造拍摄的照片； 

④ 埋石工作总结。 

7.3 观测实施 

（1）基本技术要求 

各等级 GPS 网观测的基本技术规定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表 1.3.3 各等级 GPS 网观测的基本技术规定 

项目 B C D E 

卫星截止高度角（º） 10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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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观测有效卫星数 ≥4 ≥4 ≥4 ≥4 

有效观测卫星总数 ≥20 ≥6 ≥4 ≥4 

平均每点时段数 ≥3 ≥2 ≥1.6 ≥1.6 

时段长度 ≥23h ≥4h ≥60min ≥40min 

采样间隔（s） 30 10-30 5-15 5-15 

注 1：计算有效观测卫星总数时，应将各时段的有效观测卫星数扣除其间的重复卫星数。 

注 2：观测时段数≥1.6，指采用网观测模式时，每站至少观测一时段，其中二次设站点数应不少于 GPS 网总点数的

60%。 

注 3：采用基于卫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点观测模式时，可连续观测，但观测时间应不低于表中规定的各时段观测时间

的和。 

（2）仪器台数和异步环边数的要求 

表 1.3.4 同步观测接收机台数 

等级 B C D、E 

同步观测接收机台数（≥） 4 3 2 

表 1.3.5 最简异步环或附合路线边数规定 

级别 B C D E 

闭合环或附合路线的边数（≤） 6 6 8 10 

（3）作业要求 

① 架设天线时要严格整平、对中，对中误差不大于 1mm，天线定向线应指向正北，定向误差不得大

于 5°。 

② 认真检查仪器、天线、电源连接情况，确认无误后方可开机观测。 

③ 在每时段的观测前后各量测一次天线高，两次量高之差不应大于 3mm，取平均值作为最后天线高。 

④ 量取天线高时，在 3 个互为 120°的位置分别量取，若架设在天线墩上，互差应小于 2mm，若架

设在三脚架上，互差应小于 3mm，取平均值为天线高。 

⑤ 观测手簿必须在观测现场填写，严禁事后补记和涂改编造数据。 

⑥ 定时检查接收机各种信息，在手簿中记录需填写的信息，特殊情况在备注栏中注明。 

⑦ 认真操作仪器，严防碰动仪器、天线和遮挡卫星信号。 

⑧ 观测期间不应在 50m 以内使用电台，10m 以内使用对讲机。 

⑨ 天气太冷时，接收机应适当保暖，天气很热时，接收机应避免阳光直接照晒，确保接收机正常工作，

雷电、风暴天气不宜进行测量。 

⑩ 同一时段观测过程中，不得将接收机关闭又重新启动、不可进行自测试、不得改变卫星截止高度角、

不得改变数据采样间隔、不得改变天线位置、不能按动关闭文件和删除文件功能键。 

⑪ B、C、D、E 级 GPS 网测量可不观测气象元素，而只记录天气状况。 

（4）数据下载与存储 

观测时段结束后，应及时将观测数据下载，每天的原始数据使用一个子目录，每天的 RINEX 数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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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个子目录。子目录命名方式采用“测站编号+年代+该天的年积日+D”和“测站编号+年代+该天的

年积日+R”的形式（其中，D 表示原始观测数据，R 表示 RINEX 格式数据）。原始数据与 RINEX 数据必

须在电脑硬盘中保留到上交的数据检查验收完成后，并在不同的介质上备份。 

→ RINEX（Receiver Independent Exchange Format/与接收机无关的交换格式）是一种在 GPS 测量应

用中普遍采用的标准数据格式。该格式采用文本文件存储数据，数据记录格式与接收机的制造厂商和

具体型号无关。RINEX 格式由瑞士伯尔尼大学天文学院的 Werner Gurtner 于 1989 年提出。当时提出

该数据格式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综合处理在 EUREF89（欧洲一项大规模的 GPS 联测项目）中所采集的

GPS 数据。该项目采用了来自 4 个不同厂商共 60 多台 GPS 接收机。 

→ 年积日是从当年 1 月 1 日开始到当前的累积日期。如 1 月 30 日的年积日为 30。 

由于观测数据中包含多种卫星数据，为了区分，RINEX 数据文件中用 G 表示 GPS，R 表示 GLONASS，

E 代表 GALILEO，C 代表北斗，S 代表 SBAS。 

 

8 数据处理 

GPS 的数据处理内容主要包括外业数据的检查和内业网平差解算。网平差的过程包括基线解算、无约

束平差、约束平差、质量评估等。 

8.1 基本要求 

（1）A、B 级 GPS 网基线数据处理应采用高精度数据处理的专用软件，C、D、E 级 GPS 网基线解

算可采用随接收机配备的商用软件。 

（2）A 级 GPS 网应以适当数量和分布均匀的 IGS 站（国际 GNSS 服务站）的坐标和原始观测数据

为起算数据；B 级 GPS 网以适当数量和分布均匀的 A 级 GPS 网点或 IGS 站的坐标和原始观测数据为起

算数据；C、D、E 级 GPS 以适当数量和分布均匀的 A、B 级网网点的坐标和原始观测数据为起算数据。 

（3）各种起算数据应进行数据完整性、正确性和可靠性检核。 

8.2 外业观测数据质量检核 

外业观测数据质量检核主要有以下内容。 

（1）数据剔除率 

同一时段观测值的数据剔除率，不宜大于 10%。 

（2）任意两条重复基线的长度较差 

B 级 GPS 网基线外业预处理和 C、D、E 级 GPS 网基线处理后，任意两个重复观测基线长度之差 ds

应满足下式 

ds ≤ 2√2σ 

式中，σ为相应级别规定的基线中误差，计算时边长按实际平均边长计算。 

基线中误差计算公式： 

σ = �𝑎𝑎2 + (𝑏𝑏𝑏𝑏)2 

式中，σ为基线中误差（mm），𝑎𝑎为固定误差（mm），𝑏𝑏为比例误差系数（mm/km），𝑏𝑏为基线长度（km）。 

（3）同步观测环闭合差 

必须检查每个同步环，对于四站以上同步观测，在处理完各边观测值后，应检查一切可能的三边同步

环闭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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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同步环闭合差值应小于下列数值 

ω𝑋𝑋 ≤
√3
5
𝜎𝜎 ,   ω𝑌𝑌 ≤

√3
5
𝜎𝜎 ,   ω𝑍𝑍 ≤

√3
5
𝜎𝜎  

式中，σ为相应级别规定的基线中误差，计算时边长按实际平均边长计算。 

（4）独立环闭合差或附合路线坐标闭合差 

C、D 级网及 B 级网外业基线预处理的结果，其独立闭合环或附合路线坐标闭合差应满足下列公式 

ω𝑋𝑋 ≤ 3√𝑠𝑠𝜎𝜎  ,   ω𝑌𝑌 ≤ 3√𝑠𝑠𝜎𝜎 ,   ω𝑍𝑍 ≤ 3√𝑠𝑠𝜎𝜎 ,   ω𝑆𝑆 ≤ 3√3𝑠𝑠𝜎𝜎 

式中，n 为闭合环边数，σ为基线测量中误差，ω𝑆𝑆 = �𝜔𝜔𝑋𝑋2 + 𝜔𝜔𝑌𝑌
2 + 𝜔𝜔𝑍𝑍

2 。 

8.3 基线向量解算 

（1）准备工作 

基线向量解算前应进行以下准备： 

① 基线解算前，应及时对外业全部资料检查和验收，其重点包括成果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观测数据质

量分析是否合理等。 

② 当采用不同类型接收机时，应将观测数据转换成标准交换格式。 

③ 高标点、偏心观测点，应根据天线高记录、投影手簿或归心用纸等计算归心改正数。 

（2）解算方案 

解算方案要求如下： 

① 根据外业施测的精度要求和实际情况、软件的功能和精度，可采用多基线解或单基线解。 

② 起算点的选取应根据测量已知点的情况确定坐标起算点，每个同步观测图形应至少选定一个起算

点。 

（3）基线向量解算 

基线向量解算基本要求如下： 

① A、B 级 GPS 网基线精处理应采用精密星历。C 级及以下各级网基线处理时，可采用广播星历。 

② B、C、D、E 级网 GPS 观测值均应加入对流层延迟修正，对流层延迟修正模型中的气象元素可采

用标准气象元素。 

③ 基线解算，按同步观测时段为单位进行。 

④ B、C 级 GPS 网，基线解算可采用双差解、单差解。D、E 级 GPS 网根据基线长度允许采用不同

的数据处理模型。但是长度小于 15km 的基线，应采用双差固定解。长度大于 15km 的基线可在双差固定

解和双差浮点解中选择最优结果。 

→ 在两个观测站或多个观测站同步观测相同卫星的情况下，卫星的轨道误差、卫星钟差、接收机钟差以

 及电离层和对流层的折射误差等对观测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利用这些观测量的不同组合（求

 差）进行相对定位，可有效的消除或减弱相关误差的影响。 

GPS 载波相位观测值可以在卫星间求差，在接收机间求差，也可以在不同历元间求差。将观测值直接

 相减的过程叫做求一次差（单差），常用的求一次差是在接收机间求一次差。对一次差继续求差叫做

 二次差（双差），常用的求二次差是在接收机间求一次差后再在卫星间求二次差，叫做星站二次差分。

 对二次差继续求差称为三次差，常用的求三次差是在接收机、卫星和历元间求三次差。 

基线解算完成后应进行质量检核，不符合要求的应安排补测或重测，补测或重测的分析应写入数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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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报告。 

8.4 GPS 网平差 

（1）无约束平差 

所谓无约束平差，就是平差时只固定网中某一点的坐标，所以不会引起 GPS 网的变形和改正。该点

的坐标可选用已知点，也可选用单点定位点。 

三维无约束平差是在基线解算的基础上平差 GPS 点的相对位置，目的是检验网本身的内部符合精度

以及基线向量之间有无明显的系统误差和粗差，并给基线定权。 

→ 由于在无约束平差中，GPS 网的几何形状完全取决于 GPS 基线向量，而与外部起算数据无关，因此

 GPS 网的无约束平差结果实际上也完全取决于 GPS 基线向量。所以，GPS 网的无约束平差结果质量

 的优劣，以及在平差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观测值间几何不一致性的大小，都是观测值本身质量的真实反

 映。由于 GPS 网无约束平差的这一特点，一方面，通过 GPS 网无约束平差所得到的 GPS 网的精度

 指标被作为衡量 GPS 网内符合精度的指标，另一方面，通过 GPS 网无约束平差所反映出的观测质量，

 又被作为判断粗差观测值及进行相应处理的依据。 

（2）约束平差和联合平差 

约束平差是在无约束平差的基础上，在平差过程中引入外部起算数据（如固定边长、固定方向或两个

以上起算点的坐标），平差结束后同时完成了坐标系统的转换。 

如果在进行 GPS 网平差时，所采用的观测值还包括边长、角度、方向和高差等地面常规观测量，则

称为联合平差。 

（3）质量分析与控制 

网平差质量分析与控制指标有基线向量改正数、相邻点中误差和相对中误差。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使用 N 台（N>3）GPS 接收机进行同步观测所获取的 GPS 边中，独立的 GPS 边的数量是

（ ）。 
A. N+1      B. N-1      C. N（N+1）/ 2    D. N（N-1）/ 2 
2.（2011 年）为求定 GPS 点在某一参考坐标系中的坐标，应与该参考坐标系中的原有控制点联测，联测

的点数不得少于（ ）个点。 
A. 1      B. 2      C. 3      D. 4 
3.（2011 年）按现行《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随 GPS 接收机配备的商用软件只能用于（ ）。 
A. C 级及以下各级 GPS 网基线解算     B. A 级 GPS 网基线预处理 
C. B 级 GPS 网基线精处理       D. A 级 GPS 网基线精处理 
4.（2011 年）GPS 控制网技术设计的一般内容包括（ ）。 
A. 控制网应用范围         B. 分级布网方案 
C. 测量精度标准         D. 坐标系统与起算数据 
E. 测站间的通视 
5.（2012 年）某 GPS 网同步观测一个时段，共得到 6 条基线边，则使用的 GPS 接收机台数为（ ）台。 
A. 3      B. 4      C. 5      D. 6 
6.（2012 年）某观测员用基座安置 GPS 天线，测前分三个互为 120º位置量取天线高，读数分别为 0.07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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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m、0.076m。此时，对天线高的正确处理方法是（ ）。 
A. 取中数 0.0743m 作为天线高      B. 取中数 0.074m 作为天线高 
C. 重新选择三个位置量取天线高      D. 重新整平仪器量取天线高 
7.（2012 年）GPS 观测成果的外业检核包括（ ）。 
A. 各时段同步边观测数据检核       B. 重复观测边检核 
C. 同步环检核          D. 异步环检核 
E. 重复设站检核 
8.（2013 年）布测 C、D、E 级 GPS 网时，可视测区范围的大小实行分区观测，分区观测时，相邻分区

的公共点至少应有（ ）个。 
A. 2      B. 3      C. 4      D. 5 
9.（2013 年）C 级 GPS 网最简异步观测环的边数最多不应超过（ ）条。 
A. 4      B. 5      C. 6      D. 7 
10.（2013 年）B 级 GPS 控制点观测的采样间隔是（ ）秒。 
A. 20     B. 30     C. 40     D. 50 
11.（2014 年）B 级 GPS 网观测时，三个时段的数据利用率分别为 79.2%、85.0%、92.3%，则按规范要

求必须重测的时段数是（ ）个。 
A. 0      B. 1      C. 2      D. 3 
12.（2014 年）下列检验工作中，首次用于卫星大地控制网观测的 GPS 仪器，需进行检验的主要内容包括

（ ）。 
A. 零基线检验          B. 天线相位中心稳定性检验 
C. 短基线检验          D. 长基线对比观测 
E. 仪器内置软件性能检验 
13.（2014 年）下列误差中，与 GPS 接收机有关的包括（ ）。 
A. 多路径效应误差   B. 接收机钟差   C. 星历误差    D. 电离层传播误差 
E. 天线相位中心偏移误差 
14.（2015 年）GPS 点位选择时，要求附近不应有强烈反射卫星信号的物体，主要目的是控制（ ）。 
A. 天线相位中心不正确误差       B. 电离层传播误差 
C. 旁折光影响          D. 多路径效应 
15.（2016 年）通过两台以上同型号 GPS 接收机同时接收同一组卫星信号，下列误差中，无法削弱或消除

的是（ ）。 
A. 电离层传播误差        B. 卫星的钟差 
C. 对流层传播误差        D. 接收机天线对中误差 
16.（2017 年）现行规范规定，GPS 网观测时，必须观测气象元素的 GPS 网的等级是（ ）级。 
A. A      B. B      C. C     D. D 
17.（2017 年）GPS 网无约束平差的主要目的是（ ）。 
A. 检验重复基线的误差       B. 检验 GPS 网中同步环闭合差 
C. 剔除 GPS 网中的粗差基线      D. 检验 GPS 网中异步环闭合差 
18.（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GNSS 控制点选点埋石后应上交的资料不包括（ ）。 
A. 点之记    B. GNSS 接收机检定证书 C. 技术设计书  D. 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19.（2019 年）下列资料中，不属于 GNSS 选点后应上交的资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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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NSS 网点之记   B. GNSS 网选点图  C. 选点工作总结   D. 观测成果 
20.（2019 年）GNSS 天线相位中心一致性检验的目的是（     ）。 
A. 检验天线电气中心与几何中心误差     B. 检验接收机内部噪音  
C. 检验天线几何中心的位置       D. 检验天线接收信号的稳定性 
21.（2019 年）GPS 测量得到的基线长度是两点间的（ ）。 
A. 椭球面长度     B. 平均高程面长度   C. 高斯平面上的长度   D. 空间长度 
22.（2020 年）GPS 误差中，利用星间求差可削弱的是（ ）。 
A. 卫星钟差    B. 整周模糊度   C. 接收机钟差   D. 周跳 
23.（2020 年）减弱 GNSS 卫星信号多路径效应影响误差的方法有（ ）。 
A. 选择测站时避开反射体 B. 用扼流圈天线   C. 观测不同时段星座  D. 用双频接收机 
E. 多台仪器同步观测 
24.（2021 年）下列方法中，能够检核 GNSS 大地控制网起算数据正确性的是（ ）。 
A. 异步环检核   B. 同步环检核   C. 无约束平差   D. 约束平差 
25.（2021 年）下列哪一项可以说明 GPS 网平差结果满足规范的要求（ ）。 
A. 同步环闭合差小于限差       B. 异步环闭合差小于限差  
C. 复测基线长度较差小于限差      D.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小于限差 
26.（2021 年）下列误差中，通过 GNSS 站间求差的方式可以削弱的是（ ）。 
A. 卫星钟差    B. 对中误差    C. 接收机钟差   D. 多路径误差 
27.（2021 年）下列误差中，属于 GPS 测量误差来源的是（ ）。 
A. 卫星钟差          B. 大气传播误差 
C. 接收天线定向误差        D. 多路径效应产生的误差 
E. 似大地水准面的误差 
28.（2021 年）下列选项中，对 GNSS 短基线解算结果会产生影响的是（ ）。 
A. 改变仪器高         B. 选择不同对流层模型  
C. 改变卫星截止高度角       D. 采用不同时间长度计算 
E. 删除某颗卫星数据 
29.（2022 年）用于卫星精密定轨的 GPS 测量应采用什么等级（ ）。 
A. A      B. B      C. C      D. D 
30.（2022 年）GNSS 外业观测数据质量检核中，重复观测基线较差不应超过（ ）。 

A. √2σ     B. 2√2σ     C. 3√2σ          D. √3
5
𝜎𝜎 

31.（2022 年）使用 4 台 GPS 接收机进行同步观测所获取的 GPS 边中，独立的 GPS 边的数量是（ ）。 
A. 1      B. 2      C. 3      D. 4 
32.（2022 年）GPS 网内符合精度应通过哪个作业环节检验（ ）。 
A. 约束平差    B. 无约束平差   C. 联合平差    D. 同步环闭合差 
33.（2022 年）GNSS 外业观测数据质量检核内容包括（ ）。 
A. 复测基线长度较差  B. 基线向量改正数  C. 同步环闭合差   D. 附合路线闭合差    
E. 独立环闭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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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 

1. B。7.1（2）中的内容。N 台接收机同步观测，独立基线数为 N-1。 
2. C。7.1（3）中的内容。 
3. A。8.1 中的内容。 
4. ABCD。7.1（1）中的内容。。 
5. B。根据 7.1（2）②中的内容，GPS 同步观测中 n 台接收机可得基线边数为 n(n-1)/2，6 条基线边，接

收机台数应为 4 台。 
6. D。由读数可知此 GPS 天线是安置在天线墩上的，而架设在天线墩上的天线高量取互差应小于 2mm。

题中最大互差为 3mm，超限应当重新整平。 
7. BCD。根据 8.2 中的内容，外业检核的内容包括数据剔除率、重复基线较差、同步环闭合差、独立环闭

合差及附合路线坐标差。 
8. C。C、D、E 级 GPS 网实行分区观测时，相邻分区至少应有 4 个公共点。 
9. C。根据表 1.3.5，C 级 GPS 网最简异步环或附合路线边数应不大于 6 条。 
10. B。根据表 1.3.3 规定的各级 GPS 网控制点观测所采用的采样间隔，B 级网为 30 秒。 
11. C。同一时段内，各级 GPS 网的外业观测数据剔除应该小于 10%，只有第三个时段满足要求，必须重

测另外两个时段。 
12. ABCD。根据 5.1 中的内容可得出答案。 
13. BE。根据本节内容，星历误差是卫星部分的误差，电离层传播误差、多路径效应是信号传播部分的误

差。 
14. D。根据 4.2 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15. D。根据 3 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16. A。根据 7.3（3）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17. C。根据 8.6 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18. B。根据 7 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19. D。根据 7.2（3）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20. A。只有选项 A 提到了一致性。 
21. D。GPS 原始数据的基线长度应是两点间的空间长度。 
22. C。3.3 中的知识，接收机种差可通过星间求差改正。 

23. AB。3.2 中的知识。 
24. D。只有 D 和起算数据有关。 
25. D。ABC 属于外业观测数据质量检核的内容。 
26. A。3 中的知识。 
27. ABCD。3 中的知识。 
28. CDE。A 选项仪器架设的高度对于观测结果没影响，B 选项两点间距离较近的话对流层影响可视为一

样，通过站间求差可以消除。 
29. A。6.2 中的内容。 
30. B。8.2 中的内容。 
31. C。7.1 中的内容。 
32. B。8.4 中的内容。 
33. ACDE。8.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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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S 作业方式逐渐代替了以往自架基站式的 RTK，一般的测绘作业者都是充当 CORS 系统的用户

部分。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基准站网的组成 

卫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缩写 CORS）是由若干连续运

行基准站及数据中心、数据通信网络组成的，提供数据、定位、定时及其他服务的系统。 

图 1.4.1 CORS 的组成 

（1）连续运行基准站 

连续运行基准站由 GNSS 设备、气象设备、电源设备、通信设备、计算机等设备及观测墩、观测室、

工作室等基础设施构成，具备长期连续跟踪观测和记录卫星信号的能力，并通过数据通信网络定时或实时

将观测数据传输到数据中心。 

（2）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由计算机、网络设备、专业软件系统以及机房构成，具备数据管理、数据处理分析及产品服

务等功能，用于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分发基准站数据，形成产品和开展服务。 

（3）数据通信网络 

数据通信网络由公用或专用的通信网络构成，用于实现基准站与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与用户数据交换，

完成数据传输、数据产品分发等任务。 

1.2 分类与布设原则 

依据管理形式、任务要求和应用范围，基准站网划分为国家基准站网、区域基准站网、专业应用网三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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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基准站网 

国家基准站网是国家地理空间信息的重要基础设施，主要用于维持和更新国家地心坐标参考框架，开

展全国范围内高精度定位、导航、工程建设、地震监测、气象预报等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

服务。 

国家基准站网应覆盖我国领土及领海，全国范围内均匀分布、站间距 100-200km，满足国家地心坐标

参考框架建设的需要，并兼顾社会发展、经济建设、自然条件和定位服务需求等因素。国家基准站网在每

个省、自治区内应至少有 3 个分布均匀、观测墩建造埋设于基岩上的基准站，直辖市内应至少有 1 个-2

个观测墩埋设于基岩上的基准站。 

（2）区域基准站网 

区域基准站网是省、市、自治区等区域地理空间信息的重要基础设施，用于维持和更新区域地心坐标

参考框架，开展区域内位置服务和相关信息服务。区域地心坐标参考框架应与国家地心坐标参考框架保持

一致。 

图 1.4.2 江苏 CORS 站点分布图 

区域基准站网应满足区域地心坐标参考框架建设的需求，均匀覆盖省、市、自治区等行政辖区，并兼

顾地方经济发展现状、自然条件和定位服务需求等因素。区域基准站网的布设应顾及相邻区域基准站网的

站点分布，实现有效覆盖。不同区域基准站网的重叠覆盖范围内，定位服务应保持一致。厘米级定位精度

站间距不大于 70km，分米级定位精度站间距大于 70km。 

（3）专业应用网 

专业应用网是由专业部门或机构根据专业需求建立的基准站网，用于开展专业信息服务。专业应用网

的布设应根据专业服务目标进行设计，按照专业需求确定基准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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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准站建设 

2.1 技术设计 

（1）设计前收集地形图、交通图、地质构造图等资料。 

（2）在图上拟选站址，在图上标注地形、交通、地质信息，确定基准站位置、名称、编号。 

（3）勘选完成后进行建筑、结构、电气、防雷、室外工程施工设计以及设备集成、供电系统、数据

传输等设计。 

（4）技术设计完成后，应提交基准站技术设计方案以及基准站点位设计图、站点位置信息表、基准

站施工设计图等设计资料。 

2.2 选址 

（1）观测环境 

观测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 具有 10º以上地平高度角卫星通视条件；困难环境条件下，高度角可放宽至 25°，遮挡物水平投影

范围应低于 60°。 

② 远离多路径影响地物（如高大建筑、树木、水体、海滩和易积水地带等）和电磁干扰区（如微波站、

无线电发射台、高压线穿越地带等）200m 以上。 

③ 避开易震动地带，应顾及未来规划和建设，选择环境变化小的地区。 

④ 应进行 24 小时以上实地环境测试，对于国家和区域基准站，数据可用率大于 85%，多路径影响小

于 0.5m。 

（2）地质条件 

基准站应建立在稳定地质构造条件的块体上，且不易被水淹，地下水位变化不大，区域站点可以也可

以根据需求建立在结构稳定的屋顶上。 

（3）依托条件 

便于接入通信网络，有稳定电源，交通便利，有良好的土建条件，有建设用地，基础设施有良好的安

全保障环境。 

（4）联测条件 

满足站址周围重力点、大地控制点、水准点的联测要求。 

（5）提交成果 

选址提交成果应有勘选报告、站点照片、用地文件、地质勘察证明、点之记、实地测试数据及分析报

告等。 

2.3 基础设施建设 

（1）观测墩：一般为钢混结构，分基岩观测墩、土层观测墩、屋顶观测墩。 

（2）观测室：面积不小于 20 平方米，地基牢固；能防水、防雷、防风、防野生动物，电力线和信号

线应分开埋设；温度和湿度要维持设备正常运转。 

（3）工作室：面积 20 平方米左右，供人员管理使用。 

（4）防雷设施：包括防雷地网、防雷带、避雷针等。 

（5）道路、管线敷设等辅助工程。 

2.4 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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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站设备主要由 GNSS 接收机、GNSS 天线、气象设备、不间断电源、通信设备、雷电防护设备、

计算机和机柜等组成。 

（1）接收机 

基站接收机技术指标包括： 

① 具有同时跟踪不少于 24 颗全球导航定位卫星的能力。 

② 至少具有 1Hz 采样数据的能力。 

③ 观测数据至少应包括：双频测距码、双频载波相位值、卫星广播星历。 

④ 具有在-30℃ - +55℃、湿度 95%的环境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⑤ 具备外接频标输入口，可配 5MHz 或 10MHz 的外接频标。 

⑥ 可外接自动气象仪设备并存储数据。 

⑦ 备 3 个以上数据通信接口，接口包括 RS232、USB、LAN 等。 

⑧ 具有输出原始观测数据、导航定位数据、差分修正数据、1PPS 脉冲的能力。 

（2）天线 

天线技术指标包括： 

① 相位中心稳定性应优于 3mm。 

② 具备抗多路径效应的扼流圈或抑径板。 

③ 有抗电磁干扰能力。 

④ 有定向指北标志。 

⑤ 在-40℃ - +65℃的环境下能正常工作。 

⑥ 气候条件恶劣地区应配有防护罩。 

图 1.4.3 CORS 基准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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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象设备 

气象设备技术指标包括： 

① 可连续测定气压、温度、湿度气象元素。 

② 气压测定精度±0.1hPa，温度测定精度±0.5℃，湿度测定精度±1%。 

③ 可设置采样间隔。 

④ 具备数据通信接口，可进行实时或定数数据传输。 

 

3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由数据管理系统、数据处理分析系统、产品服务系统等业务系统组成。 

3.1 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负责对基准站设备的工作状况进行监控，对基准站产生的源数据进行汇集、整理、质量

检查、存储和备份，对数据中心产生的各类成果数据进行规范化管理。 

数据管理系统一般要求： 

（1）具备规范化及自动化管理能力。 

（2）具备监控及自动报警能力。 

（3）具备双机冗余备份能力。 

（4）具备高效可靠的数据存储能力。 

3.2 数据处理分析系统 

数据处理分析系统对基准站源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产生成果数据。数据处理应进行源数据、站信息、

卫星星历、地球动力学参数等数据准备，完成格式转换、粗差探测、周跳修复等预处理，进行基线解算和

网平差等工作。数据分析包括基准站坐标时间序列分析、速度场分析、数据质量分析等。专业应用网根据

专业需求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数据处理分析系统一般要求： 

① 应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② 宜使用精密星历，可依据不同需求选用事后精密星历、快速精密星历或预报精密星历。 

③ 数据处理模型宜采用国际地球自转服务局（IERS）或其他相关标准。 

3.3 产品服务系统 

产品服务系统负责对数据中心形成的产品进行规范化管理，向用户提供服务，服务内容见下表。 

表 1.4.2 服务内容 

基准站网类型 
坐标框

架服务 

位置服务 卫星轨道服务 时间服务 气象

服务 

地球动力

学服务 
源数据服务 

实时 快速 事后 预报 事后 预报 事后 

国家基准站网 提供 *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可选 提供 提供 

区域基准站网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提供 

专业应用网 —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 提供 

注：“*”表示随着技术发展，根据需求可提供。 

具体服务内容和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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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坐标框架服务是指维持与更新国家或区域地心参考框架，提供动态框架下的起算坐标服务； 

 ② 实时位置服务包括厘米级、分米级和米级精度的服务； 

 ③ 快速位置服务包括厘米级、分米级和米级精度的服务； 

④ 事后位置服务包括毫米级、厘米级和分米级精度的服务； 

⑤ 卫星轨道服务提供精度为 0.2 m 的预报精密星历和精度为 0.05 m 的事后精密星历； 

⑥ 时间服务提供预报和事后精密星历相应的精密卫星钟差，预报精密卫星钟差精度优于 5 ns，事后

精密卫星钟差精度优于 1 ns; 

 ⑦ 气象服务提供电离层、对流层等模型参数； 

 ⑧ 地球动力学服务提供地球自转参数等； 

⑨ 源数据服务提供基准站原始观测数据、气象观测数据、基准站信息等； 

⑩ 受国家信息安全以及保密政策等限制的产品按照国家相关管理办法提供。 

 
4 数据通信网络 

数据通信网络一般利用现有通信网络资源，实现基准站到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到用户实时或事后数据

交换。 

4.1 基准站网测试 

基准站网建成后应进行整网运行测试，并形成测试报告。测试内容如下： 

（1）测试基准站数据采集、数据完好性。 

（2）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3）测试数据中心对基准站的监控能力。 

（4）测试实时定位的覆盖范围和有效作业时间。 

（5）测试站网数据产品服务内容和精度指标。 

（6）测试其他内容。 

4.2 基准站网维护 

基准站维护要求如下： 

（1）应保障全年每天连续 24 小时正常运行，必要时宜安装报警系统。 

（2）应定期进行设备检测，必要时进行设备更新。 

（3）应定期与国际 GNSS 服务站（IGS）进行联测解算，维持坐标框架更新。 

（4）根据需要对埋设的水准标志按照国家水准联测纲要进行定期测定。 

（5）根据需要对埋设的重力标石与国家重力基本网进行定期联测。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选取 GPS 连续运行基准站位置时，视场内障碍物的高度角一般不宜超过（ ）。 

A. 5º     B. 10º     C. 15º      D. 20º 

2.（2013 年）全球卫星导航定位持续运行基准站网的组成部分包括（ ）。 

A. POS 系统    B. 数据中心     C. 卫星系统     D. 数据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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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基准站 

3.（2015 年）为有效抑制多路径效应的影响，GNSS 基准站接收机天线应具备的特性或特定设备是（ ）。 

A. 抗电磁扰能力   B. 指北标志    C. 天线保护罩    D. 扼流圈 

4.（2018 年）区域基准站网目前不能提供的服务内容是（ ）。 

A. 分米级位置服务  B. 对流层模型参数  C. 0.01m 的精密星历   D. 地球自转参数 

 

 

[ 参考答案 ] 

1. B。基准站选址应有 10°以上地平高度角的卫星通视条件。 

2. BDE。1.1 中的内容。卫星连续运行基准站网是由若干连续运行基准站及数据中心、数据通信网络组成

的，提供数据、定位、定时及其他服务的系统。 

3. D。指北标志是为了削弱相位中心偏差，天线保护罩是保护天线的，扼流圈可以抑制多路径效应。 

4. C。根据 3.3 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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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高程控制网 
→ 重要指数：★★★★★ 

 

1 高程控制网的布设 

1.1 布设原则 

高程控制网是大地控制网的一部分，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测定一系列统一而精确的地面

点的高程所构成的网。高程控制网主要采用水准测量方法建立，水准测量的施测路线称为水准路线。 

我国水准点高程采用正常高系统，按照 1985 国家高程基准起算，青岛国家高程原点为 72.2604 m。

岛屿也应采用这一系统与基准，确有困难时，可建立局部水准原点，根据岛上验潮资料求得的平均海水面

确定其高程基准。凡采用局部水准原点求定的水准点高程，应在水准点成果表中注明，并说明局部高程基

准的有关情况。水准网的布设一般采用从高级到低级，从整体到局部，逐级控制，逐级加密的原则，按精

度分为一、二、三、四等水准测量。 

（1）一等水准网 

一等水准网是国家高程控制网的骨干，同时也是研究地壳和地面垂直移动及有关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

一等水准路线应沿地质构造稳定、路面坡度平缓的交通路线布设。水准路线应闭合成环，并构成网状。一

等水准环线的周长，东部地区应不大于 1600km，西部地区应不大于 2000km，山区和困难地区可适当放

宽，如图 1.5.1 所示。 

图 1.5.1 一等水准网 

国家一等水准网每 15 年复测一次，每次复测执行时间不超过 5 年。 

→ 国家一等水准网最新复测是在 2012 - 2015 年间进行，采用统一、高精度的数字水准仪和布测技术，

 建设了均匀覆盖全国约 12.6 万 km 的国家一等水准网。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55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5 节 高程控制网 

（2）二等水准网 

二等水准网是国家高程控制的基础，应在一等水准环内布设。二等水准路线尽量沿省、县级公路布设，

如有特殊需要可跨铁路、公路及河流布设。二等水准环线周长，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应不大于 750km，山区

和困难地区可适当放宽。 

国家二等水准网应根据需要进行复测，复测周期最长不超过 20 年。 

（3）三、四等水准网 

三、四等水准网是在一、二等水准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密，根据需要在高等级水准网内布设成附合路

线、环线或结点网，直接提供地形测图和各种工程建设的高程控制点。三等水准网附合路线长度不应超过

150km（四等不超过 80km），环线周长应不超过 200km（四等不超过 100km），同级网中结点间距离应

不超过 70km（四等不超过 30km），山地等特殊困难地区可适当放宽，但不宜大于上述各指标的 1.5 倍。 

三、四等水准测量应根据需要进行布测、复测或更新。 

1.2 水准路线的设计和布点 

（1）选线和选点 

选定水准线路时： 

① 应尽量沿坡度较小的公路、大路进行。 

② 应避开土质松软的地段和磁场甚强的地段。 

③ 应避开高速公路。 

④ 应尽量避免通过行人车辆频繁的街道、大的河流、湖泊、沼泽与峡谷等障碍物。 

选定水准点位时： 

应选在地基稳定，具有地面高程代表性的地点，并且利于标石长期保存和高程联测，便于卫星定位技

术测定坐标的地点；宜选在路线附近的政府机关、学校、公园内，标石占用土地应得到土地使用者或管理

者的同意；设在路肩的道路水准点宜选在里程碑或道路上的固定方位物附近 2m 内。下列地点，不应选定

水准点： 

① 易受水淹或地下水位较高的地点。 

② 易发生土崩、滑坡、沉陷、隆起等地面局部变形的地点。 

③ 路堤、河堤、冲积层河岸及地下水位变化较大（如油井、机井附近）的地点。 

④ 距铁路 50m，距公路 30 m（普通水准点除外）以内或其他受剧烈震动影响的地点。 

⑤ 不坚固或准备拆修的建筑物上。 

⑥ 短期内将因修建而可能毁掉标石或不便观测的地点。 

⑦ 道路上填方的地段。 

（2）路线命名及水准点编号 

① 水准路线以起止地名的简称定为线名。起止地名顺序为西向东、北向南，一、二、三、四等水准路

线的等级，各以Ⅰ、Ⅱ、Ⅲ、Ⅳ列于线名之前表示。环线的名称，取环线内最大的地名后加“环”字命名。 

② 路线上的水准点，应自该线起始水准点起，以数字 1、2、3……顺序编定号数。环线上点号顺序取

顺时针方向，点号列于线名之后。 

③ 基岩水准点以所在地命名，在地名后加“基岩点”三个字。 

④ 基本水准点应在名号后加“基”字，上、下标志分别再加“上”或“下”字。若为道路水准点，则

在水准点编号后加注“道”，如Ⅰ京津 48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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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水准支线以其所测高程点名称后加“支”字命名。支线上的水准点，按起始水准点到所测高程点方

向，以数字 1、2、3……顺序编号。 

⑥ 利用旧水准点，应使用旧水准点名号。若确需重新编号，应在新名号后以括号注明该点的旧名号。 

（3）水准点布设密度 

水准路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应布设水准点。水准点分为基岩水准点、基本水准点、普通水准点三种类

型。各种水准点的间距及布设要求应如下： 

① 基岩水准点：宜设于一等水准路线结点处，在大城市、国家重大工程和地质灾害多发区应予增设。

宜选在基岩露头或距地面不深于 5 m 的基岩上。每隔 400 km 左右布设一座，每省（直辖市、自治区）布

设不少于 4 座。 

② 基本水准点：埋设在一、二等水准路线上及其结点处、大中城市两侧、县城及乡镇政府所在地，宜

设置在坚固岩层中。每隔 40 km 埋设一个点，发达地区 20-30 km 埋设一个点，荒漠地区每 60 km 埋设一

个点。 

③ 普通水准点：设在地面稳定，利于观测和长期保存的地点；山区水准路线的高程变换点附近；长度

超过 300m 的隧道两端；跨河水准测量的两岸标尺点附近。每隔 4-8 km 埋设一个，经济发达地区 2-4 km

埋设一个，荒漠地区每 10 km 埋设一个。 

（4）新旧路线联测或接测时的检测 

新设的水准路线与已测的水准点联测或接测时，若该水准点的前后观测时间超过三个月，应进行检测。

对高等级路线的检测，按新设的路线的等级进行；对低等级路线的检测，按已测路线的等级进行。检测时，

应单程检测一已测测段。如单程检测超限，则应检测该测段另一单程。若高差中数仍超限，则继续往前检

测，以确定稳固可靠的已测点作为连接点。 

（5）水准标石的种类 

水准点标石根据其埋设地点、制作材料和埋石规格的不同，分为下表所列的 14 种标石类型。其中道

路水准标石是埋设在道路肩部的普通水准标石。 

表 1.5.1 水准标石的种类 

水准点类型 标石类型 

基岩水准点 
深层基岩水准标石（岩层距地面深度超过 3m） 

浅层基岩水准标石（岩层距地面深度不超过 3m） 

基本水准点 

岩层基本水准标石 

混凝土柱基本水准标石 

钢管基本水准标石 

永冻地区钢管基本水准标石 

沙漠地区混凝土柱基本水准标石 

普通水准点 

岩层普通水准标石 

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 

钢管普通水准标石 

永冻地区钢管普通水准标石 

沙漠地区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 

道路水准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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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角水准标志 

（6）选定标石类型 

① 一、二等水准点标石的选择 

水准点标石的类型除基岩水准点的标石应按地质条件专门设计外，其他水准点的标石类型应根据冻土

及土质状况按下列原则选定： 

1）有岩层露头或在地面下不深于 1.5m 的地点，优先选择埋设岩层水准标石。 

2）沙漠地区或冻土深度小于 0.8m 的地区，埋设混凝土柱水准标石。 

3）冻土深度大于 0.8m 或永久冻土地区，埋设钢管水准标石。 

4）有坚固建筑物（房屋、纪念碑、塔、桥基等）和石崖处，可埋设墙角水准标志。 

5）水网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水准点，埋设道路水准标石。 

② 三、四等水准点标石类型的选择 

三、四等水准点采用的标石类型和适用地区见下表： 

表 1.5.2 三、四等水准点标石类型的选择  

序号 标石类型 适用地区 

1 混凝土普通水准标石 土层不冻或冻土深度小于 0.8m 的地区 

2 岩层普通水准标石 岩层出露或埋入地面不深于 1.5m 处 

3 混凝土柱普通水准标石 
冻土深度大于 0.8m 的地区 

4 钢管普通水准标石 

5 墙角水准标志 坚固建筑物或直立石崖处 

6 道路水准标石 道路肩部 

 
2 仪器的选择和检验 

2.1 水准仪器的选用 

各等级水准测量中使用的仪器按下表执行： 

表 1.5.3 各等级水准测量使用的仪器 

序号 仪器名称 

最低型号 

备注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1 
自动安平水准仪、自动安平

数字水准仪、气泡式水准仪 
DSZ05、DS05 DSZ1、DS1 DSZ3、DS3 DSZ3、DS3 用于水准测量 

2 水准标尺 

线条式因瓦标

尺、条码式因瓦

标尺 

线条式因瓦

标尺、条码式

因瓦标尺 

双面区格式木

质标尺、条码

式因瓦标尺 

双面区格式木质

标尺、条码式因瓦

标尺 

用于水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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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纬仪 DJ1 DJ1 DJ2 DJ2 用于跨河水准 

4 光电测距仪 Ⅱ级 Ⅱ级 — Ⅱ级 
用于跨河水准

或高程导线 

5 GPS 接收机 
大地型双频接

收机 

大地型双频

接收机 

大地型双频接

收机 

大地型双频或单

频接收机 
用于跨河水准 

→ 水准仪型号中的字母 D、S 分别为“大地测量”和“水准仪”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字母后的数字

表示仪器每公里往返高差测量的中误差（以毫米为单位）。DS 后加字母 Z，表示自动安平水准仪，字

母 Z 是“自动安平”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 因瓦合金，也叫做“不变钢”，是一种镍铁合金，它的热膨胀系数极低，能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

固定长度，适合做测量元件。 

→ 数字水准仪是以光学水准仪为基础，在望远镜光路中增加了分光镜和探测器（CCD）。水准标尺的条

码通过望远镜的分光镜成像在 CCD 上，然后进行自动读数。它与光学水准仪相比具有读数客观、精

度高、速度快等优点。 

2.2 水准仪器的检验 

用于水准测量的仪器和标尺应送法定计量单位进行检定和校准，并在检定和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 

作业期间，自动安平光学水准仪每天检校一次 i 角，气泡式水准仪每天上、下午各检校一次 i 角，作业

开始后的 7 个工作日内，若 i 角较为稳定，以后每隔 15 天检校一次。数字水准仪，整个作业期间应每天开

测前进行 i 角测定。 

 

3 水准测量的观测要求及误差来源 

3.1 观测要求 

（1）观测方式 

一、二等水准测量采用单路线往返观测。同一区段的往返测，应使用同一类型的仪器和转点尺承沿同

一道路进行。同一测段的往测与返测应分别在上午与下午进行。 

三等水准测量采用中丝读数法进行往返测。当使用有光学测微器的水准仪和线条式因瓦水准尺观测时，

也可进行单程双转点观测。四等水准测量采用中丝读数法进行单程观测。支线应往返测或单程双转点观测。 

三、四等水准测量采用单程双转点法观测时，在每一转点处安置左右相距 0.5m 的两个尺台，相应于

左右两条水准路线。每一测站首先完成右路线的观测，而后进行左路线的观测。 

（2）观测中应遵守的事项 

① 观测前 30 分钟，应将仪器置于露天阴影下，使仪器与外界气温趋于一致；设站时，应用测伞遮蔽

阳光；迁站时，应罩以仪器罩。使用数字水准仪前，还应进行预热，预热不少于 20 次单次测量。 

② 对气泡式水准仪，观测前应测出倾斜螺旋的置平零点，并做标记，随着气温变化，应随时调整零点

位置。对于自动安平水准仪的圆水准器，应严格整平。 

③ 在连续各测站上安置水准仪的三脚架时，应使其中两脚与水准路线的方向平行，而第三脚轮换置于

路线方向的左侧与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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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可以减弱因竖轴倾斜引起的误差。 

④ 除路线转弯处，每一测站上仪器与前后视标尺的三个位置，应接近一条直线。 

⑤ 不应为了增加标尺读数，而把尺桩（台）安置在壕坑中。在高差很大的地区，应选用长度稳定的、

标尺名义米长偏差和分划偶然误差较小的水准标尺作业。 

⑥ 转动仪器的倾斜螺旋和测微螺旋的最后旋动方向均应为旋进。 

⑦ 每一测段的往测与返测，其测站数均应为偶数。由往测转向返测时，两支标尺应互换位置，并应重

新整置仪器。 

⑧ 对于数字水准仪，应避免望远镜直接对准太阳；尽量避免视线被遮挡，遮挡不超过标尺在望远镜中

截长的 20%；仪器只能在厂方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工作；确信震动源造成的震动消失后，才能启动测量键。 

（3）观测的时间和气象条件 

水准观测应在标尺分划线成像清晰而稳定时进行。下列情况下，不应进行观测： 

① 日出后与日落前 30 分钟内。 

② 太阳中天前后各约 2 小时内（可根据地区、季节和气象情况，适当增减，最短间歇时间不少于 2

小时）。 

→ 强烈的阳光照射会使尺像有跳动，影响读数。 

③ 标尺分划线的影像跳动剧烈时。 

④ 气温突变时。 

⑤ 风力过大而使标尺与仪器不能稳定时。 

（4）标尺读数顺序要求 

表 1.5.4 水准标尺读数顺序要求 

等级 一、二等水准 三等水准 四等水准 

仪器 光学水准仪 数字水准仪 

后前前后 后后前前 
往返测 往测 返测 往返测相同 

顺序 
奇数站：后前前后 

偶数站：前后后前 
与往测相反 

奇数站：后前前后 

偶数站：前后后前 

（5）观测视线长度、前后视距差、视线高度、数字水准仪重复测量次数按下标规定执行。 

表 1.5.5 水准测量要求（单位为米） 

等级 类别 

视线长 视距差 累积视距差 视线高 数字水准

仪重复测

量次数 
光学 数字 光学 数字 光学 数字 

光学（下丝

读数） 
数字 

一等 DS05 ≤30 4-30 ≤0.5 ≤1.0 ≤1.5 ≤3.0 ≥0.5 0.65-2.8 ≥3 

二等 DS1 ≤50 3-50 ≤1.0 ≤1.5 ≤3.0 ≤6.0 ≥0.3 0.55-2.8 ≥2 

三等 
DS3 ≤75 

≤2.0 ≤5.0 三丝法能读数 ≥3 
DS1 ≤100 

四等 
DS3 ≤100 

≤3.0 ≤10.0 三丝法能读数 ≥2 
DS1 ≤150 

（11）尺桩、尺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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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等水准观测应根据路线土质选用尺桩（尺桩质量不轻于 1.5kg，长度不短于 0.2m）或尺台（尺

台质量不轻于 5kg）做转点尺承，所用尺桩数，应不少于 4 个。特殊地段可采用大帽钉作为转点尺承。 

三、四等水准测量采用尺台作转点尺承，尺台质量不小于 1kg。 

图 1.5.2 尺台和尺桩 

（6）打间歇要求 

不适合观测时应打间歇。观测间歇时，最好在水准点上结束。否则，应在最后一站选择两个坚稳可靠

固定点作为间歇点。 

3.2 水准测量的误差 

（1）仪器误差 

① i 角误差：视准轴与水准管轴不平行的误差。减弱措施：测量时使前后视距尽量相等。 

② 水准标尺每米真长误差。减弱措施：检定并禁用超限的标尺，计算改正数，保护标尺。 

③ 一对水准标尺零点不等差。减弱措施：测段采用偶数站。 

（2）外界因素引起的误差 

① 温度变化使仪器受热膨胀引起的 i 角发生微小变化。减弱措施：作业前把仪器放在阴影下半小时，

用测伞遮挡阳光，奇数站和偶数站采用相反的观测程序，各测站的往返测分别安排在上午和下午进行。 

② 大气垂直折光影响。减弱措施：前后视距尽量相等，视线高于地面应有足够的高度，在坡度较大的

地段应适当缩短视线。 

③ 仪器脚架和尺台（桩）升降的影响。减弱措施：选择良好土质的路线；精密水准测量尽量使用尺桩；

在立尺 20-30s 后才进行观测；相邻测站观测顺序相反；安置脚架时使其自然伸展，观测员应绕单脚走动；

往返测应沿同一路线进行，并使用同一仪器和尺承。 

（3）观测误差 

主要包括作业员整平误差、照准误差和读数误差。数字水准仪主要是作业员对准标尺的调焦误差。 

 

4 跨河水准测量 

在水准路线上有时会遇到比较宽的江河、峡谷、湖泊，这时就不能利用常规的测量方法进行观测，应

该用特殊的测量方法跨过所遇障碍物，此法便是跨河水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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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适用范围 

一、二等水准测量中，当水准路线跨越江、河，视线长度不超过 100m 时，可采用一般方法进行观测，

但在测站上应变换仪器高度观测两次，两次高差之差应不大于 1.5mm，取用两次结果的中数。若视线长度

超过 100m，应根据视线长度和仪器设备等情况，选用相应的跨河水准测量方法进行观测。 

三、四等水准测量中，当水准路线跨越江、河，视线长度不超过 200m 时，可采用一般方法进行观测，

但在测站上应变换仪器高度观测两次，两次高差之差应不大于 7mm，取用两次结果的中数。若视线长度超

过 200m，应根据视线长度和仪器设备等情况，选用相应的跨河水准测量方法进行观测。 

→ 由于跨越障碍物的视线较长，使观测时前后视线不能相等，仪器 i 角误差的影响随着视线长度的增长

而增大，致使由短视线后视减长视线前视读数所得高差中包含有较大的 i 角误差影响；跨越障碍的视

线大大加长，必然使大气垂直折光的影响增大，这种影响随着地面覆盖物、水面情况和视线离水面的

高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同时还随空气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也就随着时间而变化；视线长度的

增大，水准标尺上的分划，在望远镜中观察就显得非常细小，甚至无法辨认，因而也就难以精确照准

水准标尺分划和无法读数。 

4.2 跨河水准方法的选用 

一、二等跨河水准测量使用的方法及其适用的距离按下表规定执行： 

表 1.5.6 一、二等跨河水准方法 

序号 观测方法 方法摘要 最长跨距（米） 

1 光学测微法 
使用一台水准仪，用水平视线照准觇板标志，并读记测微鼓分划值，

求出两岸高差 
500 

2 倾斜螺旋法 
使用两台水准仪对向观测，用倾斜螺旋或气泡移动来测定水平视线上、

下标志的倾角，计算水平视线位置，求出两岸高差 
1500 

3 经纬仪倾角法 
使用两台经纬仪对向观测，用垂直度盘测定水平视线上、下两标志的

倾角，计算水平视线位置，求出两岸高差 
3500 

4 测距三角高程法 
使用两台经纬仪对向观测，测定偏离水平视线的标志倾角，用测距仪

量测距离，求出两岸高差 
3500 

5 GPS 测量法 
使用 GPS 接收机和水准仪分别测定两岸点位的大地高差和同岸点位

的水准高差，求出两岸的高程异常和两岸高差 
3500 

跨河距离超过上表规定时，采用的方法和要求，应依据测区条件进行专项设计。 

对于三四等水准测量，采用直接读尺法、光学测微法、经纬仪倾角法和测距三角高程法进行跨河水准

测量时，其适用范围按下标执行： 
表 1.5.7 三、四等跨河水准方法 

序号 方法 等级 最大视线长度（米） 

1 直接读尺法 
三 300 

四 500 

2 光学测微法 
三 500 

四 1000 

3 经纬仪倾角法或测距三角高程法 
三 2000 

四 2000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62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5 节 高程控制网 

4.3 场地的选定与布设 

（1）采用光学测微法、倾斜螺旋法、经纬仪倾角法和测距三角高程法进行跨河水准测量时，应遵循

以下要求： 

① 应选用测线附近，利于布设工作场地与观测的较窄河段处。 

② 跨河视线不得通过草丛、干丘、沙滩的上方。 

→ 草丛、沙滩等受日光照射后，上面空气层中的温度分布情况变化很快，产生的折光影响很复杂，所以

要力求避免通过它们的上方。 

③ 两岸仪器视线距水面的高度应大致相等（测距三角高程法除外），当跨河视线长度小于 300 m 时，

视线高度应不低于 2m，大于 500 m 时，应不低于4√S m（S 为跨河视线长度千米数，水位受潮汐影响时，

按最高潮位计算），当视线高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埋设牢固的标尺桩，并建造稳固的观测台或标架。 

④ 两岸由仪器至水边的一段距离，应大致相等，其地貌、土质、植被等也应相似，仪器位置应选在开

阔、通风之处，不应靠近墙壁及土、石、砖堆等。 

⑤ 布设跨河水准测量场地，应使两岸仪器及标尺点构成如下图所示的平行四边形、等腰梯形或大地四

边形。 

图 1.5.3 跨河水准应布设的图形 

上图中：I1、I2及 b1、b2分别为两岸安置仪器和标尺的位置，I1b2与 I2b1为跨河视线长度，两者应相等；

I1b1与 I2b2（AB 与 CD）为两岸近尺视线长度，一般应在 10 m 左右，亦应相等。A、B、C、D 为仪器、

标尺交替两用点。 

（2）采用 GPS 测量法进行跨河水准测量时，应遵循以下要求： 

① GPS 跨河水准测量应选择在地形较为平坦的平原、丘陵且河流两岸地貌形态基本一致地区进行。

海拔高程超过 500m 的地区，不宜进行 GPS 跨河水准测量。当跨河场地两端高差变化超过 70 m / km 的

地区，不宜进行一等 GPS 跨河水准测量，超过 130 m / km 的地区，不宜进行二等跨河水准测量。 

图 1.5.4 跨河水准 GPS 测量法 
② 应分析已有的地形、重力和水准等与大地水准面相关的测量资料，选择河流两岸大地水准面具有相

同的变化趋势，且变化相对平缓的方向上布设跨河路线。非跨河点（A1、A2、D1、D2）宜位于跨河点（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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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连线的延长线上，且各点间距离大致与跨河距离相等（见图 1.5.4）。 

 

5 外业计算 

5.1 水准测量外业计算的项目有 

（1）外业手簿的计算 

（2）外业高差和概略高程表的编算 

（3）每千米水准测量偶然中误差的计算 

（4）附合路线与环线闭合差的计算 

（5）每千米水准测量全中误差的计算（当构成水准网的水准环超过 20 个） 

5.2 外业高差和概略高程表的编算 

外业高差和概略高程表的编算应由两人各自独立编算一份，并核对无误。计算水准点高程时，所用的

高差应加入如下改正： 

（1）水准标尺长度改正 

（2）水准标尺温度改正（一、二等水准测量） 

（3）正常水准面不平行的改正 

（4）重力异常改正（一、二等水准测量） 

（5）固体潮改正（一、二等水准测量） 

（6）环（路）线闭合差的改正 

→ 一等水准路线上的每个水准点均应测定重力。高程大于 4000 m 或水准点间的平均高差为 150 m～250 

m 的二等水准路线上，每个水准点也应测定重力。高差大于 250 m 的一、二等水准测段中，地面倾斜

变化处应加测重力。 

在《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里面，测段高差的正常水准面不平行改正数 ε 的计算公式为： 

ε = - A·H·Δφ 

式中：A 为常系数，以测段始、末点纬度平均值可在规范附表中查询；H 为测段始、末点近似高程平

均值；Δφ为测段末点纬度减去始点纬度的差值。 
5.3 往返测高差不符值或路线闭合差 

表 1.5.8 往返测高差不符值或路线闭合差规定（不得超过）（单位为 mm） 

等级 测段、路线往返测高差不符值 附合路线闭合差 环线闭合差 检测已测测段高差之差 

一等 ±1.8√𝐾𝐾 — ±2√𝐿𝐿 ±3√𝑅𝑅 

二等 ±4√𝐾𝐾 ±4√𝐿𝐿 ±4√𝐿𝐿 ±6√𝑅𝑅 

三等 ±12√𝐾𝐾 平原±12√𝐿𝐿，山区±15√𝐿𝐿  ±20√𝑅𝑅 

四等 ±20√𝐾𝐾 平原±20√𝐿𝐿，山区±25√𝐿𝐿 ±30√𝑅𝑅 

注： K — 测段或路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 

L — 附合路线（环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 ） 

R — 检测测段长度，单位为千米（km） 

山区指高程超过 1000 m 或路线中最大高差超过 400m 的地区。 

5.4 水准测量的精度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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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测量的精度，是用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M△和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全中误差 Mw来衡量的。

各等级水准测量所算得的结果不应超过下表规定的数值。 

表 1.5.9 各等级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和全中误差要求（单位为毫米） 

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M△ 0.45 1.0 3.0 5.0 

Mw 1.0 2.0 6.0 10.0 

5.5 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每完成一条水准路线测量，应进行往返测高差不符值及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的计算（并应符

合表 1.5.8 及 1.5.9 的规定）。若一条水准路线小于 100km，或路线上测段数不足 20 个，可纳入相邻路线

一并计算。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 ∆M 按下式计算 

M∆ = ±��
∆∆
𝑅𝑅 �

/4𝑠𝑠 

式中，Δ 为测段往返高差不符值，单位为 mm；R 为测段长度，单位为 km；n 为测段数。  

5.6 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全中误差 

每完成一条附合路线或闭合路线测量，要计算出附合路线或闭合路线的闭合差。当构成水准网的水准

环超过 20 个时，还需按环线闭合差 W 计算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全中误差 Mw（闭合差及全中误差应符合表

1.5.8 及 1.5.9 的规定）。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全中误差 Mw按下式计算 

M𝑊𝑊 = ±��
𝑊𝑊𝑊𝑊
𝐹𝐹 � /𝑁𝑁 

式中，W 为经过各项改正后的水准环闭合差，单位为 mm；F 为水准环线周长，单位为 km；N 为水准环

数。 
→ 水准测量的精度是以每千米高差中数的偶然中误差和全中误差来表示的。其中偶然中误差是根据往返

 测不符值计算出来的，有些系统误差难以通过往返测不符值反映出来（如仪器单面受热和折光差的影

 响），还有一些系统误差在往返测高差平均值中可以消除（如水准标尺升降误差）。而全中误差是根

 据闭合差计算出来的，可以更为全面的反映观测值中所包含的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因此用全中误差

 描述水准测量的精度更为客观些。但是全中误差只能在很大的水准网中才能较为准确的计算出来，所

 以规范规定当构成水准网的水准环超过 20 个时要计算全中误差。 

 
6 水准网平差 

 测量平差是利用最小二乘法的原理（观测值权与观测值改正数平方乘积之总和为最小，即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 最小），求得观测量的最可靠结果（最或然值）并评定测量成果的精度。 

6.1 水准测量观测值权的确定 

水准测量的观测值是高差，高差观测值的权可按两种方法定权，一般平原地区按水准路线长度定权，

丘陵和山区按水准路线测站数定权。 

（1）按水准路线长度定权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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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𝐶𝐶
𝐿𝐿

 

式中，L 为高差观测值的路线长度，单位为 km；C 为常数，其数值可以根据水准网中各路线测段长度适当

的选择，使计算出的 P 值便于平差时使用。 

（2）按水准路线测站数定权公式为 

P =
𝐶𝐶
𝑁𝑁

 

式中，N 为水准路线的测站数；C 为常数，其数值可以根据水准网中各路线测站数适当的选择，使计算出

的 P 值便于平差时使用。 

6.2 条件平差 

条件方程式的个数与多余观测量有关，每有一个多余观测量，就可列出一个独立的条件方程式，在进

行条件平差时，应列出与多余观测数相同数量的条件方程式。 

6.3 间接平差 

间接平差法（参数平差法）是通过选定一定数量与观测值有一定关系的独立未知量作为参数，将每个

观测值都分别表达成这些参数的函数，建立函数模型，按最小二乘原理，求得各观测值的平差值。 

6.4 单一水准路线平差 

单一水准路线平差是把高差闭合差按照测站数或距离反号按比例分配到各测段。 

算例：如图所示的附合水准路线，A 和 B 为已知水准点，按水准测量的方法测得各测段观测高差和测

段路线长度分别标注在路线的上、下方，计算每点高程的最或然值。 

图 1.5.5 附合水准路线算例 

现将此算例高差闭合差的分配和改正后的高差及高程计算成果列于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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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误差相关知识 

7.1 衡量精度的指标 

（1）平均误差 

在一定观测条件下，一组观测值误差的绝对值的算术平均。 

（2）方差 

在一定观测条件下，实际观测值与理论值之差平方的平均值。 

（3）中误差 

中误差是方差的平方根，一般将中误差作为衡量观测值精度的指标。 

（4）相对误差 

相对误差即绝对误差与观测值之比，一般用来衡量距离误差，通常令分子为 1，分母越大精度越高。 

（5）观测值的权 

权是表示各观测值方差之间比例关系的数字特征，等于任一常数与方差的比值，即权与方差成反比。

权是表示精度的相对数字特征，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平差之前精度的绝对数字特征往往是不知道的，但相

对数字特征却可以根据事先给定的条件予以确定，然后根据平差结果可估算出表示精度的绝对数字特征。 

（6）置信区间 

一个概率样本的置信区间是对该样本某个参数的区间估计。如图 1.5.6 中，置信度为 0.954 时的置信

区间为[ -2σ，2σ ]。 

（7）极限误差 

当取中误差的 2 倍或 3 倍作为极限误差时，置信度分别为 0.954 和 0.997，也就是说这个置信区间内

包含了绝大部分观测值误差，测量学中一般把 2 倍中误差作为限差。 

1.5.6 不同置信区间的概率分布示意图 

7.2 误差传播率 

由于变量含有误差，而使函数受其影响也含有误差，称之为误差传播。阐述这种关系的定律称为误差

传播定律。 

（1）倍数函数的中误差 

观测值与常数乘积的中误差，等于观测值中误差乘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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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倍数函数： 

Z = KX 

X 的中误差为 mx ，则 Z 的中误差的平方为： 

mz
2 = k2mX

2 

（2）和（差）函数的中误差 

两观测值代数和的中误差的平方，等于两观测值中误差的平方和。 

设有和（差）函数： 

Z = X1 ± X2 且 X1、X2 独立 

X1、X2的中误差分别为 mX1、mX2，则 Z 的中误差的平方为： 

mz
2 = mX1

2 + mX2
2 

当 Z 是一组观测值 X1、X2、…、Xn代数和（差）的函数时，即： 

Z = X1 ± X2 ± … ± Xn 

则 Z 的中误差的平方为： 

mz
2 = mX1

2 + mX2
2 + … + mXn

2 

n 个观测值代数和（差）的中误差的平方，等于 n 个观测值中误差的平方之和。 

（3）线性函数的中误差 

设有线性函数： 

Z = K1X1 ± K2X2 ± … ± KnXn 

则 Z 的中误差的平方为： 

mz
2 = ( k1mX1 )2 + ( k2mX2 )2 + … + ( knmXn )2 

7.3 中误差计算相关公式 

（1）计算值为真误差时的中误差计算公式 

σ = ±�
[∆∆]
𝑠𝑠

 

式中 Δ 为真误差，n 为观测次数。 

可以设高精度检核观测值为真值，故高精度检核公式也采用该式。 
（2）计算值为改正数时的中误差计算公式 

σ = ±�
[𝑉𝑉𝑉𝑉]
𝑠𝑠 − 1

 

式中 v 为误差改正数，n 为观测次数。 

此式又称为白塞尔公式，它是以改正数 Vi（观测值与算数平均值的差值）代替真误差 Δi 计算观测值

中误差的公式，在真误差不可知时采用。这个公式的实质是用观测值和观测值平均数的差代替了真误差。 

（3）双观测值中误差公式 

σ = ±�
[𝑑𝑑𝑑𝑑]
2𝑠𝑠

 

式中 d 为双观测值之差，n 为测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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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把等精度检核观测值和被检核观测值视为一对等精度双观测值，故等精度检核公式也采用该式。  

（4）用三角形闭合差计算测角中误差的公式 

m = ±�
[𝑊𝑊𝑊𝑊]

3𝑠𝑠
 

式中 m 为测角中误差，W 为三角形闭合差，n 为三角形个数。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水准测量时，应使前后视距尽可能相等，其目的是减弱（ ）的误差影响。 

A. 圆水准器轴不平行于仪器竖轴     B. 十字丝横丝不垂直于仪器竖轴 

C. 标尺分划误差         D. 仪器视准轴不平行于水准管轴 

2.（2011 年）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单一水准路线高差闭合差的分配原则是（ ）。 

A. 按距离成比例反号分配       B. 按距离成比例同号分配 

C. 按测段平均反号分配       D. 按测段平均同号分配 

3.（2011 年）如图，由两个已知水准点 1、2 测定未知点 P 的高程，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表，其中 Hi

为高程，hi 为高差，ni 为测站数。P 点的高程值应为（ ）m。 

A. 36.00     B. 36.04     C. 36.07     D. 36.10 

 

 1 2 

Hi（m） 35.60 35.40 

hi（m） 0.60 0.60 

ni 2 1 

 

4.（2011 年）如图，利用小角法测定观测点 P 与基准线 AB 间的水平位移 Δ，已知 P 点距 A 点的距离 S

为 40m，测角中误差为±5″，在不考虑距离测量中误差影响的影响下，Δ 的测定精度为（ ）mm。（提示：

S•=∆ ρα /  ，此处 ρ取 200000） 

A. ±0.5     B. ±1.0     C. ±1.5     D. ±2.0 

5.（2011 年）一、二等水准路线跨越江河，当视线长度大于（ ）m 时，应根据视线长度和仪器设备等情

况，选用规范规定的相应方法进行跨河水准测量。 

A. 50      B. 100      C. 150      D. 200 

6.（2011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可用于建立国家一、二等高程控制网的方法包括（ ）。 

A. 三角高程测量   B. 水准测量     C. GPS 水准测量   D. 地形控制测量 

E. 重力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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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2 年）一晴朗夏日，某一等水准组在北京地区观测，测段进行一半时，已经接近上午 10 点。此时，

观测组应（ ）。 

A. 继续观测           B. 打伞观测     

C. 打间歇           D. 到下一个水准点结束观测 

8.（2012 年）采用数字水准仪进行二等水准观测，仪器设置完成后，起测的第一站前后视距分别为 50m、

48m，后尺读数为 1.54288m，前尺读数为 0.54288m，仪器显示超限。其原因是（ ）超限。 

A. 视线长度     B. 前后视距差    C. 前后视距差累计    D. 视线高度 

9.（2012 年）在水准测量中，若后视点读数大于前视点读数，则前后视点高度的关系是（ ）。 

A. 前后视点高度取决于仪器高       B. 前后视点等高 

C. 后视点比前视点高        D. 后视点比前视点低 

10.（2012 年）二等水准观测，可采用尺台做转点尺承的地表类型有（ ）。 

A. 水泥路     B. 草地      C. 砂石路      D. 陡坡  

E. 坚实土路 

11.（2013 年）某四等附合导线，全长 8.1km。经测量计算，其方位角闭合差为 15"，纵向误差和横向误差

分别为 16cm 和 12cm，则该导线的全长相对闭合差为（ ）。 

A. 1/54000     B. 1/50625     C. 1/40500      D. 1/28928 

12.（2013 年）a、b、c 为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通过测量 a、b 间的长度 Sab和 a、c 间的长度 Sac来获

得 b、c 间的长度 Sbc。已知 Sab、Sac的测量中误差分别为±3.0mm、±4.0mm，则 Sbc的中误差为（ ）

mm。 

A.±1.0      B. ±2.6     C. ±5.0      D. ±7.0 

13.（2013 年）某工程施工放样误差的限差为±20mm，则该工程放样中误差为（ ）mm。 

A. ±5      B. ±10     C. ±15      D. ±20 

14.（2013 年）国家等级水准网的布设原则有（ ）。 

A. 由高级到低级    B. 从整体到局部    C. 逐级控制     D. 保证精度  

E. 逐级加密 

15.（2014 年）使用全站仪等精度观测三角形的 3 个角，观测值分别为 29°59'54"、60°00'06"、90°00'12"。

平差后 3 个角的值分别为（ ）。 

A. 29°59'50"、60°00'02"、90°00'08"    B. 29°59'52"、60°00'02"、90°00'06" 

C. 29°59'48"、60°00'02"、90°00'10"    D. 30°00'00"、60°00'00"、90°00'00" 

16.（2014 年）下列公式中，由两次重复测量较差计算单次测量中误差的是（ ）。 

A. m = ±�[𝑉𝑉𝑉𝑉]/(𝑠𝑠 − 1)       B. m = ±�[𝑊𝑊𝑊𝑊]/(3𝑠𝑠) 

C. m = ±�[∆∆]/𝑠𝑠         D. m = ±�[∆∆]/(2𝑠𝑠) 

17.（2014 年）从已知高程点，经过 4 个测站水准测量测定未知点高程，设已知点的高程中误差为 8mm，

每测站高差测量中误差为 2mm，则未知点的高程中误差为（ ）mm。（结果取至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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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9      B. ±10     C. ±12     D. ±16 

18.（2014 年）一、二等水准观测选用的尺台质量应至少为（ ）kg。 

A. 3      B. 4      C. 5      D. 6 

19.（2014 年）水网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一、二等水准路线的普通水准点，应埋设的标石类型是（ ）。 

A. 钢管水准标石    B. 道路水准标石   C. 混凝土柱水准标石  D. 墙角水准标志 

20.（2014 年）《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规定，使用数字水准仪前，应进行预热，预热至少为（ ）

次单次测量。 

A. 5      B. 10      C. 15      D. 20 

21.（2015 年）一、二水准测量中，使用光学水准仪往测时，偶数测站照准标尺的顺序为（ ）。 

A. 前后后前     B. 后前前后     C. 前后前后    D. 后前后前 

22.（2015 年）沿附合水准路线测定 P 点高程如下，则 P 点高程的最或然值是（ ）m。 

已知点 已知高程（m） 水准路线 观测高差（m） 距离（km） 

A 21.10 1 +1.56 2 

B 18.10 2 -4.50 4 

A. 22.60     B. 22.63     C. 22.64     D. 22.66 

23.（2015 年）某附合导线全长为 620m，其纵、横坐标增量闭合差分别为 fx = 0.12 m，fy = -0.16 m，则

该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为（ ）。 

A. 1/2200     B. 1/3100     C. 1/4500     D. 1/5500 

24.（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下列时间段中，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观测应避开的是（ ）。 

A. 日出后 30 分钟至 1 小时       B. 日中天前 2 小时至 3 小时 

C. 日落前后 30 分钟         D. 日中天后 2 小时至 3 小时 

25.（2015 年）某水准仪标称精度为偶然中误差≤1.0mm/km，按照我国水准仪系统标准规定，该仪器的型

号是（ ）。 

A. S0      B. S1      C. S3      D. S10 

26.（2016 年）某水准仪的型号为 DS3，其中“3”的含义是（ ）。 

A. 该仪器的测角中误差为±3"      B. 该仪器的每站高程中误差为±3mm 

C. 该仪器的每千米高差测量中误差为±3mm   D. 该仪器的每千米距离测量中误差为±3mm 

27.（2016 年）若某三角形每个角的测角中误差为±2"，则该三角形角度闭合差最大不应超过（ ）。 

A. ±2"      B. ±6"      C. ± 32 "     D. ± 34 " 

28.（2016 年）若某工程施工放样的限差为±40mm，则该工程的放样中误差最大为（ ）mm。 

A. ±4      B. ±10     C. ±20     D. ±40 

29.（2017 年）现行规范规定，国家二等水准每千米水准测量的偶然中误差是（ ）毫米。 

A. ±1.0     B. ±2.0     C. ±3.0     D. ±4.0 

30.（2017 年）现行规范规定，在冻土深度小于 0.8 米的地区布设二等水准点，水准标石埋设的类型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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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 

A. 钢管水准标石   B. 墙角水准标石   C. 道路水准标石   D. 混凝土柱水准标石 

31.（2018 年）水准测量中，在连续各测站上安置水准仪的三脚架时，应使其中两脚与水准路线方向平行，

而第三脚轮换置路线的左侧与右侧，可以减弱因（ ）引起的误差。 

A. 竖轴不垂直   B. 大气折光    C. i 角     D. 调焦镜运行 

32.（2018 年）四等水准环线周长最长为（ ）km。 

A. 100     B. 120     C. 140     D. 160 

33.（2018 年）四等水准，往返测照准标尺的的顺序为（ ）。 

A. 后后前前    B. 后前前后    C. 前后后前   D. 前前后后 

34.（2018 年）观测某五边形的四个内角，五边形中同精度观测了 4 个内角，中误差均为 4″，则该五边形

第 5 个内角的中误差为（ ）。 

A. ±4″     B. ±8″     C. ±12″    D. ±16″ 

35.（2019 年）数字水准仪的 i 角是指（）。 

A. 光学视准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B. 垂直轴与圆水准器轴在水平方向夹角 

C. CCD 视准线与水平面夹角      D. 光学视准线与 CCD 视准线方向的夹角 

36.（2019 年）正午前后 2 小时内不宜进行水准测量，这是为了避免（ ）影响。 

A. 大气折光误差   B. 电离层    C. 呈像不稳定  D. 气象因素 

37.（2019 年）新布设一条水准支线接测旧的二等水准路线时，若接测点的前后观测时间超过（ ），则应

进行检测。 

A. 半个月    B. 一个月    C. 三个月    D. 六个月 

38.（2019 年）假设水准仪在水准尺上的读数中误差为±0.5mm，则采用“后前前后”方式获得的高差中

误差为（ ）mm。 

A. ±0.5      B. ±0.5 2      C. ±1       D. ±2 

39.（2019 年）采用公式 Mw = �[WW/L]/N 进行中误差计算，其中 W 为附合或环线闭合差，L 为相应的

路线长度，N 为附合路线或闭合环的总个数，则 Mw为（ ）。 

A. 附合或环闭合差的偶然中误差     B. 每千米水准测量的高差偶然中误差 

C. 附合或环闭合差的全中误差      D. 每千米水准测量的高差全中误差 

40.（2020 年）如图所示，用水准测量方法测量了高差成果 h1、h2、h3、h4、h5。按间接平差法求未知

点 D 点高程，可列误差方程数是（ ）个。 

A. 2      B. 3      C. 4     D. 5  

41.（2020 年）水准测量规范要求每一测段的测站数均应为偶数，其目的是减弱因（ ）引起的误差。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72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5 节 高程控制网 

A. i 角     B. 地面沉降    C. 大气折光   D. 一对标尺零点不等差 

42.（2020 年）在 1:500 比例尺的地形图上进行距离量测，若量测中误差为±0.2mm，则对应的实地距离

中误差为（ ）m。 

A. ±0.1     B. ±0.2     C. ±0.4     D. ±2.0 

43.（2020 年）两个水准点间高差的正常水准面不平行改正数与两点间的（ ）有关。 

A. 纬度差值    B. 重力差值    C. 经度差值    D. 高程异常差值 

44.（2020 年）现行规范规定日出后 30 分钟内不应进行水准观测，这是为了消除或减弱（ ）的影响。 

A. i 角     B. 地面沉降    C. 调焦误差    D. 大气折光 

45.（2020 年）用 DJ2 型全站仪进行竖直角观测，共观测四测回，则测角中误差是（ ）。 

A. ±1.0″    B. ±1.2″    C. ±1.4″    D. ±1.6″ 

46.（2020 年）现行规范规定，四等水准测量外业计算水准点概略高程时，所用高程差应加入的改正有（ ）。 

A. 水准标尺长度误差改正 B. 固体潮改正   C. 路线闭合差改正  D. 重力异常改正 

E. 正常水准面不平行改正 

47.（2020 年）水准测量误差中，下列属于系统误差的有（ ）。 

A. 标尺名义长偏差  B. 读数误差    C. i 角误差    D. 立尺不垂直误差 

E. 大气折射误差 

48.（2021 年）水准测量中，下列哪一项可以削弱水准仪 i 角的影响（ ）。 

A. 保持测段内测站数为偶数      B. 保持前后视距基本相等 

C. 采用前后后前顺序观测       D. 采用后前前后顺序观测 

49.（2021 年）一、二等水准路线中进行重力测量的目的是（ ）。 

A. 高程异常改正   B. 重力水平梯度   C. 重力垂直梯度   D. 重力异常改正 

50.（2021 年）使用数字水准仪进行二等水准测量，前后视距差不应大于（ ）米。 

A. 0.5     B. 1.5     C. 5      D. 10 

51.（2021 年）采用 DJ2 经纬仪对某方向进行观测，观测结果的精度要求为 1.0″，则观测（ ）测回可满

足要求。 

A. 2      B. 4      C. 6      D. 8 

52.（2021 年）水准测量中每一测段应采用偶数站，这种做法可以削弱的误差是（ ）。 

A. 水准仪 i 角误差  B. 一对标尺零点不等差 C. 水准仪沉降   D. 水准尺沉降 

53.（2021 年）珠峰高程测量用到了下列哪些技术（ ）。 

A. GNSS 测量   B. 水准测量    C. 重力测量    D. 三角高程测量 

E. 激光准直测量 

54.（2021 年）下列检查项中，属于精密光学水准仪作业前检查内容的是（ ）。 

A. 圆水准器的检校        B. 调焦透镜运行误差的测定 

C. i 角检校          D. 光学测微器隙动差和分化值的测定 

E. 视距常数的测定 

55.（2022 年）水准测量要求前后视距大致相等目的在于削弱（ ）影响。 

A. 圆水准器轴与竖轴不平行的误差            B. 十字横丝不垂直于竖轴的误差 

C. 读数误差                              D. 水准管轴与视准轴不平行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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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022 年）水准测量的高程是（ ）。 

A. 正常高    B. 正高     C. 大地高    D. 椭球高 
57.（2022 年）设有线性函数 Z = K1X1 ± K2X2 ± … ± KnXn ± K0，则其中误差计算式为（ ）。 

A. mz
2 = k1m1 + k2m2 + ...+ knmn + k₀     B. mz

2 = k1
2m1

2 + k2
2m2

2 + ... + kn
2mn

2
  

C. mz
2 = k1

2m1
2 + k2

2m2
2 + ... + kn

2mn + k₀2         D. mz
2 = k1m1² + k2m2² + ... + knmn

2 

58.（2022 年）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中，测得垂直角为 30°，斜距测量中误差为 5cm，则测距引起的

高差中误差为（ ）cm。 

A. ±2.5     B. ±5      C. ±10     D. ±20  

59.（2022 年）一对水准标尺零点不等差可以用什么方式削弱（ ）。 

A. 前后视距相等   B. 严格对中整平   C. 水准点之间偶数设站 D. 盘左盘右观测  

 

 

[ 参考答案 ] 

1. D。仪器视准轴不平行于水准管轴造成的误差称为 i 角误差，i 角误差可以通过前后视距相等以减弱。 

2. A。单一水准路线闭合差分配可以按距离或测站数成比例反符号分配。 

3. C。由 1 号点测至 2 号点的观测高程为 35.60 + 0.60 - 0.60 = 35.60，而 2 号点的已知高程为 35.40，闭

合差为 35.60 - 35.40 = 0.20，根据 6.2（3）中的知识，闭合差按照测站数反号分配，闭合差分配过后 h1

应该为 0.60 - 0.20 / 3 × 2 = 0.47，所以 P 点高程应该为 35.60 + 0.47 = 36.07m。 

4. B。根据 7.2 中的知识，此题属于倍数函数的中误差求解。根据题干中的公式，水平位移的中误差等于 5 

/ 200000 × 40000 = 1mm。 

5. B。一、二等水准测量中，若视线长度超过 100m，应根据视线长度和仪器设备等情况，选用相应的跨

河水准测量方法进行观测。 

6. ABCE。水准测量应辅加重力测量改正，另外跨河水准测量可以采用三角高程测量和 GPS 水准测量等方

法。 

7. C。根据要求，太阳中天前后各约 2 小时内不应观测。 

8. D。根据表 1.5.5，视线长度不能超过 50m，前后视距差不能大于 1.5m，视线高度应为 0.55 - 2.8m。选

项中 B、D 两项都超限。此题有疑问。 

9. D。基本常识，低点的读数大。 

10. ACE。用尺台做转点尺承对地表的要求应是坚实可靠、不易发生升降。选项中 ACE 符合要求。 

11. C。用纵向误差和横向误差可以求出导线长度误差： 201216 22 =+ cm，0.2/8100=1/40500。 

12. C。由图形知 Sbc = Sac - Sab，是和差函数。根据 7.2 中的知识，Sbc= 22 43 + =5mm。 

13. B。限差为中误差的 2 倍。 

14. ABCE。国家水准网的布设采用从高级到低级，从整体到局部，逐级控制，逐级加密的原则，按精度分

为一、二、三、四等水准测量。 

15. A。三角形三角之和应该等于 180°，题中观测的三个角度之和减去 180°等于 12"，由于是等精度观测

将 12"反号平均分配至 3 个角，每个观测值应该减去 4"。 

16. D。由 7.3 中的知识。选项 A 为白塞尔公式，是以改正数 Vi 代替真误差 Δi 计算观测值中误差的公式；

B 为用三角形闭合差计算测角中误差的公式；C 为用真误差计算观测值中误差的公式。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F%E6%80%A7%E5%87%BD%E6%95%B0/10854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9F%E8%AF%AF%E5%B7%AE/4946240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5 节 高程控制网 

17. A。未知点高程等于已知点高程加上 4 个测站测定的高差，根据 7.2 中的知识知道这是一个和（差）函

数的中误差计算。未知点高程中误差= 22222 22228 ++++ =8.9mm。 

18. C。一、二等水准观测应根据路线、土质选用尺桩（尺桩质量不轻于 1.5kg，长度不短于 0.2m）或尺

台（尺台质量不轻于 5kg）做转点尺承。 

19. B。水网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水准点，应埋设道路水准标石。 

20. D。使用数字水准仪前，应进行预热，预热不少于 20 次单次测量。 

21. A。根据表 1.5.4，往测偶数站的观测顺序为前后后前。 

22. C。同第 3 题。B 点观测高程为 21.1 + 1.56 - 4.50 = 18.16，闭合差为 18.16 - 18.1 = 0.06，P 点高程

为 21.1 + 1.56 - 0.06/6×2 = 22.64m。 

23. B。同第 8 题，用 x 误差和 y 误差可以求出导线长度误差： 20160120 22 ... =+ m，0.2 / 620 = 1 / 3100。 

24. C。日出后与日落前 30 分钟内不应进行观测。 

25. B。水准仪型号中的字母 D、S 分别为“大地测量”和“水准仪”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字母后的数

字表示仪器每公里高差测量的中误差（以毫米为单位）。 

26. C。水准仪型号中的字母 D、S 分别为“大地测量”和“水准仪”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字母后的数

字表示仪器每公里高差测量的中误差（以毫米为单位）。 

27. D。闭合差中误差等于 32222 222 =++ ，限差一般为中误差的 2 倍，即 34 。 

28. C。限差为中误差的 2 倍。 

29. A。根据表 1.5.8 得出答案。 

30. D。1.2（6）中的内容。沙漠地区或冻土深度小于 0.8m 的地区，埋设混凝土柱水准标石。 

31. A。根据 3.1 中的内容，在连续各测站上安置水准仪的三脚架时，应使其中两脚与水准路线方向平行，

而第三脚轮换置路线的左侧与右侧，这种方式可以减弱因竖轴不垂直引起的误差。 

32. A。1.1（3）中的内容。三等水准网附合路线长度不超过 150km（四等不超过 80km），环线不超过 200km

（四等不超过 100km），同级节点间距不超过 70km（四等不超过 30km），山地等特殊困难地区可适当

放宽，但不宜大于上述各指标的 1.5 倍。 

33. A。根据表 1.5.4 得出答案。 

34. B。此题是和函数的误差传播定律，根据 7.2 中的公式可计算得出答案。 

35. C。数字水准仪用 CCD 代替了人眼观测，因此应该是 CCD 视准线与水平面的夹角。 

36. C。3.1（8）中的知识。 

37. C。1.2（4）中的内容。新设的水准路线与已测的水准点联测或接测时，若该水准点的前后观测时间超

过三个月，应进行检测。 

38. A。7.2 中误差传播定律的知识。高差 =（后 1 + 后 2）/ 2 -（前 1 + 前 2）/ 2，然后根据误差传播定

律公式可算出答案。 

39. D。根据 5.5 中的知识可以得出答案。 

40. D。6.3 中内容，间接平差方程式个数等于观测值个数。 

41. D。3.2 中的内容，测段采用偶数站可以减弱一对水准标尺零点不等差的影响。 

42. A。7.2 误差传播率的知识，此题是倍数函数，代入倍数函数中误差计算公式可得出答案。 

43. A。根据 5.2 中的知识，测段高差的正常水准面不平行改正数 ε 的计算公式为：ε = - A·H·Δφ。公式里

包含始、末点纬度平均值，始、末点近似高程平均值，末点纬度减去始点纬度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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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日出后及日落前这段时间内气温变化较大，大气折光对观测的影响变化较快，不利于观测。 

45. A。7.2 误差传播定律的知识。观测 4 测回，则结果是 4 个测回的平均数，即（测回 1+测回 2+测回 3+

测回 4）/4，1 个测回的中误差为 2 秒，此函数的中误差为 1 秒。 

46. ACE。5.2 中的原话。 

47. ACE。BD 属于偶然误差。 

48. B。 

49. D。5.2 中的内容。测定重力是为了进行重力异常改正。 

50. B。表 1.5.5。 

51. B。列出 n 个测回平均观测值的计算式，令其等于 1，然后根据误差传播定律可求解出 n 的数值。 

52. B。同 40 题。 

53. ABCD。激光准直测量是工程测量中的应用，主要用于变形观测。 

54. ACD。《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表 5。 

55. D。3.2 中的内容。 

56. A。 

57. B。7.2 中的内容。 

58. A。高差等于 sin30°* 斜距，根据线性函数误差传播定律求解。 

59. C。3.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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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的工作越来越重要，高精度的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结合 GPS 技术可以取代传统的水

准测量方法测定正常高。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一些概念 

（1）大地水准面：大地水准面是指与静止的平均海水面重合并延伸到大陆内部的包围整个地球的封

闭水准面。它是重力等位面，即物体沿该面运动时，重力不做功（如水在这个面上是不会流动的）。大地

水准面是描述地球形状的一个重要物理参考面，也是海拔高程系统的起算面。 

（2）正高：地面一点沿该点的重力线到大地水准面的距离。又称海拔高或绝对高。 

（3）似大地水准面：由于正高与大地水准面的确定涉及到地球内部密度的假定，无法精确计算出来，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正常高系统和似大地水准面替代。从地面点沿正常重力线量取正常高所得端点构成的封

闭曲面即为似大地水准面。似大地水准面严格说不是水准面，但接近于水准面，只是用于计算的辅助面。

它与大地水准面不完全吻合，差值为正常高与正高之差。但在海洋面上时，似大地水准面与大地水准面重

合。似大地水准面只是通过一定的数学关系对应于地面的一个几何曲面，它不是具有物理意义的水准面。 

（4）正常高：地面一点沿正常重力线到似大地水准面的距离称为正常高。以似大地水准面定义的高

程系统称为正常高系统。我国目前采用的法定高程系统就是正常高系统。 

（5）大地高：从地面点沿法线到参考椭球面的距离。它的起算面是参考椭球面。 

（6）大地水准面差距：参考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之差的距离称为大地水准面差距，记为 N。 

（7）高程异常：似大地水准面至地球椭球面的距离称为高程异常，记为ξ。如果设地面某一点的大地

高为 H 大地，它的正高为 h 正高，正常高为 h 正常高，大地水准面差距为 N，高程异常为ξ，则： 

H 大地 = h 正高 + N = h 正常高 + ξ 

参考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似大地水准面关系如下图所示，图中，地面上一点 A 沿正常重力线至似大

地水准面的距离 AO 为正常高，沿法线至参考椭球面的距离 AO'为大地高，沿铅垂线至大地水准面的距离

AO’’为正高。 

图 1.6.1 参考椭球面与大地水准面、似大地水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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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精确求定似大地水准面与参考椭球面的差距（高程异常）即是对似大地水准面的精

化。对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化也就是按一定的分辨率精确求定高程异常。 

1.2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方法 

确定似大地水准面的方法可归纳为： 

（1）几何法：只考虑几何观测量，如天文水准、卫星测高、GPS 水准等。 

（2）重力学法。 

（3）几何与重力联合法（或称组合法）。目前，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化普遍采用组合法，即以 GPS

水准确定的高精度但分辨率较低的几何大地水准面作为控制，将重力学方法确定的高分辨率但精度较低的

重力似大地水准面与之拟合，以达到精化似大地水准面的目的。 

 

2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计算 

（1）高程异常控制点计算 

计算高程异常控制点的高程异常，按下式进行： 

ξGPS = H - h 

式中： 

ξGPS —— 高程异常，单位为米（m）； 

H —— 大地高，由 GPS 测量方法获得，单位为米（m）； 

h —— 正常高，由水准测量方法获得，单位为米（m）。 

（2）收集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区域的重力资料与数字高程模型资料，并按格网平均重力异常计算要求

对数据进行整理。 

（3）利用重力资料与数字高程模型资料进行重力点重力归算及格网平均重力异常计算。 

（4）选择适当的参考重力场模型，采用移去-恢复技术，计算出重力似大地水准面。 

（5）联合计算高程异常控制点与重力似大地水准面，采用融合技术消除或削弱高程异常控制点与对

应的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不符值，求得最终似大地水准面。 

 

3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相关技术规定 

3.1 参考基准 

大地坐标系：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1985 国家高程基准 

重力基准：2000 国家重力基本网 

3.2 似大地水准面精度与分辨率 

我国似大地水准面按范围和精度，分为国家似大地水准面（满足 1:5 万比例尺测图要求）、省级似大

地水准面（满足 1:1 万）和城市似大地水准面（满足 1:500）。各级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和分辨率应不低

于下表的规定： 

表 1.6.1 各级似大地水准面精度和分辨率 

等级 
似大地水准面精度 

似大地水准面分辨率 
平地、丘陵 山地、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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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0.3m 0.6m 15’×15’ 

省级 0.1m 0.3m 5’×5’ 

城市 0.05m 2.5’×2.5’ 

3.3 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分辨率 

在似大地水准面计算时，应利用已有的或通过实测重力资料确定的格网平均重力异常，作为重力似大

地水准面计算的基础数据。 

各级似大地水准面计算采用的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分辨率应不低于下表的规定。 

表 1.6.2 各级似大地水准面格网平均重力异常分辨率 

等级 
平均重力异常分辨率 

平地、丘陵地 山地、高山 

国家 5’×5’ 15’×15’ 

省 2.5’×2.5’ 5’×5’ 

城市 2.5’×2.5’ 

3.4 数字高程模型（DEM）的分辨率 

各级似大地水准面计算采用的数字高程模型分辨率应不低于下表的规定。 

表 1.6.3 各级似大地水准面数字高程模型分辨率 

级别 数字高程模型分辨率 

国家 30"×30" 

省级 3"×3" 

城市 3"×3" 

3.5 高程异常控制点测量精度 

（1）用于精化国家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控制点，其坐标和高程精度应不低于 B 级 GPS 网点和国

家二等水准网点的精度。 

（2）用于精化省级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控制点，其坐标和高程精度应不低于 C 级 GPS 网点和国

家三等水准网点的精度。 

（3）用于精化城市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控制点，其坐标和高程精度应不低于 C 级 GPS 网点和国

家三等水准网点的精度。 

3.6 高程异常控制点点位布设 

（1）高程异常控制点应均匀分布于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区域。 

（2）高程异常控制点应具有代表性，点位分布应顾及平原、丘陵和山地等不同的地形类别区域，点

位在不同地形类别均应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丘陵和山地等地形变化剧烈地区应适当加大

高程异常控制点分布密度。 

（3）各级似大地水准面的高程异常控制点宜利用不低于 3.5 中规定精度的 GPS 网点和水准网点。 

（4）相邻高程异常控制点最大间距不宜大于下公式计算结果 

d = 7.19𝑚𝑚𝜉𝜉𝑐𝑐−1𝜆𝜆−1/2 

式中：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79 



第 1 章 大地测量 第 6 节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d   —— 相邻高程异常控制网点最大间距，单位为千米（km）； 

𝑚𝑚𝜉𝜉  —— 似大地水准面的精度，单位为厘米（cm）； 

c   —— 平均重力异常代表误差系数； 

λ    —— 平均重力异常格网分辨率，单位为分（'）。 

3.7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的误差来源 

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的误差来源主要有 GPS 测定大地高误差、水准测量误差、重力测量误差、数字高

程模型（DEM）误差等。 

在未考虑水准观测起算误差的情况下，如设 GPS 测定的大地高中误差为 mG，水准测定的高程中误差

为 mS，则由 GPS 水准计算的高程异常中误差为 

mξGS = ( mG
2 + mS

2 )1/2 
在不顾及重力似大地水准面的理想情况下，上式表明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的精度主要取决于 GPS

测定大地高的精度。 

 

4 似大地水准面精度检验 

4.1 评定方法 

由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计算的各检验点高程异常与实测高程异常不符值计算的中误差，作为似大地

水准面精度。 

4.2 检验点布设原则 

（1）检验点的点位应分布均匀，在平原、丘陵和山区等不同的地形类别及有效区域边缘均应布设检

验点，再采用未参加似大地水准面计算的实测高程异常点作为检验点。 

（2）国家似大地水准面检验点的间距不宜超过 300km，检验点总数不应少于 200 个；省级似大地水

准面相邻检验点的间距不宜超过 100km，检验点总数不应少于 50 个；城市似大地水准面相邻检验点的间

距不宜超过 30km，检验点总数不应少于 20 个。 

（3）检验点与用于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的高程异常控制点间的距离应不小于似大地水准面格网间

距。 

（4）检验点应满足 GPS 观测与水准联测条件。 

（5）在利用旧点作为检验点时，应检查旧点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完好性，以及是否满足 GPS 观测与

水准观测的条件，符合要求方可利用。 

4.3 检验点观测 

（1）检验点的测量精度应不低于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时高程异常控制点的测量精度。 

（2）检验点的外业观测与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时高程异常控制点的测量要求一致。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似大地水准面精化工作中，A、B 级 GPS 观测应采用（ ）定位模式。 

A. 静态相对     B. 快速静态相对   C. 准动态相对    D. 绝对 

2.（2011 年）地面上任意一点的正常高为该点沿（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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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垂线至似大地水准面        B. 法线至似大地水准面 

C. 垂线至大地水准面        D. 法线至大地水准面 

3.（2011 年）GPS 点的大地高 H、正常高 h 和高程异常 ξ 三者之间正确的关系是（ ）。 

A. ξ = H - h     B. ξ < H – h    C. ξ = h - H     D. ξ < h - H 

4.（2012 年）通常所说的海拔高是指（ ）。 

A. 正常高     B. 正高      C. 大地高     D. 比高 

5.（2013 年）省级似大地水准面精化中，所利用的数字高程模型的分辨率不应低于（ ） 

A. 3"×3"     B. 4"×4"     C. 5"×5"     D. 6"×6" 

6.（2013 年）GPS 测定某点的大地高中误差为±6mm，水准测定该点的高程误差为±8mm，则利用 GPS

水准计算该点的高程异常中误差为（ ）mm。 

A. ±6      B. ±8      C. ±10     D. ±14 

7.（2014 年）某大地点的大地高 92.51m，正高 94.40m，正常高 94.26m，大地水准面差距-1.89m，则该

点的高程异常是（ ）m。 

A. -0.14     B. -1.75     C. +0.14     D. +1.75 

8.（2014 年）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时，下列数据中，不需要的是（ ）。 

A. 区域沉降测量数据         B. 区域水准测量数据 

C. 区域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D. 区域 GPS 测量数据 

9.（2015 年）海拔高的起算面是（ ）。 

A. 参考椭球面          B. 平均大潮高潮面 

C. 大地水准面          D. 理论最低潮面 

10.（2016 年）GPS 测量中，大地高的起算面是（ ）。 

A. 大地水准面    B. 参考椭球面    C. 地球表面    D. 似大地水准面 

11.（2016 年）对某大地点进行测量，GPS 大地高中误差为±10mm，高程异常中误差为±15mm，仪器

高测量中误差为±6mm，则该点的正常高中误差是（ ）mm。 

A. ±31      B. ±25     C. ±22     D. ±19 

12.（2017 年）地球表面重力的方向是指（ ）。 

A. 地球引力方向   B. 地球离心力相反方向 C. 铅垂线方向   D. 椭球法线方向 

13.（2017 年）下列关于大地水准面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A. 大地水准面是一个参考椭球面     B. 大地水准面是一个重力等位面 

C. 大地水准面是一个几何面      D. 大地水准面是一个物理面 

14.（2018 年）通过水准测量方法测得的高程是（ ）。 

A. 正高     B. 正常高    C. 大地高    D. 力高 

15.（2019 年）下列与大地水准面处处垂直的线是（ ）。 

A. 地球引力线    B. 椭球面法线   C. 铅垂线     D. 离心力方向线 

16.（2019 年）城市似大地水准面建设，需要进行的外业工作是（ ）。 

A. GNSS 测量   B. 导线测量    C. 水准测量    D. 三角测量 

E. 重力测量 

17.（2020 年）高程异常是指（ ）至参考椭球面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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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地水准面   B. 似大地水准面   C. 地球自然表面   D. 理论最低潮面 

18.（2020 年）我国 2005 年公布的珠穆朗玛峰高程是 8844.43m，这个高程是（ ）。 

A. 大地高    B. 正常高    C. 正高     D. 力高 

19.（2021 年）已知 GPS 测定某点的大地高中误差为±6mm，水准测定该点的高程误差为±8mm，则利

用 GPS 水准计算该点的高程异常中误差为（ ）mm。 

A. ±6      B. ±8      C. ±10     D. ±14 

 

 

[ 参考答案 ]  

1. A。A、B 级 GPS 网属于 GPS 高等级控制网，因此必须采用静态定位模式观测。 

2. A。1.1 中的内容。地面一点沿正常重力线到似大地水准面的距离称为正常高。 

3. A。高程异常计算公式为 ξ = H - h。H 为大地高，h 为正常高。 

4. B。1.1 中的内容。海拔的意思是高出海平面（大地水准面）的垂直距离，海拔高就是正高。 

5. A。见表 1.6.3。 

6. C。根据 3.7 中的公式，代入计算可得答案为 C。 

7. B。大地高 = 正常高 + 高程异常。 

8. A。由本节内容可知 A 不需要。 

9. C。同第 4 题。 

10. B。1.1 中的内容，大地高是从地面点沿法线到参考椭球面的距离。 

11. D。本题中大地高、高程异常、仪器高误差对正常高的影响为和（差）函数，所以正常高中误差为

222 61510 ++ =19mm。 

12. C。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即铅垂线方向。 

13. A。大地水准面并不规则，不是参考椭球面。 

14. B。我国采用的是正常高系统，采用水准测量得到是正常高。 

15. C。1.1 中的概念。铅垂线（重力线）与大地水准面垂直。 

16. ACE。根据 2 中的内容可得出答案。 

17. B。1.1 中的概念。高程异常是似大地水准面至地球椭球面的距离。 

18. C。1.1 中的概念。通常所说的海拔高或绝对高是正高。 

19. C。同第 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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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重力控制网 

→ 相比于前文描述的大地控制测量和高程控制测量，从事重力测量的测绘人员相对较少，所以在考试中

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 

重要指数：★★★☆☆ 

 

1 总体设计 

重力测量是测定地面观测点重力加速度的测量技术和方法。重力测量分绝对重力测量和相对重力测量。

绝对重力测量是直接测定地面观测点上的绝对重力值，相对重力测量是测定两点间的重力差值。 

→ 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做重力。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一般情况下，重力随纬度的

增大而增大，随海拔高度的增大而减小。 

1.1 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目的 

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目的是建立国家重力基准和重力控制网，为各类重力测量提供统一的重力起算值。 

1.2 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等级 

国家重力控制网由国家重力基本网、一等网组成；国家重力基本网由基准点和基本点组成；国家重力

一等网由一等点组成。 

国家重力控制测量包括基准点、基本点、一等点及相应等级引点重力值的测定。国家级重力仪标定基

线是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组成部分，分为长基线和短基线两种，供标定重力仪使用。 

根据需要，在基本点、一等点所在城市内可设立引点。 

1.3 国家重力控制网的设计原则 

国家重力控制网的布设应满足下述原则和技术要求： 

国家重力基准由一定数量、合理分布的基准点组成，构成全国重力测量的基准框架，重力基准点间距

按 150km 布设，困难地区可放宽至 200km。 

国家重力控制网按逐级控制原则布设，基本网和一等网应布设成闭合环状。基准点上应用高精度绝对

重力仪测定重力值，基本点之间和基本点与基准点之间应用高精度相对重力仪联测，以建立基本网；一等

网以国家重力基准点和基本点为控制联测。 

国家重力控制网应在规定的施测时期内完成测量，数据处理后经公告才可采纳。 

长基线应基本控制全国范围内重力差，大致沿南北方向布设，两端点重力值之差应大于 2000×10-5 

ms-2，每个基线点应为基准点。短基线按区域布设，两端点重力值之差应大于 150×10-5 ms-2。段差相对

误差应小于 5×10-5。短基线至少有一个端点与国家重力控制点联测。 

→ 段差指相对重力测量中，相邻重力点之间重力的差值。 

国家重力网应 10 年更新一次，每次更新施测时间不超过 2 年。 

1.4 加密重力测量设计原则 

加密重力测量是为各种科学目的对有关区域在各级重力控制点的基础上加密一定的重力点所进行的重

力测量： 

（1）建立国家、地区平均重力异常模型应实施加密重力测量。 

（2）确定（似）大地水准面格网平均重力异常时，可实施加密重力测量。 

（3）为精密水准测量正常高系统改正而进行的水准路线中水准点上的重力测量宜实施加密重力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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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为满足其他行业需求可实施加密重力测量。 

1.5 重力测量的精度 

（1）基准点绝对重力值的测定中误差不应超过 5×10-8 ms-2。 

（2）各等级重力控制点相对重力测量的段差联测中误差的要求见下表 

表 1.7.1 各级重力控制点段差联测精度要求           单位为 10-8 ms-2 

等级 基本点（含引点） 一等点（含引点） 

中误差 ±10 ±25 

（3）国家重力基本网平差后的重力点重力值的平均中误差不应超过 10×10-8 ms-2，一等重力点重力

值的平均中误差不应超过 25×10-8 ms-2。 

（4）短基线联测段差的平均值中误差不应超过 5×10-8 ms-2。 

（5）加密点的联测中误差一般应优于 0.60×10-5 ms-2，困难地区可放宽到 1.00×10-5 ms-2；若需要

布设二等点，则二等点的联测中误差应优于 0.25×10-5 ms-2。 

 

2 重力控制点的建立 

2.1 重力基准点选点与埋石 

（1）点位要求 

① 重力基准点应位于稳固的非风化基岩上。 

② 远离工厂、矿区、铁路、公路等各种震源，避开高压线和变电设备等强磁电场。 

③ 附近地区不会产生较大的质量迁移；不宜在大河、大湖、水库附近及地下水位变化剧烈的地区建点。 

④ 可利用国家和省级卫星导航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等国家高等级控制点。 

（2）基准点观测室要求 

基准点应专门建立观测室，其要求为： 

① 观测室面积一般应不小于 3m×5m，天花板离墩面应高于 2m。 

② 观测室内应有稳定电源，保持干燥。 

（3）标石规格及埋设要求 

① 基准点观测墩标石的尺寸为 1.2m×1.2m×1.0m，标石用混凝土现场灌制。 

② 标石周围与地面应留宽为 0.1m 的隔震槽，填以粗砂。 

③ 标石距墙壁不得小于 0.5m，两个观测墩之间相距应大于 0.8m。 

2.2 基本点和一等点及引点的建立 

（1）点位要求 

① 基本点和一等点的点位一般选在机场附近（在机场的安全隔离区以外）。 

② 点位应选在地基坚实稳定、安全僻静和便于长期保存的地点，不得选在地质构造不稳定的地点。 

③ 点位应远离飞机跑道及繁忙的交通要道，避开人工震源、高压线路及强磁设备。 

④ 点位应便于重力联测及点位坐标、高程的测定。 

⑤ 可利用国家和省级卫星导航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等国家高等级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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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埋石要求 

① 标石尺寸为 1m×1m×1m。 

② 标石用混凝土现场灌制。 

③ 标石应标定正北方向。 

④ 石面应平整光滑，标志镶嵌在标石面的中央。 

2.3 短基线的建立 

短基线的建立应满足下列要求： 

（1）至少由 3 个点组成。 

（2）点位应避免选在陡峭的山崖处。 

（3）点的埋石要求与基本点相同。 

 
3 重力测量仪器简介 

重力仪分为绝对重力仪和相对重力仪两种。按测量方法分为动力法和静力法。 

绝对重力测量一般采用动力法，动力法观测的是物体的运动状态，测量出时间与路径即可以求出绝对

重力值。动力法可以利用自由落体的原理，观测物体的运动状态以测定重力。例如激光式自由落体重力仪

是用激光干涉技术精密的测量距离，用极为准确的时钟和电子设备测定时间，然后计算出重力加速度。 

相对重力测量一般采用静力法，静力法是观测物体在重力作用下静力平衡位置的变化，以测量两点间

的重力差。其基本原理是弹性体在重力作用下发生形变，弹性体的弹性力与重力平衡时，弹性体处于某一

平衡位置。当重力变化时弹性体的平衡位置则改变，观测两次平衡位置的改变量，即可测定两点的重力差。 

目前广泛使用的弹簧重力仪属于静力法相对重力仪，根据弹簧的材料不同又可分为石英弹簧重力仪和

金属弹簧重力仪。 

（1）FG5 型绝对重力仪 

FG5 型绝对重力仪属于现代激光落体可移动式绝对重力仪，标称精度优于 2×10-8 ms-2。 

（2）拉科斯特型相对重力仪 

“拉科斯特型”（简称 LCR，分为 G 型和 D 型）相对重力仪可用于测定基本重力点和一等重力点。

该仪器是金属弹簧重力仪，标称精度为±20×10-8 ms-2。该仪器至少在观测前的 24 小时通电恒温，观测

前 30 分钟，切断充电器电源，换接电池电源，并保障电池的电压不得低于 11.5V。如静置的仪器，观测前

必须晃动 5 分钟以上，或置于汽车上行驶 3 分钟以上。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锁摆。 

（3）石英弹簧重力仪 

测定二等重力点及加密重力点的相对重力仪，可以采用石英弹簧重力仪（如：ZSM、Worden）或金

属弹簧重力仪（如：LCR）。 

 

4 绝对重力测量 

4.1 仪器的选用与要求 

绝对重力测量应优先使用标称精度优于±2×10-8 ms-2的绝对重力仪，在我国西部和海域交通困难地区

可采用标称精度优于±10×10-8 ms-2的绝对重力仪。 

4.2 仪器的调整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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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重力仪的调整与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1）检查和调整激光稳频器、激光干涉仪和时间测量系统。 

（2）调整测量光路的垂直性。 

→ 测量光路的垂直性是指射向垂直下落落体的光心的光线与重力垂线的偏差。 

（3）调整超长弹簧的参数。 

（4）确认绝对重力仪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4.3 基准点的测量要求 

每个基准点应采用两台绝对重力仪各进行一次绝对重力测量，两次测量时间间隔宜在一年以内，两次

测量成果的互差不宜超过 20×10-8 ms-2。基准点的绝对重力测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观测前首先要设置有关参数，包括运行命令、测点参数、仪器参数等。绝对重力仪自动运行，

开始观测采集数据。 

（2）根据每次下落采集的距离和时间对组成观测方程，解算出落体下落初始位置高度处的观测重力

值 g r。 

（3）进行固体潮改正、气压改正、极移改正和光速有限改正。在沿海地区，应计算海潮负荷潮改正。 

（4）将落体下落初始位置高度处的观测结果进行观测高度改正，采用标称精度优于±2×10-8 ms-2的

绝对重力仪，归算至离墩面 1.3m 高度处；采用标称精度优于±10×10-8 ms-2的绝对重力仪，归算至离墩

面 0.8m 高度处。 

（5）由经过各项改正后的每组合格观测重力值求得组均值及其中误差，由所有的组均值计算总均值

及其中误差。每个点的总均值中误差应不超过 5×10-8 ms-2。 

（6）每个绝对重力点在测定重力值时，也应同时测定重力垂直梯度。 

 
5 相对重力测量 

5.1 仪器的选用与要求 

相对重力测量采用标称精度为±20×10-8 ms-2的相对重力仪，多台仪器一致性的中误差应小于 2 倍联

测中误差限差。 

5.2 仪器的性能试验 

当仪器静态试验、动态试验和多台仪器一致性试验满足要求时，方可投入使用。 

（1）静态试验 

用于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重力仪静态试验的内容包括： 

① 在温度变化小且无震动干扰的室内稳固地点安置仪器； 

② 待仪器稳定后每半个小时读一次数，连续观测 48 小时，整个测试过程中仪器处于开摆状态； 

③ 观测数据经固体潮改正后，结合读数的观测时间绘制出仪器静态零点漂移曲线，检查零漂线性度。 

→ 零漂指因仪器弹簧弹性疲劳造成读数零位值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2）动态试验 

用于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重力仪动态试验的内容包括： 

① 在段差不小于 50×10-5 ms-2、点数不少于 10 个的场地进行往返对称观测，测回数不少于 3 个，每

测回往返闭合时间不少于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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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观测数据经固体潮及零漂改正后，计算各台仪器的段差观测值，计算各台仪器的动态观测精度。对

于同一台仪器，动态观测精度小于相对重力仪标称精度的 2 倍，可认为该仪器的零漂是线性的。 

（3）多台仪器一致性试验 

多台仪器一致性的试验可与动态试验一并进行，计算出的仪器间一致性中误差应小于相应等级相对重

力测量段差联测中误差限差的 2 倍。 

5.3 重力仪比例因子的标定 

用于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重力仪比例因子的标定应包括： 

（1）作业前重力仪应在长基线的基准点或基本点间进行比例因子标定。 

（2）所选的重力差应覆盖工作地区重力仪的读数范围，避免比例因子外推。 

（3）两基本点间用飞机联测时，每台仪器应测定两个往返的独立结果，两个结果之差不应大于 40×

10-8 ms-2。同一城市的基准点与基本点间用汽车联测，每台仪器测定两个独立结果，其差值不应大于 20×

10-8 ms-2。 

（4）比例因子计算公式： 

C =
∆𝐺𝐺12
∆𝑔𝑔12

 

式中： 

C   ——  重力仪的比例因子； 

∆𝐺𝐺12 —— 长基线两个点间已知重力值之差，单位为 10-8 ms-2； 

∆𝑔𝑔12  ——  长基线两点间用相对重力仪测定的段差平均值，单位为 10-8 ms-2。 

5.4 相对重力联测技术要求 

（1）国家重力控制测量的要求：  

① 国家重力控制点进行相对重力联测时使用的仪器数和成果数见下表： 

表 1.7.2 基本点、一等点联测时使用的仪器数和成果数 

等级 基本点 一等点 

仪器数 4 3 

每台合格成果数 4 3 

② 短基线联测时仪器数不少于 6 台，每台仪器的合格成果数不少于 4 个，总成果数不少于 24 个。 

③ 基本点的联测路线应组成闭合环，闭合环的测段数不宜超过 5 段。 

④ 一等点的联测路线可以组成闭合环或附合在两基本点间，其段数一般不超过 5 段；特殊情况下可

以按辐射状布测一个一等点。 

⑤ 基本点引点或一等点引点可按辐射状联测，其联测精度和技术要求与相应等级重力点的规定相同。 

⑥ 联测时应采用对称观测，即 A-B-C…C-B-A，观测过程中仪器停放如超过 2h，则在停放点应重复

观测，以消除静态零漂。 

⑦ 每条测线一般在 24 小时内闭合，特殊情况可以放宽到 48 小时。 

⑧ 每条测线计算一个联测结果。 

（2）二等及加密重力测量的要求 

① 进行二等重力测量应满足以下要求：二等重力测量的重力控制点为基准点、基本点、基本引点、一

等点、一等引点；二等重力测线应形成闭合或附合测线，且闭合或者附合时间一般不大于 36 小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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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可放宽到 48 小时；二等重力测线中的待测二等点数不大于 4 个；二等重力测量可以采用三程循环法，

即按：重力点 1-重力点 2-重力点 1-重力点 2 的方式测量时，可按：重力点 1-重力点 2-重力点 1，重力点

2-重力点 1-重力点 2 作为两条测线计算；在困难地区，二等重力测线中可加测加密点。 

② 进行加密重力测量应满足以下要求：加密重力测量的重力控制点为基准点、基本点、基本引点、一

等点、一等引点、二等点；加密重力测线应形成闭合或附合测线，且闭合或附合时间一般不大于 60 小时，

困难地区可放宽到 84 小时。测线中当仪器静止 2 小时以上时，应在静止点重复观测，以消除静态零漂。 

二等及加密重力测量的仪器数和段差数按表 1.7.3 执行。 

表 1.7.3 仪器台数和段差数 

等级 仪器台数 段差数 

加密 ≥1 ≥1 

二等 ≥1 ≥2 

注：只有 1 个合格段差数时，不计算联测中误差。 

 

6 平面坐标、高程测定 

各类重力点均必须测定坐标和高程。 

（1）各等级重力点的平面坐标、高程测定中误差不应超过 1m。加密点的平面中误差相对于国家大地

控制点不大于 100m，高程点中误差不大于 1m，困难地区放宽到 2m。 

（2）重力控制点的坐标系统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各等级重力点平面坐标可采用卫星定位系统或其他方法测定。 

（4）各等级重力点的高程可以采用常规方法或卫星定位结果与似大地水准面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测定。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加密重力测量测线中，当仪器静放 3 小时以上时，必须在（ ）读数，按静态零漂计算。 

A. 静放前     B. 静放后     C. 静放中     D. 静放前后 

2.（2011 年）相对重力测量是测定两点的（ ）。 

A. 重力差值     B. 重力平均值   C. 重力绝对值    D. 重力加速度 

3.（2012 年）在重力测量中，段差是指相邻两个点间的（ ）差值。 

A. 距离      B. 高程      C. 重力     D. 坐标 

4.（2013 年）一等重力点联测路线的测段数最多不应超过（ ）个。 

A. 4      B. 5      C. 6      D. 7 

5.（2014 年）FG5 绝对重力仪的观测值是重力点的（ ）。 

A. 重力差值     B. 重力垂线偏差    C. 重力加速度    D. 重力垂直梯度值 

6.（2015 年）LCR-G 型相对重力仪必须锁摆的状态是（ ）。 

A. 运输过程中    B. 仪器检查     C. 观测读数    D. 静置 

7.（2018 年）重力测量成果不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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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面坐标值   B. 垂线偏差值   C. 高程值    D. 重力值 

8.（2019 年）假设地球是一个质量均匀的标准椭球体，则重力值最小的位置是（ ）。 

A. 南北极     B. 南北回归线   C. 南北纬 45°线    D. 赤道 

9.（2019 年）以下中，属于国家等级重力控制网构成的有（ ）。 

A. 四等网    B. 三等网    C. 二等网    D. 一等网 

E. 国家重力基本网 

 

 

[ 参考答案 ]  

1. D。5.4 中的内容。观测过程中仪器停放如超过 2h，则在停放点应重复观测，以消除静态零漂。 

2. A。基本概念。绝对重力测量是测定地面一点的绝对重力值，相对重力测量是测定两点的重力差值。 

3. C。段差是重力测量中，相邻两点间的重力差值。 

4. B。国家一等重力点应布设成闭合环线或闭合路线。闭合环线或闭合路线中的测段数一般不超过 5 段。 

5. C。绝对重力仪是观测地面一点的重力加速度。 

6. A。LCR-G 型相对重力仪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锁摆。 

7. B。根据 6 中的内容，各类重力点均必须测定坐标和高程。 

8. D。重力随纬度的增大而增大，随海拔高度的增大而减小。 

9. DE。1.2 中的内容。国家重力控制网由国家重力基本网、一等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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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大地测量数据库 

→ 重要指数：★☆☆☆☆ 

 

1 大地测量数据库结构 

大地测量数据库是计算机存储的各种大地测量数据及其管理软件的集合。 

大地测量数据库由大地测量数据、管理系统、支撑环境组成。其中，大地测量数据是大地测量数据库

的核心，管理系统和支撑环境是数据存储、管理、运行维护的软硬件及网络条件。 

大地测量数据库按级别分为国家、省区和市（县）三级。 

大地测量数据库按类型分为大地控制网数据、高程控制网数据、重力控制网数据和深度基准数据。 

 
2 大地测量数据 

2.1 数据内容 

（1）参考基准数据：包括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和深度基准等数据。 

（2）空间定位数据：空间定位数据主要是 GNSS、SLR、VLBI 等空间定位数据，按照数据不同阶段

分为观测数据、成果数据及文档数据。 

（3）高程测量数据：包括水准测量观测数据、成果数据和文档资料，也包含验潮与潮汐分析和高程

深度基准转换数据。 

（4）重力测量数据：包括重力测量的观测数据、成果数据和文档资料。分为重力控制测量数据和加

密重力测量数据，其中重力控制测量数据包括基准点、基本点、一等点及相应等级引点和二等重力测量数

据。 

（5）深度基准数据：分为理论最低潮位数据、深度基准与高程基准间通过验潮站的水准联测数据等。 

（6）元数据：元数据是大地测量数据内容、质量、状况和其他特征的描述性数据，主要包括识别信

息、参考基准信息和质量信息。识别信息主要包括项目的名称、施测年代、施测单位、精度等级、控制点

数量、地理位置。参考基准信息包括项目施测采用的坐标系统（或基准）和参考椭球常数（或基准参数）。

质量信息是质监部门出具的项目验收综合质量评价信息。 

2.2 数据组织原则 

（1）观测数据组织：观测数据一般按控制网、数据内容进行分类组织，以数据文件为基本单元进行

存储。 

（2）成果数据组织：成果数据按成果类型进行分类，按控制网进行组织，以点为基本单元存储。以

点为基础，按照网、线建立控制点之间的逻辑关系。 

（3）文档资料组织：按控制网、文档技术类型进行分类组织，以文件为基本单元存储。同一控制点

的多期数据、重合点之间要建立逻辑关系。 

2.3 数据库设计 

大地测量数据库设计包括数据分析与建模、概念模型设计、逻辑模型设计、物理模型设计。 

（1）数据分析与建模 

对以完成的项目的大地测量数据成果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分析项目要求和大地测量数据内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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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各类数据资源的入库内容。按照大地测量数据的内容特点，可将数据库各数据归纳为四类数据：观测

数据类、成果数据类、概要数据类和辅助数据类。 

（2）概念模型设计 

对于概念模型设计主要形成数据实体，运用实体—关系方法划分相对独立的实体，设置各类实体的属

性和主键，根据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连接实体，设计概念结构模型实体-关系图。 

（3）逻辑模型设计 

依据数据概念模型，分析数据格式、类型及组织方式及各类数据实体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数据库的

逻辑组织结构模型。 

（4）物理模型设计 

物理模型设计主要是要确定在物理设置上有效地实现一个逻辑模型所必须采取的存储结构和存取方

法，提高数据库的性能，节省存储空间。 

2.4 数据入库检查 

数据入库检查主要包括数据的正确性检查、数据完整性检查、逻辑关系的正确性检查三项。 

 

3 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主要功能包括：数据输入、数据输出、查询统计、数据维护、安全管理等功能。 

 

4 支撑环境 

数据库支撑系统包括服务器设备、存储备份设备、外围设备、网络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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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海洋测绘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本章平均每年出现 5 题。（20 年 5 题，21 年 4 题，22 年 3 题） 

案例分析：12、13、15、16 年结合第 1 章大地测量各出现 1 题，重点内容是几种基准面的换算。 

 

第 1 节 理论基础 
→ 重要指数：★★★☆☆ 

 

1 概述 

以海洋水体和海底为对象所进行的测量和海图编制工作统称为海洋测绘。它既是测绘科学的一个重要

分支，又是一门涉及许多相关科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陆地测绘方法在海洋的应用与发展。 

由于海底地貌不可视和海面不固定，海洋测绘具有测量工作实时性和动态性特点，测量基准一直处于

变化中，测量内容综合性强。 

1.1 海洋测绘的任务和分类 

海洋测绘的任务：通过对海洋水体和海底进行全方位、多要素的综合测量，获取包括大气（气温、风、

雨、云、雾等）、水文（海水温度、盐度、密度、潮汐、波浪、海流等）以及海底地形、地貌、底质、重

力、磁力等各种信息和数据，并绘制成不同目的和用途的专题图件，为航海、国防建设、海洋开发和海洋

研究服务。 

海洋测绘按内容可分为：海洋大地测量、海洋重力测量、海洋磁力测量、海洋跃层测量、海洋声速测

量、海道测量、海底地形测量、海图制图、海洋工程测量等。 

1.2 海道测量 

海道测量就是为保证航行安全为目的而对海洋水体和水下地形进行测量和调查的工作。有些国家还把

它和江河湖泊的测量统称为水道测量或航道测量。海洋上的测量工作是由海道测量开始的，然后逐步发展

到海洋大地测量、海底地形测量和许多其它海洋测量。然而，海道测量在所有海洋测量工作中仍占有重要

地位。海道测量的任务是进行水深测量和海岸地形测量，获取海底地貌、底质情况和航行障碍物等资料。

其目的是为编绘航海图提供数据，以保证船舶航行安全。 

海道测量的基本内容： 

 （1）建立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基础。 

 （2）进行水位观测，确定平均海面、深度基准面和计算水深测量时的水位改正。 

 （3）进行水深测量、助航标志的测量、航行障碍物的调查探测、水文和底质测定等。 

 （4）进行海岸地形测量。 

根据测区距海岸的远近、水下地形的复杂状况和制图的要求，海道测量可分为四类：港湾测量、沿岸

测量、近海测量和远海测量。 

 

2 海洋测绘基准 

海洋测绘基准是指测量数据所依靠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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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坐标基准：我国海图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国际海图采用 1984 世界大地

坐标系（WGS-84）。 

（2）高程基准：1985 国家高程基准。对于远离大陆的岛礁，无法联测陆地高程时，可采用当地平均

海面。 

（3）深度基准：理论最低潮面。理论最低潮面是在平均海面以下一定深度，理论上可能出现的潮汐

最低水位。深度基准面是海图所载水深的起算面，又称海图基准面。深度基准面通常取在当地多年平均海

面下深度为 L 的位置，且与国家高程基准进行联测。 

图 2.1.1 深度基准面示意图 

（4）投影：航海图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大于等于 1:2 万比例尺的海图亦可采用高斯投影，制图区域

60%以上的地区纬度高于 75°时，采用日晷投影。  

→ 墨卡托投影是正轴等角圆柱投影。墨卡托投影的地图上长度和面积变形明显，但基准纬线处无变形，

 从基准纬线处向两极变形逐渐增大，但因为它具有各个方向均等扩大的特性，保持了方向和相互位置

 关系的正确。在地图上保持方向和角度的正确是墨卡托投影的优点，墨卡托投影地图常用作航海图和

 航空图，如果循着墨卡托投影图上两点间的直线航行，方向不变可以一直到达目的地，因此它对船舰

 在航行中定位、确定航向都具有有利条件，给航海者带来很大方便。 

→ 日晷投影即球心方位投影。球心方位投影是用平面切（割）于球面，将视点置于地球中心，按透视原

 理，把球面坐标投影到平面坐标。日晷投影不是等角投影也不是等面积投影，主要用来作航海图。在

 日晷投影地图上，连接航线始、终点的直线即为航行的最短距离，但领航不方便，所以该投影图常

 与等角投影图配合使用。 

 

3 海图 

海图是以海洋及其毗邻的陆地为描绘对象的地图。 

3.1 海图三要素 

海图有三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辅助要素。 

（1）数学要素。数学要素是建立海图空间模型的数学基础，包括海图投影及与之有关的坐标网、基

准面、比例尺等。 

（2）地理要素。地理要素是借助专门制定的海图符号系统和注记来表达的海图内容。海图地理要素

主要有海域要素（如海岸、海底地形、障碍、助航、水文等要素）和陆地要素（如居民地、道路、水系、

地貌等要素）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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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助要素。辅助要素是辅助读图和用图的说明或工具性要素。例如海图的接图表、图例、图名、

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等。 

3.2 海图的分类 

海图按内容可分为普通海图、专题海图和航海图三大类，其中航海图按用途分为三种： 

（1）总图：包括世界海洋总图、大洋总图和海区总图。主要供研究海洋形势、拟订航行计划等使用。

比例尺一般为 1:300 万或更小，以完整显示某个海区的范围及其地理特点和航行特点为原则。 

（2）航行图：包括远洋航行图、近海航行图和沿岸航行图。主要供航行使用。比例尺一般为 1:10 万 - 

1:299 万。  

（3）港湾图：包括港口图、港区图、港池图、航道图、狭水道图等。主要供进出港口、锚地，通过

狭窄水道，进行港口管理使用。比例尺一般大于 1:10 万，可视港湾、狭水道的具体情况灵活确定。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海图内容的三大要素是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 ）。 

A. 助航要素     B. 陆部要素     C. 水部要素    D. 辅助要素 

2.（2011 年）现行海道测量使用的高程系统是（ ）。 

A. 理论深度基准面   B. 当地平均海面    C. 吴淞零点    D.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2012 年）中国沿海地区深度基准目前采用的是（ ）。 

A. 当地平均海面    B. 海洋大地水准面  C. 平均大潮高潮面   D. 理论最低潮面 

4.（2013 年）我国海洋测绘深度基准采用的是（ ）。 

A. 大地水准面    B. 平均海水面    C. 理论最低潮面   D. 似大地水准面 

5.（2014 年）海道测量的主要工作任务有（ ）。 

A. 获取海底地貌    B. 获取底质情况    C. 监测海床变化   D. 海岸地形测量  

E. 海水水深测量 

6.（2018 年）下列航海图中，主要用于航行使用的是（ ）。 

A. 近海航行图   B. 港池图    C. 港区图    D. 海区总图 

7.（2019 年）根据相关规范规定，在海岸工程测绘中，跨航道桥梁的高程基准面是（ ）。 

A. 平均大潮高潮面  B. 理论最低潮面   C. 似大地水准面   D. 参考椭球面 

8.（2022 年）我国海洋测绘深度基准采用的是（ ）。 

A. 大地水准面   B. 似大地水准面   C. 理论最低潮面   D. 平均海水面 

 

 

[ 参考答案 ] 

1. D。海图内容的三大要素是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辅助要素。 

2. D。我国使用的高程系统是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 D。我国采用的深度基准是理论最低潮面。 

4. C。同上题。 

5. ABDE。海道测量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水深测量和海岸地形测量，获取海底地貌、底质情况和航行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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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其目的是为编绘航海图提供数据，以保证船舶航行安全。 

6. A。根据 3.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7. C。2 中的内容。高程基准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8. C。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95 



第 2 章 海洋测量 第 2 节 海洋测量 

第 2 节 海洋测量 
→ 重要指数：★★★★☆ 

 

1 控制测量 

1.1 平面控制测量 

海道测量的平面及高程控制基础是在国家大地网（点）和水准网（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平

面控制精度，海道测量控制点分为：海控一级点（H1）、海控二级点（H2）、测图点（HC）。海控点的分

布应以满足水深测量和海岸地形测量为原则。海控一、二级点布测的方法主要采用 GPS 测量、导线测量

和三角测量，测图点可采用 GPS 快速测量法、导线、支导线和交会法测定。海洋平面控制测量基本要求

和投影分带规定见表 2.2.1，海控点和测图点的基本精度指标见表 2.2.2。 

表 2.2.1 平面控制测量基本要求和投影分带规定 

测图比例尺（S） 最低平面控制基础 
直接用于水深测量和海岸

地形测量的平面控制点 
投影 

S>1:5000 国家四等点 H1 高斯（1.5°带） 

1:5000≥S>1:1 万 H1 H2 高斯（3°带） 

S≤1:1 万 H2 HC 高斯（6°带） 

S≤1:5 万 - - 墨卡托 

表 2.2.2 海洋测量控制点精度指标 

限差项目 H1 H2 HC 

测角中误差 5" 10" 10" 

测距相对中误差 1/50000 1/25000 1/25000 

相对相邻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 0.2m 0.5m - 

用三角测量方法布设海控点和测图点时，其边长一般应在 1-7 km 内变通，三角形各内角或求距角应

不小于 25°。如布设菱形时，其顶角应不小于 25°，困难地区求距角也不应小于 20°；布设中点多边形

或线形锁时，已知边长不应大于 8km，三角形个数不应多于 6 个，线形锁必须联测两个定向角。 

布设附合导线时，其形状应尽量伸直，相邻边长之比不应超过 1:3，导线全长和边数不得超过下表的

规定。受已知高等控制点位置和地形限制超过表中的规定时，可通过增加结点的方法解决。布设附合导线

有困难时，二级导线和测图导线允许布设闭合导线，但其导线全长和边数亦不得超过表中的规定。在二级

导线点上用支导线测定测图点时，仅限一条边。 

表 2.2.3 海控导线全长和边数的规定 

等级 
附合导线 闭合导线 

导线全长（km） 边数 导线全长（km） 边数 

H1 30 7 - - 

H2 20 20 10 10 

HC 10 10 10 10 

注：结点与高级点、结点与结点之间的导线长度不应大于附合导线规定长度的 0.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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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程控制测量 

测量海控点和测图点高程的方法，主要有几何水准测量、测距高程导线测量、三角高程测量、GPS 高

程测量等。在有一定密度的水准高程点控制下，三角高程测量和 GPS 高程测量是测定控制点高程的基本

方法。 

用于三角高程起算的海控点、测图点、验潮水尺零点、工作水准点及主要水准点，均应用水准联测的

方法确定其高程。用水准联测高程时，必须起测于国家等级水准点，根据所需的高程精度和测线长度决定

施测等级。验潮站水准点与验潮站水尺间的联测，按等外水准测量要求施测。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可代替四等水准测量和等外水准，但三角高程网各边的垂直角应进行对向观

测。 

利用 GPS 手段进行高程测量时，应对测区的高程异常进行分析。在地貌平坦区域，已知水准点距离

不超过 15km，点数不少于 4 个；困难地区，水准点分布合理情况下不少于 3 个，解算出的未知点高程在

满足规范要求时可作为相应等级的水准高程（外推点除外）使用。 

1.3 深度基准面的确定 

（1）确定深度基准面的原则 

① 充分考虑船舶航行安全。 

② 保证航道或水域水深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实现深度基准面的基本原则，通常以深度基准面保证率（水位处于采用的深度基准面以上的低潮次

数与低潮总次数之比）来对深度基准面进行质量的检核。 

抗日战争以前，日海军已经采用略最低低潮面为深度基准面。从 1956 年起，海军司令部海道测量部

在全国海洋测绘中，统一采用理论最低潮面作为深度基准面。深度基准面的高度从当地平均海面起算。深

度基准面一经确定且在正规水深测量中已被采用者，一般不得变动。下图是海洋测深基本空间结构： 

图 2.2.1 海洋测深基本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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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度基准面确定的原理 

长、短期验潮站的深度基准面采用 13 个主要分潮组合潮高的极值，用弗拉基米尔法（综合求极值法）

求得理论上最低的可能潮高作为深度基准面。 

→ 这 13 个分潮包含天文分潮 8 个（M2、S2、N2、K2、Kl、Ol、P1、Ql），浅水分潮 3 个（M4、MS4和

M6），长周期分潮 2 个（Sa 和 Ssa）。 

深度基准面高程的计算： 

DH = ξ ( x , y ) - L ( x , y ) 

式中， L ( x , y ) 为平均海面与深度基准面的高差。 

（3）临时验潮站的深度基准面，根据邻近潮汐性质相同的两个长期验潮站或短期验潮站的深度基准

面以内插法求得。 

（4）水位改正 

基于深度基准面的水深值： 

D ( x , y ) = H ( x , y , t ) - T ( x , y , t ) 

式中， x、y   —— 平面位置坐标，t 为测深的时刻； 

D ( x , y )  —— 从深度基准面起算的海底深度值； 

H ( x , y , t ) —— 瞬时测深值，即瞬时海面与海底的差距，通常由船只用测深仪直接测得； 

T ( x , y , t ) —— 瞬时潮位高度值，即瞬时海面与深度基准的差距，由验潮站或随船仪器观测获

得。 

 

2 海洋定位 

海洋定位的方法主要有：光学定位、无线电定位、卫星定位、水声定位等。 

（1）光学定位只能用于沿岸和港口测量，通常是沿岸区域在天气较好、风浪较小的时候，使用光学

仪器，利用陆地目标定位。它的缺点是易受天气、风浪的影响，主要方法有岸台前方交会法、船台后方交

会法、侧方交会法和极坐标法等。 

（2）无线电定位是指利用无线电波测定测量船至岸上控制点的距离或距离差，从而确定测量船位置。

无线电定位技术常采用测距、测距差或两种方法混合使用，高精度定位采用测距方式进行定位。无线电定

位按工作原理分为：脉冲测距、相位双曲线、脉冲双曲线等工作方式；按定位方式分为：圆-圆法（距离法）

定位和双曲线（距离差法）定位。 

（3）卫星定位是目前海上定位的主要手段。常用的 GNSS 动态定位技术主要包括单点定位、信标差

分、星站差分、实时动态差分（RTK）/后处理差分（PPK）、网络 RTK 和精密单点定位（PPP）等。GNSS 

天线应安装在信号遮挡小的位置，应避开船艇雷达、发信机等无线电信号干涉源。采用 GNSS 差分定位

时，应经常检查差分信号情况，发现差分信号不稳定或无差分信号时，应停止测量，待差分信号稳定后再

进行测量。 

（4）水声定位是建立在超声波传播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海上定位技术和方法。通过测定船台设备和

水下设备间的声波信号传播时间或相位差，进行的海上定位。水声定位的基本定位方式有测距和测向两种，

工作方式有直接工作、中继工作、长基线工作、短基线工作、拖鱼工作等。 

水深测量中，定位点的点位中误差：大于 1:5000 比例尺测图时应不大于图上 1.5mm，小于（含）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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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含）1：10 万比例尺测图时应不大于图上 1.0mm，小于 1:10 万比例尺测图时应不大于实地 100m。 

定位中心与测深中心应尽量保持一致，对大于（含）1:1 万比例尺测图，两者水平距离最大不得超过

2m，对于小于 1:1 万比例尺测图，两者水平距离不得超过 5m。否则应将定位中心归算到测深中心。定位

时间与测深时间应保持同步。 

 

3 水文观测 

海洋水文观测是指在某点或某一断面上观测各种水文要素，并对观测资料进行分析和整理。水文要素

主要有海水温度、盐度、密度、含沙量、化学成分、潮汐、潮流、波浪、声速等，下面分别介绍潮汐、潮

流、声速这三种主要水文要素及其观测方法。 

3.1 潮汐观测 

（1）海洋潮汐现象 

海水受太阳、月球等天体引潮力的作用，并受到海底地形和海岸形状影响，而产生的海面周期性升降

运动叫做潮汐。海洋潮汐测量是了解海洋潮汐性质、掌握海洋潮汐规律，为海洋开发和科学研究提供基础

数据的工作，也是海洋测绘的基本内容之一。 

① 潮汐周期：两个相邻高潮或两个相邻低潮之间的时间间隔，简称周期。 

② 潮汐不等：由于月球、太阳、地球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同，每日的潮差是不等的，这种现象称为潮汐

不等。潮差随月球相位而变化，每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大潮一般在朔望（朔是农历初一，望是农历

十五）后两三天出现，小潮一般在上弦下弦（农历初八和二十三）后两三天出现。大潮时，海面涨的最高，

落的最低，此时的潮差称为大潮差；小潮时，海面涨的不是很高，落的也不太低，此时的潮差称为小潮差。 

③ 高（低）潮间隙：按潮汐静力理论，月球中天时应是高潮时，但因海水的惰性和海底地貌起伏的影

响，海水流动时受到很大的摩擦力，所以总是在月球中天时刻后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高潮。从月中天时

刻到海面发生第一次高（低）潮的时间间隔叫做高（低）潮间隙，取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值就叫平均高（低）

潮间隙。可用于潮汐的推算。 

④ 潮港类型：我国沿海港口潮汐性质的划分主要以潮型数 F = (HK1 + HO1) / HM2 的值来判断，其中

HK1、HO1、HM2分别为分潮 K1、O1、M2的振幅。根据 F 值的大小将潮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半日潮港（0<F≤0.5）：一天内有两次规则高潮和规则低潮。 

2）混合潮港（0.5<F≤4） 

3）日潮港（F>4）：大多数时间一天内只有一次高潮和低潮。 

⑤ 潮信资料：潮信资料可以提供港站潮汐的基本特征，航海人员使用潮信表可以概略地推算航行海区

的潮汐涨落变化情况，计划和调整进出港时间或候潮进出港，可以实现航道通航效益的最大化。潮信资料

包括大（小）潮升、平均高（低）潮间隙和平均海面。大潮升是从深度基准面至平均大潮高潮面的垂直距

离，小潮升是从深度基准面至平均小潮高潮面的垂直距离。 

（2）水位观测 

水位观测贯穿于海洋测量的全过程。我们所观测到的海面变化主体是在天体引潮力的驱动下，在特定

海岸地形、海底地形影响的海洋动力学作用下引起的潮位。除此之外，海面还受到气压、海面风等气候、

气象作用引起变化，因这些因素引起的海面垂直变化称为余水位。所以实际观测到的潮位是天文潮位和余

水位的综合，同时带有较小量级的观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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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观测，沿岸验潮站采用自记验潮仪、便携式验潮仪、水尺，其观测误差不得大于 2cm；海上定点

验潮站可采用水位计或回声测深仪。水位计观测误差应不大于 5cm。用回声测深仪进行观测，站位处水深

不得超过 50m，观测误差不得大于水深的 1%。 

在海洋测绘中，根据作用不同，验潮站分为长期验潮站、短期验潮站、临时验潮站和海上定点验潮站。 

① 长期验潮站是测区水位控制的基础，主要用于计算平均海面，一般应有 2 年以上连续观测的水位

资料。 

② 短期验潮站用于补充长期验潮站的不足，与长期验潮站共同推算确定测区的深度基准面，一般应有

30 天以上连续观测的水位资料。 

③ 临时验潮站在水深测量时设置，至少应与长期站或短期站在大潮期间同步观测水位 3 天，主要用

于深度测量时进行水位改正。 

④ 海上定点验潮站用于海上钻探、海上油井等设施的验潮，至少在大潮期间（良好日期）与相关长期

站或短期站同步观测一次或三次 24 小时或连续观测 15 天水位资料，用于推算平均海面、深度基准面以及

预报瞬时水位，进行深度测量时的水位改正。 

验潮站布设的密度应能控制全测区的潮汐变化。相邻验潮站之间的距离应满足最大潮高差不大于 1m、

最大潮时差不大于 2h、潮汐性质基本相同。 

（3）潮汐调和分析 

根据物理学原理，任何一种周期性的运动都可以由许多简谐振动组成。潮汐变化也是一种非常近似的

周期性运动，因而也可以分解为许多固定频率的分潮波，进而求解分潮的调和常数（振幅、迟角），这种

分析潮汐的方法称为潮汐调和分析。 

潮汐调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计算分潮调和常数。调和常数在计算平均海平面的时候可以用来消除潮汐

的影响，研究海平面变化。另外它还可以应用于计算理论最低潮面、天文最高和最低潮面以及描述潮汐特

征的潮汐非调和常数、开展潮汐预报等。 

3.2 潮流观测 

海水受月球和太阳的作用产生周期性的运动，其中海水的垂直运动称为潮汐，海水的水平流动称为潮

流。由外海经内海向港湾流动的潮流为涨潮流；由港湾流向外海的潮流为落潮流。潮流以流向的变化可分

为往复式和回转式两种。 

（1）往复式潮流又称为直线式潮流，涨潮流与落潮流流向相差约 180°，且流速有变化。在海峡、航

道、狭窄港湾、河海交界处和近岸地区的潮流，由于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一般为往复式潮流。 

（2）回转式潮流又称八卦流，其潮流的方向和速度随时间不断变化，一般北半球顺时针转，南半球

逆时针转。回转式潮流一般出现在江河入海的外方或在广阔的海区。 

验流点一般选择在锚地、停泊场、港口、水道或因地形条件影响流向、流速改变的地段，观测内容包

括流速和流向。潮流观测实施前，应详细了解测区潮流性质，确定潮流观测时间长度，半日潮港验流一般

应持续 13 小时以上，日潮港验流一般应持续 25 小时以上。 

验流的时间：半日潮港海区选择在农历初一、初二、初三或十六、十七、十八。日潮港海区选择在月

赤纬最大的前后回归潮期间进行，也可以从潮流表中选取最大潮日期进行。往复流验流必须测出最大涨、

落潮流的流速、流向及时间，说明转流时间与高低潮时的关系（如高潮后 1 小时 15 分开始转为落潮流）。

验流定位的计时精确到秒，流速精确到 0.1 节，流向精确到 0.5°。 

→ 节，单位符号 kn，是一个专用于航海的速率单位，后延伸至航空方面，相当于船只或飞机每小时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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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海里数。 

3.3 声速观测 

声波是目前所知的最佳水下传播形式，海底测深仪器一般是利用声学原理进行，所以需要对声速进行

测量。声速测量的目的一是对测深数据进行声速改正，二是确定声线在水中的传播方向和路径。 

（1）声速传播规律 

海洋中声波的传播速度和海水介质的盐度、温度、压力有关，其中水温对声速影响最大。由于海水中

每点的温度、盐度和压力不同，声波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也是变化的。声波穿过不同的水层产生折射和反

射现象，折射后的声线是向声速减小的方向弯曲。当声速为正梯度时，声线弯向海面；当声速为负梯度时，

声线弯向海底。当海水温度跃层存在时，声线折射方向变化显著，同时造成声波反射，穿透跃层的能量大

大减少，导致侧扫声呐和多波束探测成果失真，严重影响测量成果的质量。因此在侧扫声呐和多波束测量

前，必须要对测区海水温度跃层进行调查。 

→ 海水跃层是指海水中某水文要素在垂直方向上出现突变，表明上下层海水性质不同。 

（2）声速测量的方法 

海水的声速测量方法有间接和直接声速测量两种：间接声速测量是根据测得的水温、盐度和压力数据，

用特定的计算公式确定海水声速的方法；直接声速测量是通过测量声速在某一固定距离上传播的时间或相

位，计算海水声速的方法。 

 

4 水深测量 

水深测量的主要技术方法有单波束与多波束回声测深及机载激光测深等。除此之外，更简易的方法有

测深杆和水铊。测深杆适用于流速小于 1m/s，且水深小于 5m 的测区的深度测量，水铊适用于流速小于

1m/s，且水深小于 10m 的特殊测区的深度测量。 

4.1 单波束测深 

（1）测深仪的工作原理 

单波束测深也叫回声测深，其基本原理是采用换能器垂直向下发射一个声波脉冲，当这个脉冲声波遇

到海底时发生反射，换能器接收反射回波。其水深值由声波在海底间的双程旅行时间和水介质的平均声速

确定。单波束测深仪的指向性波束宽度和发射脉冲的宽度分别影响被测目标的方位和深度分辨率。 

单波束测深的特点是波束垂直向下发射，接收反射回波，因此声波旅行中没有折射现象或折射现象可

忽略不计，反射波能量占回波能量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单波束测深过程采取单点连续的测量方法，其测深

数据分布特点是沿航迹数据十分密集，而在测线间没有数据。  

（2）测深仪的检验与校正 

出测前应对回声测深仪进行下列试验：①停泊稳定性试验。试验场必须选择在水深大于 5m 海底平坦

处，连续开机时间不得少于 8h；试验中，每隔 15min 比对一次水深，水深比对限差应在 0.4 m 以内。②

航行试验。选择水深变化较大的海区，检验测深仪在不同深度和不同航速下工作是否正常。当测深仪换能

器安装后或变换位置时都应进行航行试验。 

使用测深仪时，应测定仪器的总改正数。总改正数包括以下各项改正数的代数和：仪器转速改正数（测

深仪实际转速与设计转速不同的改正）、声速改正数（实际声速与设计声速不同的改正）、吃水改正数（水

面到换能器底面垂直距离的改正，包括静态和动态吃水改正数的代数和）以及换能器基线改正数（发射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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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器与接收换能器位置不一致的改正）。通常采用的改正方法有校对法和水文资料法。 

① 用校对法直接求测深仪总改正数适用于 0 - 20m 的水深，可用水听器或检查板对测深仪进行校正。

用校对工具测得的深度与测深仪的读数相比较，求出测深仪总改正数。 

② 利用水文资料计算测深仪改正数适用于 20 - 200m 的水深，利用实测水文数据（包括各水层的温度、

盐度、深度）分别使用相应的公式求取各改正数，最后求取测深仪总改正数。 

4.2 多波束测深 

与传统的单波束测深系统每次测量只能获得测量船垂直下方一个海底测量深度值相比，多波束探测能

获得一个条带覆盖区域内多个测量点的海底深度值，实现了从“点—线”测量到“线—面”测量的跨越。 

（1）多波束系统的组成 

多波束测深系统主要由多波束声学系统、多波束采集系统、数据处理系统和外围辅助传感器等组成。

其中，换能器为多波束的声学系统，负责波束的发射和接收；多波束采集系统完成波束的形成和将接收到

的声波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反算其距离或记录声波往返换能器面和海底的时间；外围设备主要包括定

位传感器、姿态传感器、电罗经和声速剖面仪等，用于测量船的瞬时位置、姿态、航向以及声速剖面；数

据处理系统以工作站为代表，综合声波测量、定位、船姿、声速剖面和潮位等信息，计算波束脚印的坐标

和深度，并绘制海底地形图。 

图 2.2.2 发射/接收波束的几何形状 

（2）多波束系统的工作原理 

多波束测深系统以一定的频率发射沿航迹方向开角窄而垂直航迹方向开角宽的波束，形成一个扇形声

传播区。多个接收波束横跨与船龙骨垂直的发射扇区，接收波束垂直航迹方向很窄，而沿航迹方向的波束

宽度取决于所使用的纵摇稳定方法。单个发射波束与接收波束的交叉区域称为脚印。一个发射和接收循环

为一个声脉冲。一个声脉冲获得的所有脚印的覆盖宽度为一个测幅。 

（3）多波束参数校正 

多波束测深系统结构复杂，各种传感器和换能器的安装一般无法达到理论设计的要求，因此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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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校正，多波束参数校正顺序通常是导航延迟、横摇、纵摇和艏偏校正。 

① 导航延迟校正 

导航延迟与船只航行速度有关，它引起测点沿航迹方向的前后位移。根据同一点的位置在不同的速度

测量时会移位这一特性，通过该移位长度及船速即可计算出导航延迟偏差。选择一个斜坡或具有明显特征

的孤立点的较浅海域，沿同一测线相同方向不同速度测量一对测线数据。当调整时间延迟至两次测量的斜

坡特征地形沿航迹方向重合时，记录此时的参数即为最终的时间延迟。 

② 横摇校正 

横摇偏差校正是针对多波束系统的换能器在安装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横向角度误差而引入的一种校正方

法。它的校正方法是，选择一平坦海底，沿同一测线往返测量地形，将所有波束沿航线方向进行垂直正投

影。如果没有横摇安装误差存在，则两次地形应完全重合，否则在投影图上两次地形会出现交角，调整横

摇参数使得交角为零，两次地形重合，记录此时的横摇参数即为横摇校正值。 

③ 纵摇校正 

换能器纵向安装角度存在偏差也会引起测点沿航迹前后发生位移。纵摇偏差校正应选择一个较深斜坡

海域，沿同一测线匀速进行往返测量。根据纵摇特性，同一孤立点在往返测量中会移位，通过该移位长度

及水深即可计算出纵摇偏差。 

④ 艏（shǒu）偏校正 

艏：船的前端或前部。艏线：在罗经及分罗经上，划有一道黑线，以表示艏之方向，称为艏线。 

艏偏即为电罗经安装误差，电罗经偏差的存在将会造成测点位置以中央波束为原点的旋转位移，即这

种位移具有在中心波束处为零，但在边缘波束处增至最大的特点。校准时通过选择具有明显特征孤立点的

海域，沿孤立点两边布设两平行直线，要求孤立点位于两测线中间，同时测线要求有大约 50%重复覆盖。

通过孤立点在两次测量的位移及孤立点到测线距离即可计算出艏向偏差。 

（4）多波束测量野外工作的实施 

多波束测深系统海上勘测实施的过程包括测前试验、测前准备、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四个部分。 

在海上测量前，要对多波束测深系统及各种外围设备进行检查、测试和校准。应对多波束测深仪进行

下列试验：①停泊稳定性试验。选择水深大于 20m 的海底平坦区，连续开机 8h 以上，比对中央波束的水

深限差应小于±0.3m。②航行试验。当测深仪换能器安装后或变换位置时都应进行航行试验。试验时，选

择水深变化较大的海区，检验测深仪在不同深度和不同航速下工作是否正常。试验不合格的仪器，不能用

于测深。 

完成测前试验后，即要进行实测前的准备。启动主机和实时采集计算机，装入声呐参数、声速剖面测

量（SVP）文件，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根据工作计划输入导航测线，并根据已有资料估算测量起始

点的水深值，启动多波束测深系统处于发射状态。每次启航及返航后，要测量换能器吃水深度，作为吃水

改正的依据。进行现场声速剖面测量，并输入到系统中。指挥测量船在预定的测线方向上保持匀速直线航

行，做好数据记录。最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包括每天的预处理和整体数据的后处理。 

（5）多波束测深数据编辑 

多波束测深数据是在高度动态的海洋中采集的，由于仪器自噪声、复杂的海况因素或者多波束声呐参

数设置不合理，导致勘测数据中含有大量误差和噪声，因此必须对测深数据进行编辑，其编辑计算方法主

要有投影法和曲面拟合法两种。 

① 投影法。多波束系统采集的水深数据是三维的，对测线数据进行编辑时，首先必须把水深数据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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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面中去，然后才能进行编辑工作。投影方法主要有三种，沿测线前进方向投影、正交测线方向投影和

垂直正投影。测线前进方向投影，就是把水深点投影到与测线正交的平面上。正交测线方向是以时间为横

轴，水深为纵轴，在编辑界面上水深数据是以一个个波束的形式显示的。垂直正投影是把测深数据按经纬

度坐标位置投影到水平面上。在海底地形变化极其复杂的海区，常采用垂直正投影进行编辑。 

② 曲面拟合法。海底地形一般是连续变化的，而多波束测量是全覆盖的高精度测量，测量的资料能反

映海底地形的全貌。根据这一特点，用一定的曲面拟合海底面，超出曲面一定范围的数据点称为跃点，应

该剔除掉。曲面拟合常用的计算方法有贝济埃法、B 样条法、最小二乘拟合法等。 

4.3 机载激光测深 

机载激光海洋测深技术是利用绿光或蓝绿光易穿透海水，而红外光不宜穿透海水的特点，在飞机平台

上安装激光发射器向海面发射两种不同波长的激光（红外光和绿光），红外光被海面反射和散射，而绿光

投射至海水中，经水体散射、海底反射。光接收器分别接收这些反射光，探测并数字化处理回波信号，得

到机高和水深数据信息。机载激光系统由光激射器、光接收器、微机控制、采集、显示、存储及辅助设备

组成。机载激光系统测深能达 50m。 

4.4 测深线布设 

测深线分为主测深线和检查线两类，主测深线是实施测量的主要测量路线，检查线是对主测深线的测

量成果质量进行检测而布设的测线。测深线的布设主要应考虑测深线的方向和间隔。 

（1）测深线的方向 

主测深线方向应垂直于等深线的总方向；对狭窄航道，测深线方向可与等深线方向成 45°角。在下列

情况下，布设测深线的要求为： 

① 沙嘴、岬角延伸处，一般应布设辐射线，如布设辐射线还难以查明其延伸范围时，则应适当布设平

行其轮廓线的测深线。 

② 重要海区的礁石与小岛周围应布设螺旋形测深线。 

③ 锯齿形海岸，测深线应与岸线总方向成 45°角。 

④ 在测深过程中，应根据海底地貌的实际情况，对计划测深线进行适当调整。 

⑤ 使用多波束测深仪时，测深线的布设宜平行于等深线的走向。 

（2）测深线的间隔 

测深线间隔的确定应顾及海区的重要性、海底地貌特征和水深等因素。对单波束测深仪而言，原则上

主测深线间隔为图上 1cm。对于需要详细探测的重要海区和海底地貌复杂的海区，测深线间隔应适当缩小，

或进行放大比例尺测量。 

检查线的方向应尽量与主测深线垂直，分布均匀，并要求布设在较平坦处，能普遍检查主测深线。检

查线总长应不少于主测深线总长的 5%。 

多波束测深系统的主测深线布设应以海底全覆盖且有足够的重叠带为原则，其检查线应当至少与所有

扫描带交叉一次，以检查定位、测深和水深改正的精度，两条平行的测线外侧波束应保持至少 20%的重叠。 

4.5 水深改正与精度要求 

水深改正包括吃水改正、姿态改正、声速改正、水位改正。 

（1）吃水改正 

吃水改正包括静态吃水改正和动态吃水改正。根据换能器相对船体的位置，换能器静态吃水可按几何

关系求解。动态吃水就是要确定作业船在静态吃水的基础上因航行造成的船体吃水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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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作航行下沉量，它受船只负载、船型、航速、航向、海况以及水深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2）姿态改正 

测量船在勘测过程中，由于受到风浪和潮汐等因素的影响，会造成船体的纵摇、横摇和航向的变化。

为了消除船体行进中因摇晃和方位变化导致的位置误差，需要进行姿态测量和改正。姿态测量通常分两部

分：采用惯性测量系统（ISS）测量船体的纵摇角和横摇角；采用电罗经或 GNSS 测定船艏向的方位角。 

（3）声速改正 

对于单波束测深来说，声速误差仅影响测点的深度，在未实测声速剖面的情况下，通常在现场利用已

知水深比对来对实际声速进行改正。对于多波束测深，通常用现场实测声速剖面采用声线跟踪对波束进行

精确归位，但由于以点代面的实测声速剖面对不同区域可能存在误差，因此有时还需进行声速后处理改正。 

（4）水位改正 

水位改正是将瞬时海面测得的深度计算至深度基准面起算的深度。在验潮站的作用范围内，瞬时水面

的潮汐可通过验潮站的潮位观测值内插获得，即潮汐内插。内插的方法通常有线性内插、回归内插、时差

法内插、分带内插、最小二乘参数法等。根据验潮站的布设及控制范围，水位改正分为单站改正、双站改

正、多站改正。 

① 单站水位改正法可采用图解法或解析法。图解法是通过绘制水位曲线图来进行潮汐改正，解析法是

利用计算机以观测数据为采样点进行多项式内插来求得测量时间段内任意时刻的水位改正数。 

② 利用两个验潮站进行水位改正时，可使用线性内插法、分带改正法或时差法等。只有在狭窄航道，

且潮波传播方向与两站连线基本平行时，方可利用两个验潮站的水位进行两站间的水位改正，否则应采用

三个验潮站的水位进行瞬时水位改正。 

③ 利用三个验潮站进行水位改正时，可使用时差法、分带内插法或解析模拟法等。 

（5）测深精度 

水深测量极限误差（置信度 95%）的规定见下表： 

表 2.2.4 水深测量的极限误差 

测深范围 Z（m） 极限误差（m） 

0 < Z ≤ 20 ±0.3 

20 < Z ≤ 30 ±0.4 

30 < Z ≤ 50 ±0.5 

50 < Z ≤ 100 ±1.0 

Z > 100 ±Z×2% 

（6）测深手簿整理 

① 在测深方法简要说明一栏填写：定位方法，测深工具和测定底质工具，测深仪的检查方法。 

② 手簿每页开始应记载日期、线号、航向、航速。当测深中改变航向、航速或换标时应及时记录。当

测量船转向时，应在手簿中水深一栏内以铅笔划一斜线表示。 

③ 经分析确定不采用之成果，应用铅笔以斜线划去，并注明原因，当事者签名。 

④ 在变换测深工具时，用符号文字说明；在手簿内应描绘干出礁、明礁、石陂的形状和范围，并注明

正北方向。 

4.6 测图比例尺和标准图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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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测量的基本测图比例尺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和海底地貌的复杂程度而定，一般规定为： 

（1）海港、锚地、狭窄航道及具有重要使用价值的海区，以 1:2000 - 1:2.5 万比例尺施测； 

（2）开阔的海湾、地形较复杂的沿岸及多岛屿地区，以 1:2.5 万比例尺施测； 

（3）地貌较平坦的沿岸开阔海区，以 1:5 万比例尺施测； 

（4）离岸 200 海里以内海域，以 1:10 万或 1:25 万比例尺施测； 

（5）离岸 200 海里以外海域，一般以 1:50 万比例尺施测。 

为了详细显示海底地貌，对个别地段可进行放大比例尺测量，但其控制基础仍按原比例尺要求。海岸

地形测量的测图比例尺与水深测图比例尺相同。 

测图分幅应以较少图幅覆盖整个测区为原则。具体分幅时，尽量与海图出版图幅一致，并适当照顾海

区的完整性。 

水深测量的标准图幅尺寸为： 

（1）50cm×70cm 

（2）70cm×100cm 

（3）80cm×110cm 

海岸地形测量的标准图幅尺寸为 50cm×50cm 或与水深测量图幅一致。 

 

5 海道和海底地形测量 

海道测量除了获得水深、水文等基本信息外，还需要对影响船舶航行和锚泊的其他要素进行观测，包

括障碍物探测、助航标志测量、底质探测、滩涂及海岸地形测量等。 

5.1 障碍物探测 

航行障碍物探测是海道测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保证船只的航行安全以及海洋工程的需要，对

危及船只航行安全的障碍物如礁石、沉船、浅地等均应准确测定其位置、最浅深度（或干出高度或高程）、

范围和性质，对新发现的障碍物要及时上报。各类障碍物的测量，必须至少有一个多余观测，其位移不得

大于 5m，取中数作为其位置。航行障碍物探测的主要方法有侧扫声呐探测、多波束探测、单波束加密探

测、扫海具扫测、磁力仪探测等。 

（1）侧扫声呐扫测。侧扫声呐又称地貌仪，是基于回声探测原理进行水下目标探测的，即运用海底

地物对入射声波反向散射的原理来探测海底形态和目标，直观地提供海底声成像的一种设备。如下图为侧

扫声纳对水底飞机残骸的成像。 

（2）单波束加密测量。单波束加密测量主要用于测区位置明确或水深测量时新发现障碍物、浅点、

礁石等特殊目标物复测。测量时以目标物为中心，垂直、交叉形向两侧布设测线，测线间距为 5-10m。应

测出目标物最浅点水深、目标物范围等。 

（3）扫海具扫测。扫海具扫测按扫具性质分为软式扫海具扫测和硬式扫海具扫测两种。前者适用于

有概位的沉船、沉没的浮筒、沉石等小面积水底障碍物的搜寻，后者适用于新建码头前沿和港池（平坦）

水域的通航前扫测。软式扫海具扫测是由扫绳及拖索组成，扫绳所挂铅质坠锤，在两端的较重，中间的可

适量减轻，以能坠绳沉底即可。  

（4）磁力仪探测。磁力仪适用于水下铁磁性障碍物（如沉船、遗锚、管道、废弃钻井设备等）产生

的磁异常探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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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侧扫声纳对水底飞机残骸成像 

图 2.2.4 软式扫海具示意图 

5.2 助航标志测量 

助航标志指浮标、定向信标、灯塔、灯桩、导标、无线电定位系统以及其他标绘在海图上的有关航行

安全的设备或标志。其作用是确定航道方向，反映航道宽度，标示航道上的水下障碍物，引导舰船安全航

行。 

（1）陆上助航标志测量 

陆上助航标志测量包括测定助航标志位置和高度。 

① 位置测定。灯塔、灯桩、立标等助航标志应按照测图点精度要求测定其准确位置。对测深及航海有

使用价值的天然目标如海上独立岩峰、礁石、山顶独立石等显著物标的位置测定精度可放宽一倍，两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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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值坐标互差不应超过 2m。导标、测速标等成对的标志，其中一点必须设站观测，前后导标的真方位角

须由直接观测的角度算出。 

② 高度测定。灯塔、灯桩的灯光中心高度从平均大潮高潮面起算，同时还应测量灯塔底部高程。 

（2）水上浮标测量 

由于水上浮标随海流和潮汐变化，浮标的实际位置以锚为中心在一定范围内移动，所以应测定其平流

时的位置和最大涨落潮时的旋回半径。浮标的位置测定可采用在岸上交会法和用测量船只靠近浮标直接测

定两种方法。 

5.3 底质探测 

底质探测是指对海底表面与浅层沉积物性质进行探测，是为了获得船舶航行、锚泊所需的海底表层底

质分布的资料。水深在 100m 以内的海区均需探测海底表层底质。 

海底底质具体分类标准如下： 

表 2.2.5 海底底质分类表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粒径 d / mm 中文注记代号 英文注记代号 

黏土 clay < 0.002 黏土 Cy 

淤泥 silt 0.002 - 0.0625 淤泥 Si 

泥 mud ≤0.0625 泥 M 

沙 sand 0.0625 - 2.0 沙 S 

砾 gravel 2.0 - 4.0 砾 G 

圆砾 pebble 4.0 - 64.0 圆砾 P 

石 stone 2.0 - 256.0 石 St 

卵石 cobble 64.0 - 256.0 卵石 Cb 

岩 rock > 256.0 岩 R 

珊瑚和珊瑚礁 coral and coralline algal  珊 Co 

贝壳 shell  贝 Sh 

双层底质 two layers  沙/泥 S/M 

混合底质 mixed bottom  泥沙 MS 

海草 weed  海草 Wd 

（1）探测方式 

底质探测一般采用机械式采泥器、超声波探测等方式。机械式采泥器具包括水铊、测深杆、采泥器、

重力式取样管和底质采集器。超声波探测底质可使用浅地层剖面仪。 

→ 水铊是用于进行简易测深及探测海底表面底质的工具，底部有一凹槽可以粘取海底表面的物质以判别

 底质。铊上系有水铊绳，绳上有深度标记，可以读出所测深度。 

（2）探测密度 

底质探测的密度根据海区的重要程度和底质情况而定。底质点的密度一般为图上 25cm2有一底质点；

航道、锚地、码头附近，以及重要的礁石周围和底质变化复杂的海区，一般为图上 4-9cm2 有一底质点；

在底质变化不大的海区可以 50-100cm2有一个底质点。底质测定时必须定位，特殊深度和各种航行障碍物

均应探测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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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干出滩及海岸地形测量 

干出滩（又称潮间带）是指海岸线至水深零米线之间的海滩，高潮时被海水淹没，低潮时露出，干出

高度是深度基准面以上的高度。干出滩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正确测绘和表示。海岸线以平均大潮

高潮时所形成的实际痕迹进行测绘。明礁指露在平均大潮高潮面以上的孤立礁石，干出礁指平均大潮高潮

面以下、深度基准面以上的孤立礁石，暗礁指深度基准面以下的孤立礁石。 

（1）干出滩测量 

干出滩的性质、范围、地形、干出高度（从深度基准面起算），可采用地形测量方法或水深测量方法

测定。对于范围不大的干出滩，在测量海岸线的同时，在其测站上即可进行干出滩测量；对于大面积干出

滩一般采用断面线法进行测量，断面线一般应垂直海岸线布设。 

重要的大面积干出滩的地形测量，可采用水深测量和航空摄影测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在高潮时进行

水深测量，以求得断面点的干出深度；低潮时进行航空摄影测量，以判读干出滩上地形起伏和微地貌特征。

内业处理时，根据两种资料进行综合，绘制干出滩上的地形图。 

干出滩按其性质可分为岩石滩、珊瑚滩、泥滩、沙滩、砾滩、泥沙混合滩、沙泥混合滩、沙砾混合滩

以及芦苇滩、丛草滩、红树滩等。对各种干出滩的性质，必须说明注记。当干出滩上为两种（含）以上性

质时，必须分别测绘。干出滩的外边缘采用水深测量资料。凡在测图板以内的明礁、干出礁均应测定其位

置、高程（或干出高度）。 

（2）海岸地形测量 

海岸地形测量指对海岸线位置、海岸性质、沿岸陆地和海滩地形进行测量。实测海岸地形时，海岸线

以上向陆地方向测进：大于（含）1:1 万比例尺为图上 1 cm；小于 1:1 万比例尺为图上 0.5 cm。密集城镇

及居民区可向陆地测至第一排建筑物。海岸线以上部分，按国家相应比例尺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规范执行，

当有同比例尺或大比例尺最新地形资料可利用时，可只对最新变化进行修测。海岸线以下测至半潮线，与

水深测量成果图相拼接。码头地区应测量完整，需要取舍时，应保留对航海有意义的全部要素，突出显示

海岸线。 

海岸地形图测量可选用全站仪极坐标法、GNSS 测量法、航空摄影测量法等方法。海岸线应进行实测。

海岸线可根据海岸的植物边线、土壤和植被的颜色、湿度、硬度以及流木、水草、贝壳等冲击物来确定位

置。在河口地区测绘海岸线时，潮差较大的地区，按平均大潮高潮线测绘；在河水影响大于潮汐影响的河

口内部地段，则以河水的常水位（一年大部分时间平稳的水位）作为河岸线。海岸测量位置最大误差不得

大于图上 1.0mm，其转折点的位置误差不得大于图上 0.6mm。图上实测的海岸线位置与其他地物位置发

生矛盾时，不得移动海岸线位置。陡岸、堤岸均须注记比高，测注精度为 0.1m，注记位置应选择在陡岸的

最高处。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干出礁高度从（ ）起算。 

A. 理论深度基准面  B. 当地平均海面   C. 平均大潮低潮面  D. 理论大潮高潮面 

2.（2011 年）海图上的潮信资料有平均高潮间隙、平均低潮间隙、大潮升、小潮升和（ ）。 

A. 平均海面    B. 最高潮位    C. 最低潮位    D. 涨潮历时 

3.（2011 年）人工观测水位时，水尺设置的要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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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尺零点不低于平均海面       B. 水尺零点低于最低潮面 

C. 水尺零点不高于平均海面       D. 水尺零点高于最高潮面 

4.（2011 年）目前海道测量平面控制常用的测量方法是（ ）。 

A. 三角测量     B. 三边测量     C. 导线测量    D. GPS 测量 

5.（2011 年）测量水深可采用的仪器设备包括（ ）。 

A. 测深杆     B. 机载激光测深系统   C. 旁侧声纳    D. 多波束测深系统  

E. 磁力仪 

6.（2011 年）利用单波束回声测深仪进行水深测量时，对主测深线与等深线应保持的方向要求包括（ ）。 

A. 0°      B. 30°      C. 45°      D. 60°  

E. 90° 

7.（2012 年）现行《海道测量规范》规定，可直接用于测图比例尺为 1:2000 水深测量的平面控制点是（ ）。 

A. 海控一级点    B. 海控二级点    C. 测图点     D. 图根点 

8.（2012）使用测深仪时，应测定并计算仪器的总改正数。总改正数为（ ）改正数的代数和。 

A. 水位      B. 仪器转速     C. 声速     D. 吃水  

E. 换能器基线 

9.（2013 年）海洋测量中，采用 GPS 进行控制测量时，海控一级点定位中误差不超过（ ）cm。 

A. ±10     B. ±15     C. ±20     D. ±25 

10.（2013 年）海洋潮汐观测中，岸边水位站水位观测允许偏差为（ ）cm。 

A. ±1      B. ±2      C. ±3      D. ±4 

11.（2013 年）下列要素中，不属于海洋水文要素的是（ ）。 

A. 温度      B. 潮流      C. 深度     D. 声速 

12.（2013 年）海洋测量定位中，双曲线法属于（ ）定位方法。 

A. 光学      B. 无线电     C. 卫星     D. 水声 

13.（2013 年）通过图上交会或解析计算的方法进行海洋定位时，应至少利用（ ）条位置线。 

A. 2      B. 3      C. 4      D. 5 

14.（2014 年）用三角测量法布设海控点时，布设中点多边形的已知边长最长为（ ）km。 

A. 6      B. 7      C. 8      D. 9 

15.（2014 年）使用回声测深仪测量海水深度，在置信度 95%的条件下，海水深度处于 30 - 50m 区间时，

测量极限误差最大为（ ）m。 

A. 0.3      B. 0.4      C. 0.5      D. 1.0 

16.（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进行 1:10000 的海岸地形测量时，海岸线以上应向陆地测进的距离最小应

大于（ ）m。 

A. 25      B. 50      C. 100      D. 125 

17.（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下列图幅尺寸中，不属于海道测量中水深测量标准图幅尺寸的是（ ）。 

A. 40cm×50cm    B. 50cm×70cm    C. 70cm×100cm   D. 80cm×110cm 

18.（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对于地貌较复杂的沿岸地区进行海道水深测量应选用的测图比例尺为（ ）。 

A. 1:5000     B. 1:25000     C. 1:100000     D. 1:500000 

19.（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在离岸 300 海里处的海域进行水深测量时，宜采用的测图比例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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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000     B. 1:5 万     C. 1:10 万     D. 1:50 万 

20.（2016 年）海洋工程测量中，确定海岸线的方法是（ ）。 

A. 按平均潮位确定的高程进行岸线测绘    B. 按最低潮位确定的高程进行岸线测绘 

C. 按平均大潮高潮所形成的实际界线测绘   D. 按历史资料形成的界线测绘 

21.（2016 年）海道测量中，灯塔的灯光中心高度起算面是（ ）。 

A. 平均海水面    B. 理论最低海水面   C. 似大地水准面   D. 平均大潮高潮面 

22.（2016 年）下列测深手簿填写与整理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测深中改变航速无须记录      B. 手簿上经分析不采用的成果划去即可 

C. 变换测深工具时，应用符号文字说明    D. 遇干出礁时，手簿内应描绘其形状 

E. 应该记载定位方法和测定底质工具 

23.（2017 年）由于月球、太阳、地球间相对位置不同，每天海面涨落潮差不等，潮差随月亮相位变化，

每月大潮的次数为多少（ ）次。 

A. 5      B. 4      C. 2      D. 1 

24.（2017 年）海洋测量中，短期验潮站要求连续观测水位的天数最少为（ ）天。 

A. 5      B. 30     C. 90     D. 180 

25.（2017 年）使用多波束测深系统实施深度测量时，下列施测要求中，错误的是（ ）。 

A. 施测前，应进行船只的稳定性试验和航行试验  B. 测区内，不允许直接改变船只方向 

C. 应根据测区海水盐度、温度分布测定适量的声速剖面 

D. 测量过程中测量船应根据流速适时调整航速 

26.（2018 年）下列计算方法中，不能用于海道测量水位改正的是（ ）。 

A. 加权平均法   B. 线性内插法   C. 单站水位改正法  D. 水位分带法 

27.（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海洋测量出测前应对回声测深仪进行（ ）状态下工作状况试验。 

A. 震动     B. 航行     C. 抗干扰    D. 深水 

28.（2020 年）锯齿形海岸，测深线的布设应与岸线总方向成（  ）角。 

A. 0°     B. 45°     C. 60°     D. 90° 

29.（2020 年）不影响海水中声波传播速度的是（ ）。 

A. 盐度     B. 温度     C. 压力     D. 潮汐 

30.（2020 年）根据《海道测量规范》，相邻验潮站之间最大潮时差为（ ）h。 

A. 0.5     B. 1      C. 1.5     D. 2 

31.（2021 年）下列图幅尺寸中，属于海道测量中水深测量标准图幅尺寸的是（ ）。 

A. 40cm×50cm   B. 50cm×50cm   C. 70cm×100cm   D. 100cm×100cm 

32.（2021 年）短期验潮站一般应有（ ）天以上连续观测的水位资料。 

A. 15     B. 30     C. 45     D. 60 

33.（2021 年）相邻的验潮站的布设要求是（ ）。 

A. 最大潮差不大于 1m B. 满足 GNSS 观测条件 C. 最大潮时差不大于 2h D. 地质结构基本一致 

E. 潮汐性质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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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 

1. A。干出礁高度从深度基准面起算。 

2. A。潮信资料包括平均大（小）潮升、平均高（低）潮间隙和平均海面。 

3. B。为了水尺读数都是正数，水尺零点要低于最低潮面。 

4. D。目前，常用卫星定位法测定海洋平面控制点。 

5. ABD。根据本节内容可知 ABD 都可用于测量水深。 

6. CE。根据本节 4.4 测线布设的内容，主测深线方向应垂直于等深线的总方向；对狭窄航道，测深线方向

可与等深线方向成 45°角。 

7. A。根据表 2.2.1，测图比例尺>1:5000 的情况下，可直接用于测图的平面控制点是海控一级点。 

8. BCDE。根据本节 4.1 的内容，使用测深仪时，应测定仪器的总改正数。总改正数包括以下各项改正数

的代数和：仪器转速改正数（测深仪实际转速和设计转速不同改正）、声速改正数（输入的声速与实际声

速不同改正）、吃水改正数（水面到换能器底面的垂直距离改正，包括静态和动态吃水改正数的代数和）

以及换能器基线改正数（换能器位置与船底位置不同改正）。 

9. C。根据表 2.2.2，海控一级点用传统方法测量时相对误差不大于 1/5 万，采用 GPS 方法测量时定位误

差不大于 0.2m。 

10. B。根据 3.1（2）中的内容，海洋潮汐观测中，岸边水位站水位观测误差不大于 2cm，海上定点站观

测误差不大于 5cm。 

11. C。海洋水文要素主要有海水温度、盐度、密度、含沙量、化学成分、潮汐、潮流、波浪、声速等。 

12. B。海洋测量定位中，无线电定位技术常采用测距、测距差或两种方法混合使用。按定位方式可以分为

圆-圆法（两距离法）和双曲线法（距离差法）。 

13. A。交会法应至少指利用两条以上的位置线。 

14. C。用三角测量方法布设海控点和测图点时，其边长一般应在 1-7km 内变通，三角形各内角或求距角

应不大于 25°。如布设菱形时，其顶角应不小于 25°，困难地区求距角也不应小于 20°；布设中点多边

形或线形锁时，已知边长不应大于 8km，三角形个数不应多于 6 个，线形锁必须联测两个定向角。 

15. C。根据表 2.2.5 可知答案为 C。 

16. C。根据本节 5.4（2）内容可知，大于（含）1:1 万比例尺的海岸地形测量中，海岸线以上向陆上测进

图上 1 cm。换算成实地距离为 100m。 

17. A。根据本节 4.6 中的内容可知水深测量标准图幅尺寸有 50cm×70cm、70cm×100cm、80cm×110cm

三种。 

18. B。根据本节 4.6 中的内容可知，开阔的海湾、地形较复杂的沿岸及多岛屿地区，以 1:2.5 万比例尺施

测。 

19. D。根据本节 4.6 中的内容可知离岸 200 海里以外海域，一般以 1:50 万比例尺施测。 

20. C。根据本节 5.4.（1）内容可知，海岸线指大潮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的痕迹线。 

21. D。根据本节 5.2 中的内容可知，陆上助航标志灯塔、灯桩的灯光中心高度从平均大潮高潮面起算。 

22. CDE。根据本节 4.2（4）中的内容：当测深中改变航向、航速或换标时应及时记录，A 错误；经分析

确定不采用之成果，应用铅笔以斜线划去，并注明原因，当事者签名，B 错误。 

23. C。3.1 中的内容。潮差随月球相位而变化，每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大潮一般在朔望（朔是农历

初一，望是农历十五）后两三天出现，小潮一般在上弦下弦（农历初八和二十三）后两三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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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3.1（2）中的内容。短期验潮站用于补充长期验潮站的不足，与长期验潮站共同推算确定测区的深

度基准面，一般应有 30 天以上连续观测的水位资料。 

25. D。综合 4.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6. A。根据 4.5（4）中的内容得出答案。 

27. B。根据 4.1 中的内容。出测前应对回声测深仪进行下列试验：①停泊稳定性试验。②航行试验。 

28. B。4.4 中的内容。锯齿形海岸，测深线应与岸线总方向成 45°角。  

29. D。3.3 中的内容。海洋中声波的传播速度和海水介质的盐度、温度、压力有关。 

30. D。3.1 中的内容。相邻验潮站之间的距离应满足最大潮高差不大于 1m、最大潮时差不大于 2h、潮汐

性质基本相同。 

31. C。4.6 中的内容，水深测量标准图幅尺寸有 50cm×70cm、70cm×100cm、80cm×110cm 三种。 

32. B。同 24 题。 

33. ACE。3.1（2）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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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海图制图 
→ 本节内容主要出自《中国航海图编绘规范》GB 12320-1998 

重要指数：★★★☆☆ 

 

1 编辑设计 

海图制图的编辑设计工作主要包括海图总体设计、制图区域的研究、制图资料的分析和选择、确定图

面配置、拟订编辑计划等工作内容。 

1.1 海图总体设计 

海图总体设计主要包括确定新编图的数学基础、分幅、编号。 

（1）确定海图的数学基础：包括海图采用的坐标系、比例尺、投影、深度基准、高程基准等。 

（2）确定海图的图幅：根据制图区域范围，确定图幅规格、数量和分幅方案，及每幅海图的标题、

图号及图面配置。 

① 图幅尺寸： 

海图一般设计为全张图，纸张尺寸为 1092mm × 787mm，图幅尺寸一般为 980mm × 680mm。一般

不设计对开图，如必须，其纸张尺寸为 787mm × 546mm，图幅尺寸为 680mm × 460mm。 

② 分幅的原则和方法： 

1）分幅的基本原则是在保证航行安全和方便使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图幅的数量。 

2）航行图采用自由分幅的方法，根据需要确定图幅的具体范围。 

③ 分幅的具体要求： 

1）总图要保持制图区域的相对完整；航行图要保持航线的相对完整，图幅内要有比较充分的航行区

域和足够的航行目标，并尽量避免在复杂航行区域拼接邻图；港湾图应相对完整地表示出港口、海湾、港

区或锚地区域，出口要有较充分的水域。 

2）海岸线应尽可能保持连续，图内海陆面积比例要适当，一般情况下，陆地面积不宜大于图幅总面

积的三分之一。1:300 万及更小比例尺图上，不表示陆地地貌。 

（3）确定海图的编号 

世界海洋总图与大洋总图采用两位数字编号，海区总图和航行图分别采用三位数字和五位数字编号。

编号的具体规定见下表： 

表 2.3.1 航海图编号 

海图种类 图号 比例尺区间 

世界总图、大洋总图 ×× 小于 1:1000 万 

海区总图 ××× 1:300 万 - 1:1000 万 

远洋航行图 ×0000 - ×0××× 1:100 万 - 1:299 万 

近海航行图 
××000 - ××0×× 1:50 万 - 1:99 万 

×××00 - ×××0× 1:20 万 - 1:49 万 

沿岸航行图 ××××0 1:10 万 - 1:19 万 

港湾图 ××××× 大于 1: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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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制图区域研究 

制图区域研究的重点是制图区域内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现象的特点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图内更好

地予以反映。 

1.3 制图资料的分析和选择 

制图资料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控制测量资料：包括各类控制点的成果。 

（2）海测资料：包括各种实测水深、海岸地形成果及障碍物探测资料等。 

（3）成图资料：包括各种地图、海图、地图集、海图集等。 

（4）遥感图像资料：包括航空摄影测量资料和卫星遥感资料。 

（5）其他资料：包括各种文字、数字资料和图片资料等。 

资料分析的重点是资料的完备性、地理适应性、现势性、精确性和复制可能性等。资料分析工作完成

后，应做出是否采用的决定，把被采用的资料按使用程度分为基本资料、补充资料和参考资料，并确定各

自的使用范围和内容。 

1.4 确定图面配置 

每幅图都应在图内适当的位置配置标题，并根据需要和可能配置资料采用略图、图幅索引图、潮信表、

潮流表、无线电导航设施表、对景图、航路参考图及有关航行的文字说明等。 

（1）标题 

标题的内容包括出版机关的徽志，图幅的地理位置，图名，比例尺，投影，坐标系，高程、深度基准，

深度、高程的计量单位，图式版别，基本等高距及制图资料说明等。 

（2）图幅的地理位置说明 

总图不配置地理位置说明。航行图应配置地理位置说明，其文字要简练、明确，由一至三组注记组成： 

① 航行图的地理位置说明一般取海名及著名岛、群岛、半岛、湾等名称，前面加所属国国名，如“中

国 黄海 辽东半岛”； 

② 港湾图一般取海、湾、半岛、群岛、岛屿、江河等名称作地理位置说明，名称前应加注所属国国名，

如“中国 东海 舟山群岛”。 

（3）图名 

图名应确切表明图幅的范围或包括的主要航线，图幅的命名规则如下： 

① 总图以海洋区域名称命名，如“渤海及黄海北部”； 

② 航行图一般用图内较重要的海域地名做起讫点来命名，如“汕头港至碣石湾”。当航行图包括的地

理单元相对完整时，也可以区域命名，如“长江口附近”； 

③ 港湾图一般以其表示的港湾、锚地、岛屿名命名，如“秦皇岛港”、“石城列岛”。当港湾图表示

的是一狭长区域时，也可采用两个地名作为起讫点来命名，如“吴淞口至高桥港”。 

 

2 制图综合 

关于海图内容的压缩、化简和图形关系处理的制图技术，称为制图综合。其任务是根据海图用途、比

例尺、制图资料和制图区域地理特点，按照特定的原则和方法解决海图内容的详细性与清晰性、几何精确

性与地理适应性的对立统一问题，实现海图符号和图形的有效建立。制图综合的基本原则是表示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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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本质的信息，舍去、缩小或不突出表示次要的信息。制图综合的方法，主要有选取、化简、概括

和移位。 

2.1 海图内容选取 

海图内容的选取，就是根据海图的用途、比例尺和区域特点，选取主要的要素，舍弃次要的要素。为

了正确地选取海图内容，编图时一般都规定各类要素的选取标准，即确定要素的数量指标及质量指标。确

定数量和质量指标的方法，主要有资格法、定额法及平方根定律法等。 

（1）资格法：根据规定应达到的数量或质量标准来选取海图内容； 

（2）定额法：以适当的海图载负量为基础，规定一定面积内海图内容的选取指标； 

（3）平方根定律法：根据资料海图的载负量与新编海图的载负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规定海图内容的

选取指标。 

2.2 形状化简 

形状的化简主要用于呈线状与面状分布的要素以及表示地貌的等高线（等深线）等。海图在编绘过程

中，因比例尺的缩小，一部分图形缩小到难以分辨的程度或因弯曲过细而妨碍主要特征的显示，通过形状

的化简，可以保留该地物特有的轮廓特征，并区别出从海图用途来说必须表示的特征。 

形状化简的主要方法是删除、合并和夸大。进行图形形状简化时，应注意保持重要特征点的位置正确，

反映出弯曲程度的对比，并保持图形的相似及各种要素图形之间的协调。 

2.3 数量特征概括 

制图物体数量特征的显示，受海图用途和比例尺的限制。随着比例尺的缩小，制图物体的数量特征在

图上的显示趋向概略，这种方法即称为数量特征的概括。数量特征概括的具体方法有分级合并、取消低等

级别和用概括数字代替精确数字三类。 

数量特征是分级的基础，分级的合并就是用扩大级差的方法来减少分级。取消低等级别就是规定某一

数量等级以下的制图物体不予表示。用概括数字代替精确数字就是对某些用数字表示的要素，根据海图的

具体用途或比例尺，用概括数字代替。 

2.4 质量特征概括 

质量特征是指决定制图物体性质的所有特征。质量特征在图上的显示，同数量特征一样，受海图用途

和比例尺的限制，随着比例尺的缩小，质量特征在图上的显示趋于概略和简单，这种方法即称为质量特征

的概括。 

质量特征是区分制图物体并对其进行分类的基础，因而质量特征的概括主要表现在分类的合并，即以

概括的分类代替详细的分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对长度较短或面积较小而意义不大的类别用图上相邻

的其他类别表示，这也属于质量特征的概括。 

2.5 制图物体移位 

制图物体的移位是通过移位来突出反映制图物体的主要特征，解决由于比例尺缩小而出现的地理适应

性问题。具体方法有分开表示和组合表示两种。分开表示通过将相邻制图物体进行比较，对位置比较重要

的物体保持其位置准确而移动其旁边的物体。组合表示就是把相邻两种（或两个）制图物体在同一位置上

表示的方法。 

2.6 海图要素综合原则 

（1）海岸线 

海岸线形状的化简遵循“扩大陆地、缩小海域”的原则。有时为了突出显示某一深入陆地的小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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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将海湾适当夸大表示。岸线性质的概括主要采取删除、夸大和转换三种方法，即删除短小的岸线性

质，夸大表示特殊性质的岸线，将次要的短小岸线转换为主要性质岸线表示。 

（2）等深线 

等深线的综合一般遵循“扩浅缩深”的原则，当等深线比较密集时，可保留最浅的等深线，将较深的

等深线中断在较浅的等深线上，并保留 0.2 mm 的间隔。等深线的取舍原则是“取浅舍深”。 

（3）水深 

水深注记的选取一般遵循“舍深取浅”的原则；同时也应保留适当数量的深水点，特别是狭窄航道，

适当保留深水点，以显示其通航能力。水深注记的密度（图上相邻水深注记的间距）一般为 10-15 mm，

海底地形起伏变化较大的区域，港池、航道、锚地等重要航行区域水深间距可加密到 6-10 mm。水深注记

一般呈菱形分布。 

（4）干出滩 

干出滩的制图综合包括干出滩的取舍、轮廓形状的化简、质量特征的概括以及干出水深的选取四个方

面。孤立的干出滩不得舍去，成群分布的可以相互合并。干出滩形状的化简遵循扩大干出滩的原则。干出

滩质量特征的概括包括类型合并和质量转换，质量的转换是通过干出滩的合并来完成，软性滩可以合并转

换为硬性滩，但硬性滩不能合并到软性滩中。 

→ 干出水深是从平均大潮高潮面起算的深度，干出高度是从深度基准面起算的高程，两者分别从干出滩

的高低两个面一正一反共同表示干出滩。 

（5）海底底质 

海底底质的综合包括底质的取舍和质量的概括。海底底质的选取，首先要保障航行安全和便于选择锚

地，其次反映底质的分布特点和规律。一般采取“取硬舍软”、“软硬兼顾”、“取异舍同”的原则，优

先选取海底地貌特征点处的底质。 

（6）航行障碍物 

各种比例尺海图上应准确、详细、明显地表示礁石、沉船及其他航行障碍物，并在图幅载负量允许的

情况下注记其性质、高度及深度等，它们是船舶海上活动的主要障碍和威胁。障碍物的制图综合主要包括

选取、说明注记的表示、符号的图形转换和危险线形状的化简。孤立的障碍物必须选取，成片的障碍物根

据其危险程度选取，取外围舍中间、取高舍低、取浅舍深、取近航道舍近岸、取稀疏处舍密集处。 

（7）助航标志 

航标的选择按照其重要程度、地理位置等由高级向低级、由重要向次要的顺序选取，即按灯塔、无线

电航标、灯船、灯柱、灯浮顺序选取。 

 

3 航海图制作 
3.1 纸海图制作 

（1）海图符号及分类 

海图符号按分布范围，可分为点状符号、线状符号、面状符号；按符号的尺寸与海图比例尺的关系，

可分为比例符号、半比例符号、非比例符号；按符号的形状与事物的关系，可分为正形符号、象形符号。 

（2）海图图式 

世界各国航海图的生产都对海图符号有统一的规定，即海图图式，它包含了绘制航海图的全部符号和

缩写，也是绘制其他海图的基本符号。目前我国执行的是 GB12319-1998《中国海图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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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纸海图制作流程 

目前制作海图一般都采用计算机辅助制图，其制作流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编辑准备阶段、数据输入

阶段、数据处理阶段和图形输出阶段。 

① 数据准备阶段。进行海图总体设计。 

② 数据输入阶段。将编图所使用的图形资料、数字资料、文字资料输入计算机的过程。 

③ 数据处理阶段。通过对数据的加工，取得新编海图。 

④ 图形输出阶段。输出方式有电子显示海图、打印和印刷海图等。 

（4）海图用色 

根据《中国航海图编绘规范》，航海图采用黑、黄、紫、浅蓝四色印刷。等高线印黑色，陆地普染黄

色，干出滩范围叠印浅蓝色及黄色。 

根据《海道测量规范》，绿色表示各种水井、泉、贮水池、雨水坑、河宽水深、水位点线等；浅蓝色

表示双线河、湖、池塘等的水域部分；棕色表示等高线及其注记、盐碱地、干河及不用等高线表示的自然

地貌及其比高注记；黑色表示除上列颜色规定外的要素，如海岸线、名称及点的高程注记和干出高度，依

比例尺及不依比例尺表示的地貌符号、说明符号、植物类符号等）。 

根据《海底地形图编绘规范》，海底地形图一般采用黑、蓝、紫、棕四色印刷。棕色表示等高线及其

注记、表示海岸性质的地貌符号，以及岸线以上的陆地普染）；蓝色表示滩线、等深线及注记，0m 线以

下水域分层设色普染）；紫色表示《中国海图图式》中规定印色为紫色的符号和注记；黑色表示上述要素

以外的其他要素和注记。 

3.2 电子海图制作 

电子海图是用电子计算机可识别、处理且附于一定载体上的，以数字信息表示的，以描写海域地理要

素和航海要素为主的海图。电子海图在保证航行安全方面，应具有与纸质海图同样的作用。电子海图制图

的基本规定： 

（1）坐标系：国内地区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国外地区采用 WGS-84 坐标系。 

（2）深度基准：中国沿海采用理论最低潮面，其他地区采用与编图资料一致的深度基准。 

（3）高程基准：中国沿海采用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远离大陆的岛礁，可采用当地平均海面。 

（4）分幅。按不同级别的电子海图设备使用的需要，电子海图有两种分幅方式，分别是纸质海图分

幅方式和规则单元分幅方式。按规则单元分幅时，单元分作两类： 

① 基本单元：电子海图的最小分区，大小为经差 15 '×纬差 15 ' 的地理区域。 

② 导出单元：在基本单元的基础上按航行用途划分的单元。其纵横方向尺寸必须是基本单元的整倍数。 

基本单元划分的方法是，从南纬 90°至北纬 90°纬差 15 ' 为一行；从 0°子午线起，由西至东经差

15 ' 为一列，全球共分 720×1440 个单元。 

→ 官方电子海图 (Electronic Navigational Charts，ENCs)是指国家海道测量机构按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IHO)颁布的《数字式海道测量数据传输标准》（Transfer 

Standard for Digital Hydrographic Data，编号 S-57）制作的矢量电子海图。 

官方电子海图是由海道测量机构或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制定的，或是由上述机构版权所有的。只有国家

海道测量机构可以生产或授权其国家海域的电子海图生产。 

3.3 海图改正 

海图改正不是对编绘中发现的差错进行修改的过程，而是为了保持海图现势性，根据《航海通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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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通告》、无线电航行警告、新测或新调查的资料对已出版或正在出版的海图进行的改正。根据改正

的特点、改正内容的多少以及改正范围的大小，改正工作可以分为大改正和小改正两种。 

当海图需要改正的内容较多、范围较大时，一般需要在原来海图的基础上进行改版或再版，并重新出

版，原版海图作废，该项工作称为大改正。当海图需要改正的内容不多、范围不大时，为保障海图的现势

性和可靠性，在已经出版的海图上采取手工方式将所要修改到内容加绘到海图上，称为小改正。 

→ 《航海通告》指报道海区航标、障碍物等变化情况及航海图书出版消息的文件。 

 

4 海底地形图制作 

4.1 海底地形图数学基础及分幅 

海底地形图是用等深线表示海底起伏状况且详细表示海底底质、礁石、海底管线等人工地物和其他基

本地理要素的海图。海底地形图按制图区域可分为海岸带地形图、大陆架地形图和大洋地形图。 

海底地形图的数学基础包括坐标系、比例尺、投影方式、深度基准、高程基准等。 

（1）海底地形图的坐标系采用 CGCS2000 或 WGS-84，如采用的制图资料为其他坐标系时，应进行

坐标转换。 

（2）比例尺：海底地形图的基本比例尺为 1:5 万、1:25 万、1:100 万。 

（3）投影：1:25 万及更小比例尺采用墨卡托投影；大于 1:25 万比例尺图采用兰勃特等角圆锥投影。 

（4）深度基准：中国沿海地区采用理论最低潮面，远海及外国海区均采用原资料的深度基准。 

（5）高程基准：中国沿海一般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各种比例尺的海底地形图均采用经纬线分幅，基本比例尺图以 1:100 万图为基础分幅。 

4.2 海底地形图表示方法 

海底地形图表示方法主要有符号法、深度注记法、等深线法、明暗等深线法、分层设色法、晕渲法、

晕滃法及写景法等。 

（1）符号法：符号法是海图上用不同形状、颜色和大小表示物体或现象的位置、性质和分布范围的

方法，是海图内容要素的主要表示方法。 

（2）深度注记法：海洋的深度注记与陆地的高程注记相类似，也称为水深。 

（3）等深线法：等深线法是目前表示海底地形图最基本、最精确的方法，它以等深线的形式及组合

情况反映海底表面形状的特征。如图 2.3.1。 

（4）明暗等深线法：明暗等深线法是海图上以不同粗细程度和不同深浅色调的等深线表示海底地貌

的方法。 

（5）分层设色法：分层设色法也称色层法，是在不同的深度层和高度层用不同的色相、色调进行普

染，以显示地面起伏形态的方法。如图 2.3.2。 

（6）晕渲法：晕渲法是用浓淡不同的色调来显示陆地和海底的起伏形态，立体效果比较好。缺点是

在图上不能进行深度的量算，且绘制和印刷均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7）晕滃法：晕滃法是以不同长短、粗细和疏密的线条，表示地貌起伏的形态，图上表示的斜坡随

倾角的增大而线条逐渐变粗、变短、间距变小，因而产生立体效果。 

（8）写景法：写景法是利用透视绘画的方式表示海底地貌的一种方法。优点是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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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真题 ] 
1.（2012 年）航海图分幅时，图内海陆面积比例要适当，一般情况下，陆地面积不宜大于图幅总面积的（ ）。 

A. 1/2      B. 1/3      C. 1/4      D. 1/5 

2.（2014 年）各种比例尺海底地形图均采用（ ）分幅。 

A. 经纬线     B. 地形线     C. 特征线     D. 直角坐标线 

3.（2014 年）下列航行图地理位置说明中，正确的是（ ）。 

A. 中国、辽东半岛、黄海        B. 黄海、辽东半岛、中国 

C. 中国、黄海、辽东半岛       D. 辽东半岛、黄海、中国 

4.（2015 年）一般情况下，海底地形图采用专色印刷的四种颜色是（ ）。 

A. 黑、蓝、绿、棕   B. 黑、红、绿、棕  C. 红、蓝、紫、黑   D. 黑、蓝、紫、棕 

5.（2016 年）电子海图按规则单元分幅时，最小分区为（ ）。 

A. 经差 4°× 纬差 4°       B. 经差 1°× 纬差 1° 

C. 经差 30 ' × 纬差 30 '        D. 经差 15 ' × 纬差 15 ' 

6.（2020 年）我国标准的全开纸的大小为（ ）。 

A. 787mm*1092mm  B. 850mm*1168mm  C. 546mm*787mm  D. 584mm*850mm 

7.（2020 年）海底地形图的基本比例尺包括（ ）。 

A. 1:1 万     B. 1:5 万     C. 1:10 万    D. 1:25 万 

E. 1:100 万 

8.（2021 年）海底地貌可用哪些方法表示（ ）。 

A. 水深注记法   B. 等深线法    C. 运动线法    D. 晕渲法 

E. 分层设色法 

9.（2022 年）下列关于航海图分幅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在保证航行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图幅数  B. 总图要保持制图区域的相对完整 

C. 航行图采用自由分幅的方法      D. 同比例尺在全国范围内必须连续 

E. 复杂航行区域不可重叠 

 

[ 参考答案 ] 

1. B。1.6 中的内容。 

2. A。4.1 中的内容。 

3. C。1.4 中的内容，航行图的地理位置说明一般取海名及著名岛、群岛、半岛、湾等名称，前面加所属国

国名，如“中国 黄海 辽东半岛”。 

4. D。根据本节 3.1（4）中的内容可知选 D。 

5. D。根据本节 3.2（3）中的内容可知本题选 D。 

6. A。国内标准的全开纸的大小为 787mm*1092mm。 

7. BDE。4.1 中的原话。海底地形图的基本比例尺为 1:5 万、1:25 万、1:100 万。 

8. ABDE。4.2 中内容。 

9. ABC。1.1 中的内容。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120 



第 2 章 海洋测量 第 4 节 质量控制和成果归档 

第 4 节 质量控制和成果归档 

→ 重要指数：★☆☆☆☆ 

 

1 测量成果检验 

1.1 分级检查 

海洋测量成果检验采取分级检查和验收的程序。 

（1）自查 

自查是在海洋测量作业全过程中，对所执行的各项工作形成的成果进行的全面校核检查。对测量中的

重点环节，如基础控制、固定偏差测定、特殊深度等航行障碍物探测是否完善，以及测量中重大问题的处

置是否正确等，要求应有明确的结论。 

（2）三级检查 

测量成果质量三级检查包括测量过程检查、最终检查和验收，即两级检查一级验收。 

① 过程检查是在作业组自查的基础上，由测量单位作业部门的检查人员按测量任务书、技术设计书和

有关的技术标准等，对测量成果所进行的全面检查。可分为现场检查和内业详查两个阶段，现场检查侧重

基础部分的抽检和任务完成情况，内业详查必须对外业成果进行 100%的检查。 

② 最终检查是由测量单位的质量管理部门检查人员在过程检查的基础上，对测量成果进行再一次的全

面检查。 

③ 验收是在测量成果在最终检查合格后，由上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方）所进行的检

验。验收采取抽样检查方式，当抽查中发现问题时，应视情况扩大抽查范围。 

1.2 测量成果质量检验 

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主要包括测量仪器设备检校、平面控制、高程和潮位控制、定位、测深、障碍

物探测、助航标志测量、海底地貌测量和滩涂及海岸地形测量等。 

（1）测量仪器设备检校 

属于国家计量检定机构强制检定的仪器设备应检查是否有检定证书，且应在有效期内。不属于强制检

定的仪器设备应检查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进行了检验，并应符合要求。 

（2）平面控制 

主要检查用于海洋测绘的平面控制点精度是否符合相应比例尺测图要求。 

（3）高程和潮位控制 

① 水位站布设应满足测深精度要求，采用的工作水准点应与国家等级水准点联测。 

② 岸边水位站水位观测误差允许偏差应满足±2cm，海上定点站水位观测综合误差允许偏差应满足±

5cm。 

③ 平均海面、深度基准面传算应符合有关限差要求。 

（4）定位 

定位质量应检查采用的定位系统或手段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且测量前后必须在已知平面控制点上进行

校准比对，且应符合测图要求。 

定位中心与测深中心应尽量保持一致，对大于 1:1 万比例尺测图，两者水平距离最大不得超过 2m，

对于小于 1:1 万比例尺测图，两者水平距离不得超过 5m，否则应将定位中心归算到测深中心。定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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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测深时间必须保持同步。 

（5）测深 

① 单波束测深仪。应检查布设测线的间隔和方向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若在测量中出现下列情况应进行

补测：在一般海区测深仪回波模拟信号或数字记录信号，以及两定位点间测深线漏测在定位图上超过 3mm

时，在地貌复杂海区发生漏测现象时；记录式测深仪的零信号或回波信号不正常，不能正确量取水深时；

不能正确勾绘等深线和海底地貌探测不完善时；验潮工作时间不符合要求时；测深线间隔超过规定间隔二

分之一时。 

② 多换能器测深系统。应检查其测深精度和覆盖宽度是否符合要求；每个换能器之间的间距和波束覆

盖是否与扫趟设计宽度相匹配，保证条带的全覆盖扫测；如果没有地理上的限制，所有的主测线（条带）

是否达到至少与检查线相交一次，能有效评估定位、测深和深度改正的准确性。 

③ 侧扫声纳。质量检查主要包括：声像信号是否清晰、连续，能否真实判读海底目标；扫测区是否达

到海底的 100%全覆盖；相邻扫趟应保证拖鱼正下方和边缘波束的两次覆盖；测量船驶入、驶出测区时，

拖鱼离测区边界外的距离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当测量船航向左右偏离计划测线时，是否形成了漏测区等。 

④ 多波束测深系统。质量检查主要包括：各种设备或传感器安装是否符合要求，确定的船体坐标系是

否正确，其参数是否可追溯；系统校准是否符合要求，获得的校准参数是否正确、可追溯；测线布设方向

和有效扫宽是否符合要求，边缘波束虚假信号是否通过相邻扫趟重叠抵偿、剔除；测量船速是否符合要求；

声速剖面测定是否符合要求；人机交互、测线模式及子区模式等数据处理是否符合要求，可疑点信号处理

是否正确、可追溯；各种水深改正和水深点抽稀是否正确等。 

⑤ 机载激光测深系统。应检查实施的测区海水是否清澈，符合标称应用水域；所有的主测线是否至少

应与检查线相交一次，可用于检查定位、测深和深度改正的准确性；探测的障碍物是否用单波束、多波束

或其他手段进行了核实。 

⑥ 测线布设。应检查根据不同的工作目的布设的测深线间隔和方向是否符合规范要求，且布设的测线

是否兼顾了所采用的测量手段。 

⑦ 水深改正。质量检查主要包括吃水改正、姿态改正、声速改正、水位改正等方面。 

（6）障碍物探测 

障碍物探测质量应检查采用的探测手段是否符合项目技术设计和规范要求；确定的障碍物是否安排了

多余观测证实；探测结论是否明确。 

（7）助航标志测量 

助航标志测量质量应检查测定的位置是否有多余观测，其精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路上助航标志是否

测算到平均大潮面上的高度；收集的标志构造和灯质是否真实可靠。 

（8）底质探测 

底质探测方法、探测密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探测的底质点性质是否真实可靠。 

（9）海底地貌测量 

海底地貌测量质量应检查采用的测量方法是否满足任务要求；数据处理结果能否真实反映海底地形变

化状况和地貌性质。 

（10）滩涂及海岸地形测量 

滩涂及海岸地形测量质量应检查下列内容： 

① 测量的干出滩范围和性质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其与水深和岸线衔接能否良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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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海岸地形测量范围和地形点应符合相应比例尺测图要求，且能与干出滩和已有地形资料衔接能良好

吻合。 

③ 地貌、地物和干出点高度测算应符合规范要求。 

1.3 水深测量成图比对检查 

（1）主、检测深线比对 

① 检查线布设的方向应尽量与主测深线垂直，分布均匀，并要求布设在较平坦处，能普遍检查主测深

线。检查线总长度应不少于主测深线总长的 5%。 

② 主测深线水深与检查线水深不符值进行数理统计发现异常水深时，应根据误差来源进行系统分析，

查明原因，必要时应进行补测或重测证实。 

（2）图幅拼接比对 

图幅拼接主要包括不同年度相邻图幅拼接、同年度相邻图幅拼接和与海岸地形测量图幅拼接，其质量

检查要求为： 

① 相邻图幅拼接处是否至少重叠测设了一条测深线，且统计的不符值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② 相邻图幅拼接处相互穿越的检查线与其主测线的深度比对不符值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相互勾绘的等

深线衔接、吻合深是否良好。 

③ 水深图幅与海岸地形测量图幅拼接一是应检查水深点是否上岸，二是检查礁石、岛屿、特殊浅点的

位置、高度是否一致。 

（3）成图比对质量问题处理 

① 当出现拼接水深不一致、水深点上岸，且礁石、岛屿、特殊浅点的位置或高度不一致时，应各自查

明原因，或报告上级业务部门处理。 

② 图幅拼接或主、检比对限差超限，或虽未超限，但存在系统误差以及对测量成果质量有疑问时，均

应分析原因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写入技术总结。 

（4）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应重测： 

① 主、检点位水深比对时重合深度点（图上距离 1.0mm 以内）的不符值限差超过规定（水深 ≤ 20m

时，深度测量中误差 ≤ 0.2m；当水深 > 20m 时，深度测量中误差 ≤ 所测深度的 1%），且超限的点数超

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 20% 时。 

② 图幅拼接的点位深水比对超限时。 

③ 点位中误差超限时。 

（5）在下列情况之一进行补测： 

① 测深时，当测深线偏离设定测线的距离超过规定间隔的 1/2 时。 

② 固定水深剖面重复检测测量，当测深线偏离设定测线的距离大于 10m 时。 

③ 两定位点间测深线漏测或测深仪回波信号记录中断（或模糊不清）在图上超过 3mm 时。 

④ 测深仪信号不能正确量取水深时。 

⑤ 当用多波束测深系统全覆盖测深时，如因偏航、船只规避等原因导致测线间有未覆盖区域时。 

⑥ 测深期间，验潮中断时。 

 

2 制图成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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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质量检验主要包括编辑检查、自检、三级审核和印刷成图检验。 

2.1 编辑检查 

编辑检查指在海图编绘作业过程中，编辑人员实施作业指导时的检查工作。主要检查编绘人员是否按

编绘规范和其他编辑文件进行作业，验证成套图各图幅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解决发现的疑难问题，处理

校对员与编绘人员的分歧意见。 

2.2 自检  

自检是各工序作业人员对自身编图作业所做的检查，一般都不当作海图审校阶段的内容，但却是海图

质量检查的重要措施。自检不仅仅指一项任务完成后的全面检查，重在平时的随时进行。自检的依据主要

是规范、编辑文件和制图资料。在自检中，作业员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应及时请示上级解决。 

2.3 三级审校 

制图三级审校（两级检查一级验收）一般指对编绘原图和出版原图的审校，包括：作业部门质检员审

校、制图单位质检员检查、上级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方）验收。分色样图和试印样图一般由两级质检即

可，成图则由印刷厂检验，上级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方）抽查。 

2.4 印刷成图检验 

海图制印结束后，印制部门应对印刷成图逐张进行检验。检验的内容为： 

 （1）印刷色彩是否符合规定的色标，色调是否均匀，印迹是否清晰实在，图面是否清洁，成套挂图

各幅图之间色调是否一致。 

（2）同线划有无印双色或漏印现象，各种颜色线划要素同向套合差是否超限（0.4mm），普染要素

套合差是否超限（0.6mm）。 

（3）各种注记和图廓外整饰有无未印上的内容。 

印制部门检验后，编辑和上级主管部门应进行抽样检查印刷质量、套印精度。同时还应在图面整体，

以及标题和图廓外注记、图内特别重要的要素和注记再做一次审查，确实无问题后方可入库、发行。 

 

3 测绘成果归档 

海洋测绘成果检查验收合格后，应对上交的资料进行分析、汇总、整理，并应装订成册，编制目录归

档。归档的测绘成果应齐全、完整，符合规定的格式要求。 

3.1 海洋测量归档成果资料 

海洋测量归档成果资料包括： 

（1）测量任务书、踏勘报告及技术书； 

（2）仪器设备检定及检验资料； 

（3）外业观测记录手簿、数据采集原始资料； 

（4）内业数据处理、计算、校核、质量统计分析资料； 

（5）所测绘的各类图纸及成果表； 

（6）港口资料调查报告、技术报告、各级质量检验报告； 

（7）测量过程记录； 

（8）其他测量资料。 

3.2 海图制图归档成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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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制图归档成果资料包括： 

（1）采用的各类编绘资料； 

（2）制图任务书、编图计划； 

（3）各类源数据文件、成果图和数据文件； 

（4）各级质量检验的质量报告； 

（5）制图过程记录； 

（6）其他制图资料。 

 

 

[ 历年真题 ] 
1.（2019 年）负责海洋测量成果验收的组织单位是（）。 

A. 项目成果管理部门        B. 工程承担单位质检部门 

C. 工程承担单位档案部门       D. 工程委托单位 

2.（2019 年）海洋工程地形测量中，发生下列哪种情况应进行重测（ ）。 

A. 定位中误差超限        B. 验潮时间不符合要求 

C. 航线间隔超过规定间隔的 1/2     D. 海底地貌探测不完善 

 

 

[ 参考答案 ] 

1. D。参考 1.1 中的内容。验收是在测量成果在最终检查合格后，由上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任务

下达方）所进行的检验。 

2. A。参考 1.3（4）中的内容。点位中误差超限时应进行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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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工程测量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本章平均每年出现 12 题。（20 年 9 题，21 年 9 题，22 年 4 题） 
案例分析：每年都会出现至少 1 题。地形测量、变形监测、隧道测量、施工测量等是考试重点。 

 

第 1 节 工程测量的含义与分类 
→ 重要指数：★☆☆☆☆ 

 
1 工程测量的含义 

工程测量包括各种工程在规划、施工、运营阶段所进行的各种测量活动。 
（1）规划阶段 
工程规划阶段主要任务是工程勘测。工程勘测是为工程设计用图需要而测绘各种比例尺地形图，开展

测图控制网建立、地形图测绘、断面测量等工作；并为工程地质勘探、水文地质勘探以及水文测验等进行

辅助测量。 
（2）施工阶段 
工程施工阶段主要任务包括：将工程设计数据标定在现场，作为施工的依据；施工过程中的变形监测、

设备安装测量，工程项目竣工后的竣工测量、验收测量等工作。 
（3）运营阶段 
工程运营阶段主要任务是安全监测。对于大型工程和重要工程，为保障安全运营，需要进行周期性的

工程安全性和稳定性监测，开展变形监测等工作。 
 

2 工程测量的分类 

（1）按照测量精度，工程测量可分为普通工程测量和精密工程测量。 
（2）按照工程对象，工程测量可分为建筑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工程测量、桥隧工程测量、

地下工程测量、海洋工程测量、军事工程测量、工业工程测量、矿山测量、城市测量等。 
（3）按照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工程测量可分为：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

量、变形形变与精密测量、市政工程测量、水利工程测量、线路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矿山测量、

工程测量监理。 
 
 
[ 历年真题 ] 
1.（2014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属于一般工程测量业务的有（ ）。 
A. 控制测量     B. 地形测绘     C. 权属调查    D. 施工放样  
E. 竣工测量 
 
[ 参考答案 ] 
1. ABDE。权属调查不属于工程测量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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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工程控制网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工程控制网的概念 

工程控制网指针对某项具体工程建设的测图、施工或管理需要，在一定区域内布设的平面控制网和高

程控制网。工程控制网具有控制全局、提供基准和控制测量误差积累的作用。 

1.2 工程控制网的分类 

（1）按用途划分 

按照用途，工程控制网可分为测图控制网、施工控制网、安装控制网和变形监测网。施工控制网、安

装控制网和变形监测网统称为专用控制网。 

测图控制网是在工程规划阶段，以服务地形图测绘为目的而建立的工程控制网；施工控制网是在工程

建设阶段，以服务施工放样为目的而建立的工程控制网；安装控制网是在工程建设阶段后期，以服务大型

设备构建安装定位为目的而建立的工程控制网；变形监测网是在工程建设和运营阶段，以服务工程对象变

形监测为目的而建立的工程控制网。 

（2）按其他标准划分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工程控制网还可做如下分类： 

① 按照网点性质，可分为一维网（高程控制网）、二维网（平面控制网）、三维网。 

② 按照网形，可分为三角网、导线网、混合网、方格网等。 

③ 按照施测方法，可分为测角网、测边网、边角网、GPS 网等。 

④ 按照坐标系和基准，可分为附合网（约束网）、独立网（最小约束网）、自由网（无约束网）等。 

⑤ 按照其他标准，可分为首级网、加密网、特殊网、专用网（如隧道控制网、桥梁控制网、建筑方格

网）等。 

→ 自由网（无约束网）：无必要的已知数据； 

独立网（最小约束网）：只有必要的已知数据； 

附合网（约束网）：具有多余的已知数据。 

例如对于一维网而言，若网中只有一个已知高程则为最小约束网，若有两个以上已知高程则为约束网，

 如没有已知高程则为自由网。 

1.3 工程控制网的特点 

（1）测图控制网 

测图控制网具有控制范围较大，点位分布尽量均匀，点位选择应取决于地形条件，精度取决于测图比

例尺等特点。 

（2）施工控制网 

具有控制范围较小，点位密度较大，精度要求较高，点位使用频繁，受施工干扰大等特点。具体而言，

施工控制网的特点如下： 

① 控制网大小、形状、点位分布应与工程范围、建筑物形状相适应，点位布设要便于施工放样，如隧

道控制网的点位布设要保证隧道两端都有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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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控制网不要求精度均匀，但要保证某方向或某几点的相对精度较高，如桥梁控制网要求纵向精度高

于其他方向精度。 

③ 投影面的选择应满足“控制点坐标反算的两点间长度与实地两点间长度之差应尽可能小”的要求，

如隧道控制网的投影面一般选在贯通平面上，或选在放样精度要求最高的平面上。 

④ 平面坐标系可采用独立坐标系，其坐标轴与建筑物的主轴线平行或垂直。 

（3）变形监测网 

变形监测网除具有施工控制网的特点外，还具有精度要求高、重复观测等特点。 

1.4 工程控制网建立过程 

（1）设计。根据工程特点确定控制网的布设和观测方案。 

（2）选点埋石。按照布设方案实地选点定位，埋设标石，制作点之记。 

（3）观测。按照观测方案进行观测，并对观测数据进行概算。 

（4）平差计算。控制网平差计算，并评定成果精度。 

 

2 工程控制网方案设计 

2.1 工程控制网设计步骤 

（1）根据控制网建立目的、要求和控制范围，经过图上规划和野外踏勘，确定控制网的图形和参考

基准（起算数据）。 

（2）根据测量仪器条件，拟定观测方法和观测值先验精度。 

（3）根据观测所需的人力、物力，预算控制网建设成本。 

（4）根据控制网图形和观测值先验精度，估算控制网成果精度，改进布设方案。 

（5）根据需要，进行控制网优化设计。 

→ 先验精度就是在测量工作之前根据各项误差来源计算出来的中误差，是事先对精度的一个估计。 

2.2 工程控制网布设原则 

（1）要有足够的精度和可靠性 

（2）要有足够的点位密度 

（3）要有统一的规格 

2.3 工程控制网精度分配原则 

工程控制网设计须确定工程各部分测量工作的精度比例来指导工作。 

（1）精度等影响原则：假设所有因素中误差的影响一样，进行精度分配，以便求出各项测量应达到

的必要精度，然后根据具体施工情况加以调整。 

（2）忽略不计原则：当两个中误差影响中，某一中误差影响小于另一中误差影响的 1/3 时，可以忽略

不计。 

（3）按比例分配原则：按各中误差权的比例关系来分配精度。 

2.4 工程控制网坐标系选择 

（1）高斯投影长度变形 

由于地球表面不是平面，外业采集的边长需要投影到高斯投影面上，这个过程要经历两个步骤：边长

首先要归化到椭球面上，然后将椭球面上的长度归化到高斯平面上。这个过程称为两化改正，改正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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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高斯投影长度变形（即按坐标反算的两点间长度与实地两点间长度之差）。外业采集的边长归化到椭

球面上时通常会变小，这个变形与当地的大地高有关；椭球面上的边长归化到高斯平面上时会变大，这个

变形与当地距中央子午线的远近有关。 

（2）坐标系的选择 

为利用高精度的国家大地测量成果，在满足工程精度的前提下，优先采用国家统一的 3°带高斯平面

直角坐标系。一般要求高斯投影长度变形值不大于 2.5cm/km。 

→  这个数值和国家四等导线最弱边相对中误差的要求（1/4万）相同。 

当不能满足工程对高斯投影长度变形的要求时，可自定义中央子午线和投影基准面，建立任意带的独

立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但应与国家坐标系衔接，建立双向的坐标转换关系。根据工程需要，也可假定参

考基准，建立假定平面直角坐标系。如下五种平面直角坐标系可供工程控制网选用： 

（1）国家统一的 3°带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 

（2）抵偿投影面的 3°带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 

（3）任意带的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 

（4）选择通过测区中心的子午线作为中央子午线，测区平均高程面作为投影面，按高斯投影计算的

平面直角坐标系。 

（5）假定平面直角坐标系。 

2.5 工程控制网布设 

（1）测图控制网 

平面控制网的精度要能满足 1:500 比例尺地形图测图要求，四等以下（含四等）平面控制网最弱点的

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图上 0.1mm，即实地 5cm，这一数值可作为平面控制网精度设计的依据。 

（2）施工控制网 

施工控制网一般基于施工坐标系（假定坐标系）布设成独立网。该网通常分二级布设，第一级作为总

体控制，第二级直接用于施工放样。 

平面控制网通常采用 GPS 网的形式布设，也可采用导线网、三角形网（含三角网、三边网、边角网）、

方格网等常规形式布设；高精度的平面控制网可采用 GPS 网与三角形网构成的混合网形式布设。高程控

制网通常采用水准网形式布设。 

施工控制网的精度由工程性质决定，一般要求精度不必具有均匀性，而应具有方向性，有时次级网的

相对精度不低于首级网。 

（3）变形监测网 

变形监测网应尽量一次布网，也可将参考点（含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布设成首级网（基准网），再将

工作基点和目标点布设成次级网（监测网）。变形监测网的精度由变形体的允许变形值决定，一般要求中

误差不超过允许变形值的 1/10 - 1/20 或 1 - 2mm。变形监测网还要求有高可靠性和高灵敏度。 

 

3 控制网优化设计 

3.1 控制网优化设计含义 

控制网优化设计指在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下，设计出精度高、可靠性高、灵敏度最高（对

变形监测网而言）、经费最省的控制网布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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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控制网优化设计分类 

根据固定参数和待定参数的不同，控制网优化设计分为如下四类： 

（1）零类设计（基准设计）。零类设计是在控制网的图形和观测值的先验精度已定的情况下，选择

合适的参考基准（起始数据）使网的精度最高。 

（2）一类设计（网形设计）。一类设计是在控制网成果要求精度和观测手段可能达到的精度已定的

情况下，选择最佳的点位布设和最合理的观测值数量。 

（3）二类设计（精度设计）。二类设计是在控制网的网形和控制网成果要求精度已定的情况下，设

计各观测值的精度（权），使观测工作量最佳分配。 

（4）三类设计（改进设计）。三类设计是对现有网或现有设计进行改进，从而改善控制网成果精度。

包括一类、二类两方面的优化设计内容，是混合应用。 

3.3 控制网优化设计方法 

控制网的优化设计有解析法和模拟法两种。 

（1）解析法。解析法是通过数学方程的表达，用最优化方法解算。该法适用于各类设计。 

（2）模拟法。模拟法是根据经验和准则，通过计算、比较和修改得到最优方案。该法适用于一、二、

三类设计。模拟法实际上是一种试算法。一般做法是：根据优化的任务和设计者的知识和经验，制定初始

设计方案，根据仪器确定的观测值精度可进一步模拟出观测值，用模拟的观测值对该方案作平差计算，对

平差结果作出评价，然后对初始方案进行修改，再计算、再修改，如此多次重复，直至认为满意为止。 

 

4 工程控制网施测 

4.1 工程控制网施测方法 

（1）平面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测量通常采用 GPS 测量方法，也可采用三角形网测量、导线测量等常规方法。GPS 网、三

角形网精度等级划分为二、三、四等和一、二级，导线和导线网精度等级划分为三、四等和一、二、三级。 

① GPS 测量 

GPS 首级网布设宜联测 2 个以上高等级国家控制点或地方坐标系的高等级控制点；各等级控制网中构

成闭合环或附合路线的边数不宜多于 6 条；各等级控制网中独立基线的观测总数，不宜少于必要观测基

线数的 1.5 倍；每个控制点至少有一个通视方向。 

表 3.2.1 GPS 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平均边长

（km） 

固定误差

（mm） 

比例误差系数

（mm/km） 

约束点间的边长相对

中误差 

约束平差后最弱边相对

中误差 

二等 9 ≤10 ≤2 ≤1/250000 ≤1/120000 

三等 4.5 ≤10 ≤5 ≤1/150000 ≤1/70000 

四等 2 ≤10 ≤10 ≤1/100000 ≤1/40000 

一级 1 ≤10 ≤20 ≤1/40000 ≤1/20000 

二级 0.5 ≤10 ≤40 ≤1/20000 ≤1/10000 

② 导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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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导线

长度

（km） 

平均

边长

（km） 

测角中

误差

（"） 

测距中

误差

（mm） 

测距相

对中误

差 

测回数 方位角

闭合差

（"） 

导线全长相

对闭合差 1"级

仪器 

2"级

仪器 

6"级

仪器 

三等 14 3 1.8 20 1/15 万 6 10 - n6.3  ≤ 1/5.5 万 

四等 9 1.5 2.5 18 1/8 万 4 6 - n5  ≤ 1/3.5 万 

一级 4 0.5 5 15 1/3 万 - 2 4 n10  ≤ 1/1.5 万 

二级 2.4 0.25 8 15 1/1.4 万 - 1 3 n16  ≤ 1/1 万 

三级 1.2 0.1 12 15 1/7 千 - 1 2 n24  ≤ 1/5 千 

注：1. 表中 n 为测站数。 2.当测区测图的最大比例尺为 1:1000 时，一、二、三级导线的导线长度、平均边长可适当放长，

但最大长度不应大于表中规定相应长度的 2 倍。  

导线网中，结点与结点、结点与高级点之间的导线段长度不应大于表中相应等级规定长度的 0.7 倍。

结点间或结点与已知点间的导线段宜布设成直伸形状，相邻边长不宜相差过大，网内不同环节上的点也不

宜相距过近。  

导线网用作测区的首级控制时，应布设成环形网，且宜联测 2 个已知方向。相邻点之间应通视良好，

其视线距障碍物的距离，三、四等不宜小于 1.5m，四等以下宜保证便于观测，以不受旁折光的影响为原则。

相邻两点之间的视线倾角不宜过大。 

③ 三角形网测量 

各等级三角形网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表 3.2.3 三角形网测量主要技术指标 

等级 平均边长（km） 测角中误差（"） 
测边相对中误

差 

最弱边边长相

对中误差 

三角形最大闭合差

（"） 

二等 9 1 1/250000 1/120000 3.5 

三等 4.5 1.8 1/150000 1/70000 7 

四等 2 2.5 1/100000 1/40000 9 

一级 1 5 1/40000 1/20000 15 

二级 0.5 10 1/20000 1/10000 30 

注：当测区测图的最大比例尺为 1:1000 时，一、二级网的平均边长可适当放长，但不应大于表中规定相应长度的 2 倍。  

→ 此处的三角形网是对已往三角网、三边网和边角网的统称。是通过测定三角形网中各三角形的顶点水

 平角、边的长度，来确定控制点位置的方法。 

三角形网中的角度宜全部观测，边长可根据需要选择观测或全部观测；观测的角度和边长均应作为三

角形网中的观测量参与平差计算。首级控制网定向时，方位角传递宜联测 2 个已知方向。首级控制网中的

三角形，宜布设为近似等边三角形。其三角形的内角不应小于 30°；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时，个别角可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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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应小于 25°。相邻点之间应通视良好，其视线距障碍物的距离，三、四等不宜小于 1.5m，四等以下宜

保证便于观测，以不受旁折光的影响为原则，二等网视线距障碍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2m。相邻两点之间的

视线倾角不宜过大。 

（2）高程控制测量 

高程控制测量精度等级划分为二、三、四、五等。各等级高程控制宜采用水准测量，四等及以下等级

也可采用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五等还可采用卫星定位高程测量。 

高程控制点间的距离，一般地区应为 1-3 km，厂区、城镇宜小于 1 km。一个测区至少应有 3 个高程

控制点。 

①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3.2.4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

（mm） 
边长（km） 观测方式 

对向观测高差较

差（mm） 

附合或环形闭合

差（mm） 

四等 10 ≤1 对向观测 D40  ∑D20  

五等 15 ≤1 对向观测 D60  ∑D30  

注：D 为测距边的长度（km）； 

起讫点的精度等级，四等应起讫于不低于三等水准的高程点上，五等应起讫于不低于四等的高程点上。 

② 卫星定位高程测量 

卫星定位高程测量可适用于五等高程测量。卫星定位高程网宜与四等或四等以上的水准点联测，联测

的高程点宜分布在测区的四周和中央；若测区为带状地形，则联测的高程点应分布于测区两端及中部两侧。

联测点数宜大于选用计算模型中未知参数个数的 1.5 倍，相邻联测点之间距离宜小于 10km。地形高差变

化大的地区应增加联测的点数，联测点数宜大于选用计算模型中未知参数个数的 2 倍。 

数据处理时应利用区域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成果或当地的重力大地水准面模型、资料。对于地形平坦的

小测区，可采用平面拟合模型；对于地形有起伏的大面积测区，宜采用曲面拟合模型或采用分区拟合的方

法进行。 

对卫星定位高程测量成果，应进行检验，检测点数不应少于全部高程点的 5%，并不应少于 3 个点；

高差检验可采用相应等级的水准测量方法或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方法进行，其高差较差不应大于

D30 mm（D 为检查路线的长度，单位为 km）。 

4.2 工程控制网选点埋石 

（1）选点 

控制点的点位一般应选在基础稳定，视野开阔，环境影响小，便于埋石、观测和保存处。对于施工控

制网，点位应选在方便施工放样处，并应有足够的密度，保证使用时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对于变形监测网，

参考点应选在变形区外的稳定处，目标点选在变形体上能充分反映变形状况处。 

（2）埋石 

平面控制点标石有普通标石、深埋式标志（用于施工控制网和变形监测网）、带强制对中装置的观测

墩等类型（用于施工控制网、安装控制网和变形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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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控制点标石有平面点标石、混凝土水准标石、地表岩石标、平硐岩石标、深埋式钢管标等类型。

地表岩石标宜作变形监测网的工作基点或低等级水准点；平硐岩石标用于变形监测网的基准点。 

4.3 工程控制网数据处理 

（1）平面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测量数据处理的工作内容包括求定坐标未知数的最佳估值和评定精度。 

GPS 测量数据处理一般利用数据后处理软件，按照观测数据预处理、平差计算和转换的过程完成。 

边角测量数据处理可采用条件平差、间接平差等经典方法。 

（2）高程控制测量 

高程控制测量数据处理工作包括检查并消除观测数据系统误差，平差计算，评定观测值和平差结果精

度。 

水准测量数据处理可采用条件平差法、间接平差法以及单一水准路线平差法、单结点水准网平差法、

等权代替水准网平差法等。三角高程测量数据处理除观测值定权方法略有不同外，其他与水准测量数据处

理方法相同。 

GPS 水准测量数据处理方法为，根据均匀分布的 GPS 和水准公共点拟合测区高程异常模型，再利用

高程异常模型将未知点的 GPS 大地高解算为正常高。 

 

5 质量控制与成果归档 

5.1 工程控制网质量准则 

评价工程控制网的质量一般有精度、可靠性、灵敏度、经济（费用）四项指标，这些指标决定了控制

网优化设计的方法和模型。 

（1）精度准则 

控制网的精度主要分为总体精度、点位精度和相对点位精度、未知数函数的精度、主分量和准则矩阵

五类。根据工程控制网建立的实际需要，优化设计可选择其中某类或某几类作为指标。 

（2）可靠性准则 

控制网的可靠性指发现或探测观测值粗差的能力（内部可靠性）和抵抗观测值粗差对平差结果影响的

能力（外部可靠性）。 

① 内部可靠性指控制网发现观测值中粗差的能力。它使用观测值的多余观测分量 r（0 ≤ r ≤ 1）来定

义，r 越大，粗差越容易发现。一般情况下，r 大于 0.3-0.5，表明网的内部可靠性较好。 

② 外部可靠性指抵抗尚未发现粗差的影响的能力。它使用影响因子来度量，影响因子越小，则控制网

的外部可靠性越好。 

（3）灵敏度准则 

控制网的灵敏度指通过对周期观测的平差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所能发现的某一位移向量的下界值的能

力。灵敏度准则只适用于变形监测网。 

（4）费用准则 

控制网的费用一般包括设计、造标埋石、交通运输、仪器设备、观测、计算、检查等项费用。控制网

精度、可靠性越高，则建网费用越大。增加优化设计的计算费用可以有效节约控制网的成本。 

5.2 工程控制网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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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质量元素包括数据质量、点位质量、资料质量。其中，数据质量包括数学精度、观测质量、计算

质量三个质量子元素；点位质量包括选点质量、埋石质量两个质量子元素；资料质量包括整饰质量、资料

完整性两个质量子元素。 

5.3 工程控制网成果归档 

工程控制测量成果的整理归档一般应包括：①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②观测记录及数据；③概算或

数据预处理资料，平差计算资料；④控制网展点图、成果表、点之记；⑤仪器检定和检校资料；⑥检查报

告，验收报告。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为满足测量成果的一测多用，在满足精度的前提下，工程测量应采用（ ）平面直角坐标系。 

A. 任意带高斯正形投影        B. 独立 

C. 国家统一 3°带高斯正形投影      D. 抵偿投影面的 3°带高斯正形投影 

2.（2011 年）测图控制网的平面精度应根据（ ）来确定。 

A. 控制网测量方法   B. 测图比例尺   C. 测绘内容的详细程度   D. 控制网网形 

3.（2011 年）在施工放样中，若设计允许的总误差为 Δ，允许测量工作的误差为 Δ1，允许施工产生的误差

为 Δ2，且 Δ2=Δ1
2+Δ2

2，按“等影响原则”，则有 Δ1=（ ）。 

A. 1/2 Δ      B. 1/ 2 Δ     C. 1/3 Δ      D. 1/ 3 Δ 

4.（2012 年）现行《工程测量规范》规定，利用导线测量建立工程平面控制网时，导线网中结点与结点、

结点与高级点之间的导线段长度不应大于相应等级导线长度的（ ）倍。 

A. 0.3      B. 0.5      C. 0.7       D. 1.0 

5.（2012 年）某丘陵地区工程测量项目，利用 GPS 拟合高程测量方法建立五等高程控制网。按技术设计，

将联测四等水准点 5 个，新设 GPS 高程点 15 个。根据现行《工程测量规范》，对 GPS 点的拟合高程成

果应进行检测，检测点数不应少于（ ）个。 

A. 2      B. 3      C. 4       D. 5 

6.（2014 年）某施工放样工作总误差由控制点误差和放样作业误差两部分构成。按误差影响的“忽略不计

原则”，若放样作业误差为±18mm，当控制点误差最大为（ ）mm 时，即可认为对施工放样的影响可忽

略不计。 

A. ±2      B. ±3      C. ±6       D. ±9 

7.（2015 年）施工控制网通常采用工程独立坐标系，其投影面一般采用（ ）。 

A. 国家坐标系参考椭球面  B. 任意假定水平面  C. 施工区域的平均高程面  D. 大地水准面 

8.（2015 年）工程控制网优化设计分为“零——三”类，其中“一类”优化设计指（ ）。 

A. 网的基准设计    B. 网的图形设计   C. 观测值精度设计    D. 网的费用设计 

9.（2015 年）下列准则中，属于工程测量质量准则的有（ ）。 

A. 灵敏度准则    B. 平衡准则     C. 精度准则    D. 多样性准则  

E. 费用准则 

10.（2016 年）工程控制网优化设计分为“零——三”类，其中“二类”优化设计指（ ）。 

A. 网的精度设计    B. 网的图形设计   C. 网的基准设计   D. 网的改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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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6 年）下列质量元素中，属于工程测量控制网质量检验的有（ ）。 

A. 数据质量     B. 地理精度     C. 点位质量    D. 整饰质量  

E. 资料质量 

12.（2017 年）下列准则中，不属于设计阶段评定工程控制网质量的准则是（ ）。 

A. 精度准则    B. 可靠性准则   C. 费用准则    D. 平衡准则 

13.（2018 年）不可用于工程控制网优化设计的有（ ）。 

A. 解析法    B. 回归分析法   C. 时间序列分析法  D. 等权替代法 

E. 试验修正法 

14.（2021 年）建立城市独立平面坐标系不需要考虑下列哪一项（ ）。 

A. 中央子午线   B. 城市坐标原点   C. 投影面高程   D. 高程异常 

 

 

[ 参考答案 ] 

1. C。本节 2.2 中的内容，为利用高精度的国家大地测量成果，在满足工程精度的前提下，工程控制网一

般采用国家统一的 3°带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 

2. B。本节 1.3 中测图控制网的特点：测图控制网具有控制范围较大，点位分布尽量均匀，点位选择应取

决于地形条件，精度取决于测图比例尺等特点。 

3. B。按等影响原则，则 Δ1=Δ2，代入式中计算得到 Δ1=Δ2= 1/ 2 Δ。  

4. C。本节 4.1 导线测量中的内容：导线网中，结点与结点、结点与高级点之间的导线段长度不应大于表

3.2.2 中相应等级规定长度的 0.7 倍。 

5. B。本节 4.1（2）高程控制测量中的 GPS 拟合高程中的内容：对 GPS 点的拟合高程成果，应进行检验。

检测点数不少于全部高程点的 10%且不少于 3 个点。 

6. C。2.2 中的内容。当几个中误差影响中，某一中误差影响小于另一中误差影响的 1/3 时，可以忽略不计。 

7. C。注意题干中的“工程独立坐标系”，选择施工区域的平均高程面可使投影变形最小。 

8. B。本节 3.2 中的内容：一类设计（网形设计）是在控制网成果要求精度和观测手段可能达到的精度已

定的情况下，选择最佳的点位布设和最合理的观测值数量。 

9. ACE。本节 5.1 中的内容：评价工程控制网的质量一般有精度、可靠性、灵敏度、经济（费用）四项指

标，这些指标决定了控制网优化设计的方法和模型。 

10. A。本节 3.2 中的内容：二类设计（精度设计）是在控制网的网形和控制网成果要求精度已定的情况下，

设计各观测值的精度（权），使观测工作量最佳分配。 

11. ACE。本节 5.2 中的内容：成果质量元素包括数据质量、点位质量、资料质量。 

12. D。本节 5.1 中的内容。评价工程控制网的质量一般有精度、可靠性、灵敏度、经济（费用）四项指标，

这些指标决定了控制网优化设计的方法和模型。 

13. BCD。根据本节 3.3 中的知识，控制网的优化设计有解析法和模拟法两种。 

14. D。平面坐标系和高程异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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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工程地形图测绘 

→  地形图测绘是测绘技术的一项广泛应用，是考试的重点，每年的考试都会涉及。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地形图 

地形图指按一定程序和方法，用符号、注记及等高线表示地物、地貌及其他地理要素平面位置和高程

的正射投影图。 

1.2 地形图的应用 

在工程建设的各阶段，一般都需要使用地形图。利用地形图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工程需要的各种地形信

息。例如，量测点的坐标、高程，量测点与点间的距离、方位角、坡度，按一定方向绘制断面图、剖面图，

图上设计坡度线，确定汇水面积，计算水库容量，根据等高线平整场地，计算挖、填土石方量等。 

1.3 工程地形图测绘的过程 

（1）资料收集与技术设计 

收集已有资料，根据任务要求、测区条件和本单位设备技术力量，确定作业方案、编制技术设计书、

生产实施方案。 

（2）图根控制测量和测站点测定 

测区已有高等级控制点往往无法满足测图需要，这时应布设适当数量的图根控制点，直接供测图使用。

在局部地形、地貌复杂的地段，往往还要增设测站点。 

（3）地形碎部测量 

利用图根点采集地形碎部点（简称碎部点）的位置、高程及其属性数据。 

（4）地形图绘制与编辑 

根据碎部测量获取的地形数据，利用数字测图软件进行数字地形图的绘制与编辑。 

（5）成果的检查与验收 

对全部控制资料和地形资料的正确性、准确性、合理性等进行概查、详查和抽查。 

（6）技术总结、提交成果 

技术总结主要是对任务的完成情况、设计书的执行情况等做总结，对测图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加

以说明。 

 

2 工程地形图测绘方案设计 

2.1 测图比例尺选择 

工程地形图的测图比例尺根据工程设计、规模大小和运营管理需要选择，具体要求见下表。 

表 3.3.1 测图比例尺的选择 

比例尺 用途 

1:5 万 
大型水利枢纽、能源、交通等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 

1: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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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万 
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厂址选择，初步设计 

1:5000 

1:2000 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矿山总图管理，城镇详细规划等 

1:1000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城镇、工矿总图管理，竣工验收，运营管理等 

1:500 

2.2 基本等高距选择 

地形类别应根据地面倾角（α）的大小确定，可分为平地、丘陵地、山地、高山地。地形的类别划分和

基本等高距的确定应符合下表规定： 

表 3.3.2 数字线划图基本等高距要求 

地形类别 
地形倾角 α 

（°） 

基本等高距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 

平坦地 α<2 0.5m 0.5m 1m 1m 1m 

丘陵地 2≤α<6 0.5m 1m 1m 2.5m 2.5m 

山地 6≤α<25 1m 1m 2.5m 5m 5m 

高山地 α≥25 1m 2.5m 2.5m 5m 10m 

2.3 地形图精度指标 

（1）平面精度应采用明显地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衡量，不应超过下表的规定；

对于隐蔽和其他施测困难地区，不应大于规定值的 1.5 倍。 

表 3.3.3 数字线划图平面精度 

比例尺 
明显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m）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1:500 0.3 0.3 0.4 0.4 

1:1000 0.6 0.6 0.8 0.8 

1:2000 1.2 1.2 1.6 1.6 

1:5000 2.5 2.5 3.75 3.75 

1:10000 5 5 7.5 7.5 

（2）高程精度应以高程注记点、等高线插求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衡量，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① 1:500、1:1000 比例尺数字线划图高程注记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0.15m； 

② 等高线插求点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下表的规定，对于隐蔽和其他施测困难地区，不应大于规定值的

1.5 倍。 

表 3.3.4 数字线划图等高线插求点高程精度 

地形类别 平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等高线插求点高程中误差 
1
3
ℎ𝑑𝑑 

1
2
ℎ𝑑𝑑

 

2
3
ℎ𝑑𝑑 1ℎ𝑑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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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hd 为基本等高距。 

（3）当测绘用于工程竣工验收的数字线划图时，地物点的平面和高程精度应符合项目技术设计或所

用技术标准的规定。 

2.4 地形图的分幅和编号 

地形图的分幅可采用正方形（50cm×50cm）或矩形（40cm×50cm）方式。图幅编号宜采用图廓西南

角坐标的千米数表示，带状地形图或小测区可采用顺序编号。采用图廓西南角坐标公里数编号时，x 坐标

公里数在前，y 坐标公里数在后；1:500 地形图取至 0.01km（如 10.40-27.75），1:1000、1:2000 地形图

取至 0.1km（如 10.0 - 21.0）。  

 

3 工程地形图测绘 

3.1 地形图测绘方法 

目前，地形图主要采用数字地面测图，以及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测图方法。 

地形测量数据源的获取，宜采用 RTK 测图、全站仪测图、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测图、移动测量系统测图、

低空数字摄影测图、机载激光雷达扫描测图及扫描数字化等方法。 

（1）RTK 测图 

RTK 测图作业可采用单基站 RTK 测量方法，在已建立连续运行基准站系统的区域宜采用网络 RTK 测

量方法，若使用网络 RTK 方法，则需先在服务中心进行登记、注册，并应获取系统服务的授权。 

作业之前应搜集测区各种已知资料，其中包括测区的控制点成果、测区的平面及高程基准的相关参数、

以及卫星导航系统的地心坐标框架与测区坐标系的转换参数及大地高与测区高程基准的转换参数等。对于

既有转换参数，在使用前应对转换参数的精度、可靠性进行分析和实测检查，检查点应分布在测区的中部

和边缘；采用卫星定位实时动态图根控制测量方法检测，检测结果平面较差不应大于图上 0.1mm，高程较

差不应大于等高距的 1/10；超限时，应分析原因，并应重新建立转换关系。若无已有转换参数，可采用重

合点求取，重合点应分布在测区的周边和中部。 

采用单基站作业时，站点地势应宽阔，周围不得有高度角超过 15°的障碍物和干扰接收卫星信号或反

射卫星信号的物体，单基站的有效作业半径不应超过 10km。 

流动站在作业前，宜检测 2 个以上不低于图根精度的已知点；检测结果与已知成果的平面较差不应大

于图上 0.2m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 1/5。  

（2）全站仪测图 

全站仪测图的方法，可采用草图法、编码法或内外业一体化的实时成图法等。 

全站仪安置时应选择远处的图根点作为测站定向点，并应施测另一图根点的坐标和高程作为测站检核。

检核点的平面位置较差不应大于图上 0.2 m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 1/5。（同 RTK 相同） 

（3）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测图 

三维激光扫描是通过发射激光获取被测物体表面三维坐标、反射光强度等多种信息的非接触式主动测

量技术，它的出现使测绘从传统的单点数据采集变为密集、连续的点云（海量点的集合）数据获取，极大

增加了信息量，提高了工作效率，拓宽了测绘技术的应用领域。三围激光扫描可分为地面三维激光扫描、

车载三维激光扫描和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等方式。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可用于 1:500 和 1:1000 比例尺的地形图测量。扫描作业应依地面控制测量、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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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站布测、标靶布测、设站扫描、外业数据检查与备份的流程进行。 

（4）移动测量系统测图 

移动测量系统是利用移动载体（汽车）上的传感器（包括定位传感器、定姿传感器、影像传感器、激

光扫描仪等）快速采集地理空间信息的一种测量系统。其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可以快速采集道路及其两侧的

地形数据，经事后编辑处理，制作数字地形图。该方法较适用于道路沿线带状工程地形图的测绘。 

（5）低空数字摄影测图 

低空数字摄影可适用于 1:500、1:1000、1:2000、1:5000 航测成图，1:500 航测成图宜采用倾斜摄影

测量方法获取地面影像。低空数字摄影相机应进行检校，相机检校参数应包括像主点坐标、主距和畸变差

方程系数。低空数字摄影的数据质量检查应进行飞行质量检查、POS 数据检查、影像质量检查等。应在检

查合格后进行内业的数据采集。 

（6）机载激光雷达扫描测图 

机载激光雷达是将三维激光扫描仪架设在飞机上，同时集成了 GPS、IMU 以及数码相机等装备，可用

于测图工作中。 

机载激光雷达扫描数据应根据 POS 数据、激光测距数据、系统检校数据、地面基站数据联合解算激

光点云数据进行处理，并应将建（构）筑物、植被等非地面点与地面点分离。机载激光雷达扫描的数据质

量检查应包括地面基站数据、POS 数据、激光点云数据精度、影像数据质量等内容 

3.2 图根控制测量 

图根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测量可同时进行，也可分别施测，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

差不应大于图上 0.1 mm，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 1/10。 

图根平面控制测量可采用 RTK 图根测量、图根导线、极坐标法和边角交会法等。图根导线在等级点的

控制下进行加密，布设时不宜超过 2 次附合。在较小的独立测区测图时，图根控制也可作为首级控制。 

图根高程控制可采用图根水准、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和 RTK 图根高程测量方法。起算点的精度不应低

于四等水准高程点。 

图根点（包括高级控制点）密度应以满足测图需要为原则，一般不宜低于下表的规定，采用 RTK 测图

时可适当放宽。 

表 3.3.5 每平方千米图根点数量 

测图比例尺 1:2000 1:1000 1:500 

图根点的密度 4 16 64 

→ 每幅图（50cm×50cm）要求的图根点都是 4个。上表出自《城市测量规范》。 

3.3 碎部测量与绘图 

碎部测量即以控制点为基础，测定地物和地貌碎部点（特征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绘图则是根据碎

部测量的结果，利用地图符号在图上绘制各种地物和地貌。根据《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符号可分

为定位基础、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地貌、植被与土质、注记九大类。 

3.3.1 符号的分类 

按比例尺关系符号可分为依比例尺符号、半依比例尺符号、不依比例尺符号。依比例尺符号指地物依

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和宽度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符号。半依比例尺符号指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

度能依比例尺而宽度不能依比例尺表示的地物符号。不依比例尺符号指地物依比例尺缩小后，其长度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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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能依比例尺表示。 

→ 不依比例尺符号一般属于点符号，如烟囱、水塔、旗杆等独立地物符号。半依比例尺符号，一般是线

符号，长度依比例尺表示，宽度不依比例尺表示，如单线河、单线路等。依比例尺符号，一般是面符

号，如房屋，依比例尺表示的道路、河流等。 

图 3.3.1 不依比例符号、半依比例符号、依比例符号 

3.3.2 符号的定位 

（1）符号图形中有一个点的，该点为地物的实地中心位置。 

（2）圆形、正方形、长方形等符号，定位点在其几何图形中心。 

（3）宽底符号（蒙古包、烟囱、水塔等）定位点在其底线中心。 

（4）底部为直角的符号（风车、路标、独立树等）定位点在其直角的顶点。 

（5）几种图形组成的符号（敖包、教堂、气象站等）定位点在其下方图形的中心点或交叉点。 

（6）下方没有底线的符号（窑、亭、山洞等）定位点在其下方两端点连线的中心点。 

（7）不依比例尺表示的其他符号（桥梁、水闸、拦水坝、岩溶漏斗等）定位点在其符号的中心点。 

（8）线状符号（道路、河流等）定位线在其符号的中轴线；依比例尺表示时，在两侧线的中轴线。 

3.4 等高线的绘制 

图 3.3.2 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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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高线的概念 

等高线是表示地貌的符号之一，它是地面上高程相等的相邻各点相互连接而成的闭合曲线。 

等高线的特性有：同一条等高线上的点，其高程相等；等高线均是闭合曲线；除在悬崖或绝壁处外，

等高线在图上不能相交或重合；等高线和山脊线、山谷线成正交；等高线的平距与坡度成反比；等高线不

能在图内中断，但遇道路、房屋、河流等地物符号和注记可以局部中断。 

（2）等高线分类 

首曲线：又叫基本等高线。是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是表示地貌状态的主要等高线。不标注高

程注记。 

计曲线：又叫加粗等高线。为了便于判读等高线的高程，自高程起算面开始，每隔 4 条首曲线加粗描

绘的等高线。一般在适当位置断开注记高程，字头朝向上坡方向。 

间曲线：又叫半距等高线。当首曲线不能显示某些局部地貌时，按二分之一等高距描绘的等高线。在

局部地区使用，可不闭合，但应对称。 

助曲线：又叫辅助等高线。是按四分之一等高距描绘的细短虚线，用以显示间曲线仍不能显示的某段

微型地貌。 

3.5 高程注记点的分布 

图上高程注记点应分布均匀，丘陵地区高程注记点间距宜符合下表规定，平坦及地形简单地区可放宽

至 1.5 倍，地貌变化较大的丘陵地、山地与高山地应适当加密。地面倾斜变换处，应注记高程注记点。当

基本等高距为 0.5m 时，高程注记点应精确至 0.01m；当基本等高距大于 0.5m 时，应精确至 0.1m。 

表 3.3.6 丘陵地区高程注记点间距（m） 

比例尺 1:500 1:1000 1:2000 

高程注记点间距 15 30 50 

→  上表出自《城市测量规范》。 

3.6 测区划分及分工组织 

① 外业数字测图一般以所测区域（测区）为单位统一组织作业和组织数据。当测区较大或有条件时，

可在测区内按自然带状地物（如街道线、河沿线等）为边界线构成分区界线，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分区。 

② 各分区的数据组织、数据处理和作业应相互协调，分区内及各分区之间在数据采集和处理时不应存

在矛盾，避免造成数据重叠或漏测。 

③ 当有地物跨越不同分区时，该地物应完整的在某一分区内采集完成。 

→  上述内容出自《1∶500 1∶1000 1∶2000 外业数字测图规程》。 

 

4 水下地形图测绘 

4.1 水下地形测量及其特点 

水下地形测量指测绘水体覆盖下的地形。其主要任务是测绘水下地形图和水下断面。水下地形图在投

影、坐标系统、基准面、图幅分幅与编号、内容表示、综合原则以及比例尺确定等方面与陆地地形图一致，

但在测量方法上相差较大。 

与陆地地形测量相比，水下地形测量具有如下特点： 

（1）水下地形的平面位置与高程一般使用不同的仪器，采用不同的方法分别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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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工作一般在运动载体上进行，重复观测几乎不可能。 

（3）水下地形不可见，难以找到地形特征点，只能用测深线法或散点法均匀布设测点。 

（4）水下地形要素比较单一，一般只用等高线表示水底地貌即可。 

4.2 水下地形图测绘方法 

（1）水下地形图测绘方法 

水下地形图与海图的测绘方法基本一致，二者的主要区别为：水下地形图的竖向基准为高程基准面，

采用等高线表示水体底面地形；而海图的竖向基准为深度基准面，采用等深线表示水体底面地形。 

（2）水下地形图测绘 

水下地形图测绘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定位、测深、绘图等。 

定位方法主要包括无线电定位、全站仪定位、GPS 定位、水下声学定位等。目前，主要采用 GPS 定

位方法。 

测深方法主要包括测深杆和测深锤测深、回声测深仪测深、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深、机载激光测深系统

测深等。目前，主要采用回声测深仪或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深方法。 

 

5 质量控制与成果提交 

5.1 质量检查的过程 

测绘成果质量通过“两级检查（过程检查、最终检查）、一级验收”的方式进行控制。测绘成果应依

次通过测绘单位作业部门的过程检查，测绘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的最终检查，最后由用户或其委托单位进行

验收。 

测绘单位实施成果质量的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过程检查采用全数检查。最终检查一般采用全数检查，

涉及野外检查项的可采用抽样检查（样本量按表 3.3.7 执行），样本以外的应实施内业全数检查。 

验收一般采用抽样检查，样本量按表 3.3.7 执行，质量检查机构应对样本进行详查，必要时可对样本

以外的单位成果的重要检查项进行概查。 

表 3.3.7 批量与样本量对照表 

批量 样本量 

1-20 3 

21-40 5 

41-60 7 

61-80 9 

81-100 10 

101-120 11 

121-140 12 

141-160 13 

161-180 14 

181-200 15 

≥201 分批次提交，批次数应最小，各批次的批量应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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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地形图质量检验 

（1）检验样本以幅为单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抽取。单位成果平面位置精度检

测、高程精度检测及相对位置精度检测，检测点（边）应分布均匀、位置明显。检测点（边）数量视地物

复杂程度、比例尺等具体情况确定，每幅图一般各选取 20-50 个。 

（2）质量检查的方法有参考数据比对、野外实测、内部检查等。 

（3）工程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质量元素包括数学精度、数据及结构正确性、地理精度、整饰质量和

附件质量。其中，数学精度包括数学基础、平面精度（检查项有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中误差等）、高程精

度（检查项有高程注记点高程中误差、等高线高程中误差等）；数据及结构正确性包括文件命名、数据组

织的正确性；数据格式的正确性，要素分层的正确性、完备性，属性代码的正确性，属性接边质量；地理

精度包括地理要素的完整性与正确性、地理要素的协调性、注记和符号的正确性、综合取舍的合理性、地

理要素接边质量；整饰质量包括符号、线划、色彩质量，注记质量，图面要素协调性，图面、图廓外整饰

质量；附件质量包括检查报告、技术总结内容的全面性及正确性，成果资料的齐全性，各类报告、附图、

附表、簿册整饰的规整性等。 

5.3 地形图成果提交 

工程地形图成果的整理归档一般应包括：①技术设计书（有项目设计书的也应包括项目设计书）；②

测图控制点展点图、水准路线图、埋石点点之记、控制点平差计算成果表；③地形图数据文件、元数据文

件等各种数据文件；④输出的地形图；⑤产品检查报告、产品验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某平坦地区 1:2000 比例尺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确定为 1m，全站仪测图时，除应选择一个图

根点作为测站定向外，还应施测另外一个图根点作为测站检核，检核点的高程较差不应大于（ ）m。 

A. 0.10      B. 0.15      C. 0.20      D. 0.25 

2.（2011 年）市政工程施工设计阶段需要的地形图比例尺一般为（ ）。 

A. 1:100 - 1:200    B. 1:500 - 1:1000   C. 1:2000 - 1:5000   D. 1:1 万 

3.（2011 年）某丘陵地区 1:1000 地形测图基本等高距确定为 1m，那么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高

程中误差不应超过（ ）m。 

A. 0.10      B. 0.15      C. 0.20      D. 0.25 

4.（2011 年）大比例尺地形测图时，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图上（ ）mm。 

A. 0.1      B. 0.2      C. 0.3      D. 0.5 

5.（2011 年）地形测图时，图根水准测量起算点的精度不应低于（ ）的精度。 

A. 等外水准点    B. 一级导线点    C. 四等水准点    D. 三等水准点 

6.（2011 年）工矿区 1:500 比例尺竣工图测绘中，主要建筑物细部坐标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 ）m。 

A. 0.05      B. 0.07      C. 0.10      D. 0.14 

7.（2011 年）按现行《1:500、1:1000、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一幅图内宜采用

一种基本等高距，当用基本等高距不能描述地貌特征时，应加绘（ ）。 

A. 计曲线     B. 等值线     C. 首曲线     D. 间曲线 

8.（2012 年）现行《工程测量规范》规定，在现状地形测量中，工矿区一般建（构）筑物的坐标点的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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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不应大于（ ）cm。 

A. 2      B. 3      C. 5      D. 7 

9.（2012 年）现行《工程测量规范》规定，测绘 1:1000 水下地形图利用 GPS-RTK 方法进行平面定位时，

流动站点相对于基准站点的作业半径最大不得超过（ ）km。 

A. 5      B. 10      C. 15      D. 20 

10.（2014 年）下列关于 1:500 - 1:2000 比例尺地形图中等高线测绘技术要求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同一幅图只应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    B. 山顶、鞍部、凹地处应加绘示坡线 

C. 等高线与图上高程注记点之间应协调    D. 首曲线上高程注记的字头应朝向高处 

11.（2014 年）图根控制测量时，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最大为图上（ ）mm。 

A. 0.05      B. 0.10      C. 0.15      D. 0.20 

12.（2014 年）下列检验内容中，属于 1:500、1:1000、1:2000 比例尺数字线划图质量检验详查的有（ ）。 

A. 仪器检定的符合性         B. 等高线高程中误差 

C. 要素分层的正确性、完备性      D. 地理要素的完整性与规范性 

E. 图根控制测量方法的符合性 

13.（2015 年）等高距为 h 的地形图上，下列关于等高距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相邻首曲线间的高差为 h       B. 首曲线与间曲线的高差为 h 

C. 相邻等高线间的水平距离为 h       D. 相邻计曲线间的高差为 h 

14.（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等高距为 0.5 m 的 1:1000 地形图的高程中误差最大不超过（ ）m。 

A. 0.10      B. 0.17      C. 0.20      D. 0.50 

15.（2015 年）某 1:1000 地形图图幅的左下角坐标为（3000m，1500m），右上角坐标为（3500m，2000m），

按照矩形分幅编号要求，其编号为（ ）。 

A. 3000 - 1500    B. 3500 - 2000    C. 3.0 - 1.5     D. 3.5 - 2.0 

16.（2015 年）下列测图方法中，可用全站仪采集数据来完成的有（ ）。 

A. 编码法     B. 扫描法     C. 草图法     D. 摄影法  

E. 电子平板法 

17.（2016 年）在丘陵地区测绘 1:500 地形图，高程注记点的实地间距宜为（ ）m。 

A. 5      B. 15      C. 30      D. 50 

18.（2016 年）下列设备中，集成在车载移动测量系统中的有（ ）。 

A. GPS 接收机    B. 陀螺经纬仪   C. 视频系统    D. 电子全站仪 

E. 惯性导航系统 

19.（2017 年）在某地测绘 1:500 数字地形图，选用的基本等高距为 0.5 米，则测图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

最大为（ ）m。 

A. ±0.05    B. ±0.25    C. ±0.5     D. ±1.0 

20.（2017 年）对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进行质量检验时，采用量距法实地随机抽检相邻地物点的距离，每

幅图应选取的边数最少为（ ）条。 

A. 2      B. 20     C. 100     D. 200 

21.（2017 年）选择 1:500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有（ ）。 

A. 测图人员    B. 测图仪器    C. 地形类别    D. 测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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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测图比例尺 

22.（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形图上地物点的平面精度是指其相对于（ ）的平面点位中误差。 

A.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原点      B. 所在城市邻近图根点 

C. 所在城市大地控制点       D. 所在城市坐标系原点 

23. （2018 年）在等高线地形图中，山脊线也被称为（ ）。 

A. 计曲线    B. 间曲线    C. 汇水线    D. 分水线 

24.（2019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面坡度为 15°的地形属于（ ）。 

A. 平地     B. 丘陵地    C. 山地     D. 高山地 

25.（2020 年）下列定位符号中，定位点在图形几何中心的有（ ）。 

A. 圆形符号    B. 正方形符号   C. 下方无底的符号  D. 等边三角形符号 

E. 长方形符号 

26.（2021 年）1:500 地形图上，比高一般注记至（ ）m。 

A. 0.001     B. 0.01     C. 0.1     D. 1 

27.（2021 年）在 1:500 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中，用来表示棚房的是（ ）。 

A.       B.       C.       D.  

 

 

28.（2021 年）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中地形类别包括（ ）。 

A. 平地     B. 坡地     C. 丘陵地    D. 山地 

E. 高山地 

29.（2022 年）高压输电线的图式是（ ）。 

A.       B.      C.       D.  

 

 

[ 参考答案 ] 

1. C。本节 3.3 中的内容：仪器对中、整平、定向完成后，须通过测定另一已知点来检核。检核点的平面

位置较差不应大于图上 0.2 m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 1/5。 

2. B。根据表 3.3.1 可得知本题答案。 

3. A。3.2 中的内容，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所选基本等高距的 1/10。 

4. A。根据本节 3.2 中的内容，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图上 0.1 mm，高程中

误差不应超过所选基本等高距的 1/10。得出答案。 

5. C。根据本节 3.2 中的内容，图根高程控制通常采用图根水准、图根三角高程导线等方法施测，起算点

的精度不应低于四等水准高程点，得出答案。 

6. 答案 A。根据表 3.3.5 得出答案。 

7. D。根据本节 3.4 中间曲线的定义：间曲线又叫半距等高线，当首曲线不能显示某些局部地貌时，按二

分之一等高距描绘的等高线。得知本题答案为 D。 

8. D。根据表 3.3.5 得出答案。 

9. D。根据本节 3.3 中 RTK 作业的要求，参考站的有效作业半径不得超过 10km，用于水下地形图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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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宽到 20km，得知答案为 D。 

10. D。按本节 3.3 中的内容，首曲线不标注高程注记，计曲线在适当位置断开注记高程，字头朝向上坡方

向。 

11. B。同第 4 题。 

12. BCD。本节 5.1 的内容：成果质量元素包括数学精度、数据及结构正确性、地理精度、整饰质量和附

件质量。其中，数学精度包括数学基础、平面精度（检查内容有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中误差等）、高程精

度（检查内容有注记点高程中误差、等高线高程中误差等）；数据及结构正确性包括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要素分层的正确性、完备性等；地理精度包括地理要素的完整性与规范性、地理要素的协调性等。 

13. A。按本节 3.4 中的内容，只有首曲线是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 

14. B。根据表 3.3.4 得出答案。 

15. C。3.3.1（2）中的知识。图幅的编号，宜采用图幅西南角坐标的千米数表示，取至米。 

16. ACE。A 编码法是外业用编码记录地物，内业成图；C 草图法是外业绘制草图，内业成图；E 电子平

板法是在外业直接成图，这三种方法都可以用全站仪采集数据。B 扫描法一般是用激光扫描仪，全站仪不

具备扫描的功能，D 摄影法是摄影测量中的方法，全站仪也不具备这个功能。 

17. B。根据本节 3.5 中内容得出答案。 

18. ACE。根据本节 3.1 中的内容，车载移动测图系统（车载 MMS，亦称道路测图系统）测图是以车辆为

移动平台，集成 GPS 接收机、视频系统、惯性导航传统（INS）等传感器和设备的测图系统，在车辆行进

过程中快速采集道路及其两侧的地形数据，经事后编辑处理，制作数字地形图。得知答案为 ACE。 

19. A。根据 3.2 中的知识，图根点相对于邻近等级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图上 0.1 mm，高程中误

差不应超过所选基本等高距的 1/10，计算得出答案。 

20. B。5.1（3）的内容，每幅图选取不少于 20 条边，采用量距法实地检测相邻地物间的相对误差。 

21. CE。根据 2.2 中的知识，等高距的选择主要考虑地形类别和测图比例尺。 

22. B。根据 2.3 中的内容，地形测量的精度指图上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 

23. D。根据图 3.3.1 得出答案。 

24. C。根据表 3.3.2 得出答案。 

25. ABDE。3.3.3 中的内容。下方没有底线的符号定位点在其下方两端点连线的中心点。圆形、正方形、

长方形等符号，定位点在其几何图形中心。等边三角形这种对称图形，定位点应也在中心。 

26. C。根据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符号旁的宽度、深度、比高等数字注记，一般标注至 0.1m。 

27. A。图式中有相关图例。 

28. ACDE。2.2 中内容。 

2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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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变形监测 

→ 在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重视安全的今天，变形监测变得更重要。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变形与形变监测 

变形是物体在外来因素作用下产生的形状和尺寸的改变。变形分为变形体自身的形变（伸缩、错动、

弯曲和扭转）、变形体的刚体位移（整体平移、整体转动、整体升降和整体倾斜）两类，一般称前者为形

变，称后者为变形。 

变形监测指利用仪器对变形体的变化状况进行监视、监测的测量工作。其目的是要获得变形体的空间

位置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几何分析），同时还要解释变形的原因（物理解释）。 

形变监测指对地壳或地面的水平和垂直运动所进行的变形监测工作。其目的是监测地震前兆或评价区

域构造的稳定性。 

变形监测是通过测量位于变形体上有代表性的离散点（变形观测点）的变化来描述变形体的变形。变

形监测分静态变形监测和动态变形监测，静态变形通过周期观测得到，动态变形通过持续监测得到。 

1.2 变形监测对象 

工程变形监测的监测对象（变形体）主要包括城市、工矿区等地面沉降监测（亦称地面形变监测）和

工程建（构）筑物三维变形监测、滑坡体滑动监测等。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变形体主要有高层建筑、大坝、

桥梁、隧道、边坡、矿区地表等。 

1.3 变形监测特点 

与工程建设中的地形测量和施工测量相比，变形监测具有以下特点： 

（1）重复观测。变形需要重复观测，而且每一周期的观测方案都要尽量一致，这是变形监测的最大

特点。 

（2）精度要求较高。变形监测典型精度要求达到 1mm 或相对精度达到 10-6。 

（3）测量方法综合应用。由于各种测量方法都有局限性，因此，根据工程特点和变形监测要求，需

要综合应用地面测量、空间测量、摄影测量、激光雷达技术以及专门测量手段，以达到取长补短、相互检

核的目的，从而提高变形监测的精度和可靠性。 

（4）数据处理要求严密。变形监测数据处理和分析中，经常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交叉配合，才能对变

形体进行合理的几何分析和物理解释。 

1.4 变形监测内容 

变形监测包括几何量监测和物理量监测。 

几何量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和偏距、倾斜、挠度、弯曲、扭转、震动、裂缝等测量。

水平位移是变形监测点在水平面上的变动，垂直位移是变形监测点在铅直线方向上的变动。偏距、倾斜、

挠度等也可归结为水平和垂直位移。偏距和挠度可视为某一特定方向的位移；倾斜可换算成水平或垂直位

移分量，通过水平或垂直位移测量得到。 

物理量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应力、应变、温度、气压、水位、渗流、渗压、扬压力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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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形监测方案设计 

2.1 基本技术要求 

（1）设计要求 

工作开始前，应收集相关的地质和水文资料及工程设计图纸，根据变形体的特点、变形类型、监测目

的、任务要求以及测区条件等进行变形监测方案设计，确定变形监测的精度等级、监测方法、监测基准网

的精度估算和布设、观测周期、项目预警值、使用的仪器设备等内容。 

变形监测一般采用国家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或测区原有的独立坐标系和高程基准，较小规模的监测

工程，也可采用假定坐标系和高程基准。 

变形监测网一般应进行同时顾及精度、可靠性、灵敏度及费用准则的优化设计。 

（2）观测要求 

各观测周期的变形监测应满足的要求是：①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②采用相同的观测路线和观测方法；

③使用同一仪器和设备；④观测人员相对固定；⑤记录相关的环境因素，包括荷载、温度、降水、水位等；

⑥采用统一基准处理数据。 

（3）预警要求 

每期观测结束后，应及时处理观测数据，当数据处理结果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即刻通知建设单

位和施工单位采取相应措施：①变形量达到预警值或接近允许值；②变形量出现异常变化；③建（构）筑

物的裂缝或地表的裂缝快速扩大。 

（4）变形分析要求 

对于较大规模或重要的工程，变形分析的内容一般包括：①观测成果的可靠性分析；②变形体的累计

变形量和两相邻观测周期的相对变形量分析；③相关影响因素（载荷、应力应变、气象和地质）的作用分

析；④回归分析；⑤有限元分析。 

较小规模的工程至少应包括上述① - ③条的内容。 

2.2 监测等级与精度 

变形监测的等级及精度要求取决于变形体设计时确定的变形允许值大小和变形监测的目的。一般认为，

如果监测目的是为了使变形值不超过变形允许值，从而确保工程安全，则其测量中误差应小于变形允许值

的 1/10 - 1/20；如果监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其变形过程，则其观测精度还应更高。具体要求见下表。 

表 3.4.1 变形监测等级划分及精度要求（单位：mm） 

等级 

垂直位移监测 水平位移监测 

适用范围 变形观测点的高程

中误差 

相邻变形观测点的

高差中误差 

变形观测点的点位

中误差 

一等 0.3 0.1 1.5 

变形特别敏感的高层建筑、高耸构筑物、工业建

筑、重要古建筑、精密工程设施、特大型桥梁、

大型直立岩体、大型坝区地壳变形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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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 0.5 0.3 3.0 

变形比较敏感的高层建筑、高耸构筑物、工业建

筑、古建筑、特大型和大型桥梁、大中型坝体、

直立岩体、高边坡、重要工程设施、重大地下工

程、危害性较大的滑坡监测等 

三等 1.0 0.5 6.0 

一般性的高层建筑、多层建筑、工业建筑、高耸

构筑物、直立岩体、高边坡、深基坑、一般地下

工程、危害性一般的滑坡监测、大型桥梁等 

四等 2.0 1.0 12.0 
观测精度要求较低的建（构）筑物、普通滑坡监

测、中小型桥梁等 

注： （1）变形观测点的高程中误差和点位中误差是相对于邻近基准点的中误差； 

（2）特定方向的位移中误差，可取表中相应等级点位中误差的 1/√2 作为限值。 

（3）相邻点高差中误差指标，是为了适合一些只要求相对沉降量的监测项目而规定的。 

（4）一等适用于高精度变形监测项目，二、三等适用于中等精度变形监测项目，四等适用于低精度的变形监测项目。 

2.3 监测网布设 

变形监测网一般布设为基准网、监测网两级。基准网由基准点和工作基点构成；监测网由部分基准点、

工作基点和变形观测点构成。 

（1）基准点 

基准点是变形监测的基准，应布设在变形影响区域外稳固可靠的位置。每个工程至少应布设 3 个基准

点。大型工程的变形监测，其水平位移基准点应采用带有强制归心装置的观测墩，垂直位移基准点宜采用

双金属标或钢管标。 

（2）工作基点 

工作基点是直接测定观测点的控制点，在一周期变形监测过程中应保持稳定，可选在比较稳定且方便

使用的位置。设立在工程施工区域内的水平位移监测工作基点宜采用观测墩，垂直位移监测工作基点可采

用钢管标。对于通视条件较好的小型工程，可不设立工作基点，直接在基准点上测定变形观测点。 

（3）变形观测点 

变形观测点（亦称目标点、变形点、监测点），应布设在变形体上能反映变形特征的敏感位置。 

2.4 变形观测周期 

变形观测周期的确定应以能系统地反映变形体的变形过程且不遗漏其变化时刻为原则，根据变形体的

变形特征、变形速率、观测精度及外界影响因素等综合确定。监测期间，应根据变形量的变化情况适当调

整。 

 
3 变形监测方法 

3.1 静态变形监测 

（1）常规大地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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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常规的经纬仪、水准仪、测距仪、全站仪以及测量机器人等大地测量仪器通过测量方向、角度、

距离、高差等观测值来测定变形。测量方法包括边角测量法、各种交会法、极坐标法以及几何水准测量法、

三角高程测量法等。该法主要用于变形监测网的布设以及周期观测。 

（2）GPS 测量方法 

利用 GPS 精密定位技术建立变形监测网，对基准点和变形观测点进行周期观测。GPS 方法主要用于

测定场地滑坡的三维变形、大坝和桥梁水平位移、地面沉降等。GPS 测量方法具有精度高、受外界干扰小

等特点。 

（3）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方法 

利用微波雷达成像传感器对地面进行主动遥感成像，经过一系列数据处理，从雷达影像的相位信号中

提取地面的形变信息。该法主要用于地面形变监测，其特点是覆盖范围大，方便迅速；成本低，不需要建

立监测网；空间分辨率高，可以获得某一地区的地表形变信息；全天候、不受云层及昼夜影响等。 

（4）准直测量方法 

通过测量变形观测点偏离基准线的距离，确定某一方向上点位相对于基准线的变化。准直测量包括水

平准直和铅直两种方法。水平准直法为偏离水平基准线的微距离测量，水平基准线一般设置为平行于被监

测物体；铅直法为偏离垂直基准线的微距离测量，垂直基准线设置为经过基准点的铅垂线。 

（5）液体静力水准测量方法 

该法为利用静止液面原理来传递高程的方法，可以测出两点或多点间的高差。一般将一个观测头安置

在基准点，其他观测头安置在变形观测点上，通过点之间的差值即可得出观测点相对基准点的高差。该法

无须点与点之间通视，可以克服障碍物的阻挡，还可将液面的高程变化转换成电感输出，有利于实现监测

自动化。该法适用于建筑物基础、混凝土坝基础、廊道和土石坝表面的垂直位移观测。 

（6）特殊监测方法 

除了上述测量手段外，变形监测还包括一些专门测量技术手段，如应变计测量、倾斜仪测量等。这些

方法具有测量过程简单、容易实现自动化观测和连续监测、可提供局部变形信息等特点。 

3.2 动态变形监测 

动态变形观测通常是测量变形体在日照、风荷、振动等动荷载作用下而产生的变形。动态变形观测应

测定变形体在一定时间段内的瞬间变形量，计算变形特征参数，分析变形规律。动态变形的变形观测点应

选在变形体受动载荷作用最敏感并能稳定牢固地安置传感器、接收靶和反光镜等照准目标的位置上。动态

变形测量的精度应根据变形速率、变形幅度、测量要求和经济因素来确定。动态变形测量方法的选择可根

据变形体的类型、变形速率、变形周期特征和测定精度要求等因素来确定。 

（1）实时动态 GPS 测量方法 

将一台 GPS 接收机安置在变形体外稳固处作为连续运行的基准站，另外一台或数台 GPS 接收机天线

安置在变形点上作为流动站进行连续观测。实时动态 GPS 测量方法主要用于测定各种工程的动态变形（如

风振、日照及其他动载荷作用下的变形）。该法具有连续性、实时性、自动化等特点。 

（2）近景摄影测量方法 

在变形体周围的稳定点上安置高精度数码相机，对变形体进行摄影，然后通过数字摄影测量处理获得

变形信息。该法的特点是：信息量丰富，可同时获得变形体上大批目标点的变形信息；摄影影像完整记录

了变形体各时期的状态，便于后续处理；外业工作量小，效率高，劳动强度低；可用于监测不同形式的变

形，如缓慢、快速或动态的变形；观测时不需要接触被监测物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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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方法 

三维激光扫描仪突破了传统的单点测量，它通过高速激光扫描测量的方法，可以大面积高分辨率地快

速获取被测对象表面的三维坐标数据（又称为点云数据）。 

通过对大量的点云数据进行去噪、拟合和建模，可以获得变形体的变形信息。该法的特点是信息全面

和丰富；对变形体非接触测量；便于对变形体进行整体变形研究等。 

 

4 变形监测实施 

4.1 变形监测网布设 

采用大地测量方法进行变形监测网布设时，对于大型建筑物、滑坡等，水平位移监测网宜布设三角形

网、导线网、GPS 网等；对于分散、单独的小型建筑物，水平位移监测网可布设监测基线（如视准线）。 

垂直位移监测网一般布设为环形水准网。 

4.2 变形观测 

（1）沉降观测 

沉降观测是测量变形体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移。沉降观测的常用方法是水准测量，有时也采用液体静力

水准测量及三角高程测量等方法。通过各期的沉降观测成果可绘制沉降过程曲线图（时间-载荷-沉降量关

系图，如下图示）和等沉降曲线图。 

图 3.4.1 某建筑沉降过程（时间-载荷-沉降量关系）曲线图 

如上图所示，沉降曲线图一般以时间为横轴，沉降量和载荷为纵轴绘制，这样可以直观的看到沉降量

与时间及载荷的关系。 

对于工业与民用建筑，沉降观测包括场地沉降观测、基坑回弹观测、地基土分层沉降观测、建筑物基

础及建筑本身的沉降观测等。沉降观测工作在基坑开挖前进行，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并延续到工程建成

后若干年，直至沉降现象基本停止为止。 

对于桥梁，沉降观测主要包括桥墩、桥面、索塔的沉降观测以及桥梁两岸边坡的沉降观测等。 

对于混凝土坝，沉降观测主要包括坝体、临时围堰、船闸的沉降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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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移观测 

水平位移观测是测量变形体在水平方向上的移动。水平位移观测方法包括地面测量方法、数字近景摄

影测量方法、GPS 测量方法和特殊测量方法（如视准线、激光准直法）等。通过各期的水平位移观测成果

可绘制水平位移曲线图。 

小角法是视准线法的一种，它是通过测定基准线方向与观测点的视线方向之间的微小角度计算观测点

相对于基准线的偏离值的方法。采用小角法进行视准线测量时，视准线应平行于待测建筑边布置，观测点

偏离视准线的偏角不应超过 30″。偏离值 d 可按下公式计算： 

𝑑𝑑 =
𝑐𝑐
𝜌𝜌
∗ 𝑏𝑏 

式中  𝑐𝑐 —— 偏角（″）； 

𝑏𝑏 —— 观测点与测站点的距离（m）； 

𝜌𝜌 —— 常数，其值为 206265。 

图 3.4.2 小角法测量偏距 

对于工业与民用建筑，水平位移观测主要包括支护边坡和建筑主体的水平位移观测。对于桥梁，水平

位移观测主要包括桥面、桥梁两岸边坡的水平位移观测。对于混凝土水坝，水平位移测量主要包括坝体、

临时围堰、滑坡等的水平位移观测。 

位移观测还包括建筑裂缝观测、挠度观测等。 

（3）倾斜观测 

倾斜观测是各种高层建筑物变形监测的主要内容。倾斜观测分为如下两类： 

① 相对于水平面的倾斜（如建筑基础倾斜）。通过测定两点间的相对沉降来确定倾斜度，倾斜观测可

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方法、液体静力水准测量方法和倾斜仪测量方法。水准测量方法是测出两个变形观测点

的相对沉降值，相对沉降值与两点间距离值之比即是两点间平均倾斜度。倾斜仪测量方法是在高层建筑物

结构的不同高度放置倾斜仪，测定建筑物的倾斜情况。常用的倾斜仪有水准管式倾斜仪、气泡式倾斜仪和

电子倾斜仪。 

② 相对于垂直面的倾斜（如建筑主体倾斜）。通过测定顶部中心相对于底部中心，或者某层中心相对

于下层中心的水平位移矢量来确定倾斜度。倾斜观测可采用投点法、测水平角法、前方交会法、激光铅直

仪观测法、激光位移计法和正、倒垂线法等。 

（4）地面形变观测 

地面形变观测包括地面沉降观测、地震形变观测等。目前，地面形变观测主要采用水准测量、GPS 测

量、雷达干涉测量（InSAR）等方法。 

4.3 数据处理与分析 

（1）观测数据处理 

每期变形观测结束后，应依据测量误差理论和统计检验原理，对获得的观测数据及时进行平差计算和

处理，并计算各种变形量。变形观测数据的平差计算中，应利用稳定的基准点作为起算点，使用严密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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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方法，剔除含有粗差的观测数据，确保平差计算所用的观测数据、起算数据准确无误。 

根据参考基准情况，变形监测网可采用固定基准的经典平差（常用间接平差法）、拟稳点基准的拟稳

平差、重心基准的秩亏自由网平差等方法进行平差，计算各种变形量，并进行精度评定。 

在平差的基础上，应进行变形分析，并建立变形模型，对引起变形的原因做出分析和解释，对变形的

发展趋势进行预报。 

（2）变形几何分析 

变形几何分析的任务是确定变形量的大小、方向及其变化，其内容包括基准点稳定性分析和观测点变

动分析。基准点稳定性分析是通过对周期观测的基准网数据进行检验，筛选出稳定的基准点作为监测网的

固定基准。基准点稳定性分析方法有平均间隙法、卡尔曼滤波法等，一般采用平均间隙法。 

（3）变形物理解释 

变形物理解释的任务是确定变形体的变形和变形原因之间的关系，解释变形原因。其工作为建立变形

量与变形因子关系的数学模型，并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和分析。变形物理解释的方法有统计分析法、

确定函数法（力学模型分析法）和混合模型法。 

 
5 质量控制与成果归档 

5.1 变形监测质量控制 

（1）监测资料检核 

为保证得到正确的分析成果，在观测资料计算分析之前，应对实测资料进行检核，对监测资料和原始

资料进行考证。监测资料检核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原始记录与变形值计算校核，原始资料的统计分析及

原始实测值的逻辑分析。 

（2）监测成果质量检验 

变形监测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包括：执行技术设计书、技术标准、政策法规情况；使用仪器设备及其检

定情况；记录和计算所用软件系统情况；基准点和变形观测点的布设及标石、标志情况；实际观测情况；

基准点稳定性检测与分析情况；观测限差和精度统计情况；记录的完整准确性及齐全性；观测数据的各项

改正情况；计算过程的正确性、资料整理的完整性、精度统计和质量评定的合理性；变形测量成果分析的

合理性；提交成果的正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技术总结内容的完整性、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结论的可靠

性、成果签署的完整性和符合性等。 

5.2 变形监测成果归档 

（1）观测资料整理 

变形监测自动或人工采集的各种原始观测资料应进行汇集、审核、整理、编排，使之集中、系统化、

规格化和图表化，并刊印成册。资料整理的主要过程与内容包括收集资料、审核资料，填表和绘图及编写

成果说明等。 

（2）监测成果表达 

变形监测的成果主要采用文字、表格和图形等形式进行表达，也可采用多媒体技术、仿真技术、虚拟

现实技术等进行表达。 

（3）成果归档 

变形监测任务全部完成后或委托方需要时，应提交下列综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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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 

② 变形测量工程的平面位置图。工程平面图说明了工程的所在位置。 

③ 变形监测网点分布平面图。变形监测网点分布平面图说明了基准点、工作基点及观测点的位置、数

量以及点与建筑之间的平面位置关系。 

④ 标石、标志规格及埋设图。 

⑤ 变形量计算表、成果表以及成果质量评定资料。变形量计算表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周期观测日期与时

间、初始观测值、上次观测值、本次观测值、本周期变形量、本周期平均变形量、本周期最大变形量、总

变形量、平均总变形量、最大总变形量等。 

⑥ 仪器检定和检校资料。 

⑦ 反映变形过程的图表。包括荷载、温度、水平位移量相关曲线图，荷载、时间、沉降量相关曲线图，

位移（水平或垂直）速率、时间、位移量曲线图。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建筑物沉降观测中，基准点数至少应有（ ）个。 

A.1      B. 2      C. 3      D. 4 

2.（2011 年）大坝变形测量中，视准线法可以用来测定坝体的（ ）。 

A. 垂直位移     B. 挠度      C. 主体倾斜    D. 水平位移 

3.（2011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可用于测定工程建筑物垂直位移的有（ ）。 

A. 水准测量     B. 极坐标测量    C. 垂线法     D. 三角高程测量  

E. 液体静力水准测量 

4.（2011 年）按现行《工程测量规范》，变形测量过程中必须立即报告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采取相应安

全措施的情况包括（ ）。 

A. 变形量达到预警值或接近允许值      B. 变形量出现异常变化 

C. 少数变形观测点遭到破坏       D. 建（构）筑物或地表的裂缝快速扩大 

E. 数据处理结果不符合技术方案要求 

5.（2012 年）建筑沉降观测中，确定观测点布设位置，应重点考虑的是（ ）。 

A. 能反映建筑的沉降特征        B. 能保证相邻点间的通视 

C. 能不受日照变形的影响       D. 能同时用于测定水平位移 

6.（2012 年）对变形测量成果进行物理解释的目的是确定（ ）之间的关系。 

A. 变形与变形原因   B. 变形量与变形速度  C. 变形点与基准点   D. 变形与观测方法 

7.（2012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最适合用于测定高层建筑物日照变形的是（ ）。 

A. 实时动态 GPS 测量方法       B. 激光准直测量方法 

C. 液体静力水准测量方法       D. 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方法 

8.（2013 年）变形监测中，布设于待测目标体上并能反映变形特征的点为（ ）。 

A. 基准点     B. 工作基点     C. 变形点     D. 连接点 

9.（2013 年）建筑物变形监测中，与全站仪测量方法相比，近景摄影测量方法的突出特点是（ ）。 

A. 可同时获取大量变形点信息       B. 可获取不同周期的变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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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测定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变形      D. 不需要设置基准点和工作基点 

10.（2014 年）下列工作内容中，不属于变形测量物理解释的有（ ）。 

A. 对基准点的稳定性分析        B. 确定变形与变形原因间的关系 

C. 对监测点的变化情况分析       D. 对观测数据的可靠性评价 

E. 对各期观测数据进行统一平差 

11.（2015 年）三维激光扫描测量获得的原始数据主要是（ ）。 

A. 点云数据     B. 格网数据     C. 纹理数据    D. 影像数据 

12.（2015 年）下列因素中，用于确定动态变形测量精度指标的有（ ）。 

A. 变形速率     B. 测量要求    C. 变形体特征    D. 经济因素 

E. 变形幅度 

13.（2016 年）对某工程进行变形观测时，其允许变形值为±40mm。下列各变形监测网精度能满足对其

进行监测的最低精度是（ ）。 

A. ±1mm     B. ±2mm     C. ±3mm     D. ±4mm 

14.（2016 年）在建筑物沉降观测中，每个工程项目设置的基准点至少应为（ ）个。 

A. 2      B. 3      C. 4      D. 5 

15.（2017 年）现行规范规定，变形监测的等级分为（ ）等。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16.（2018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可用于建筑物三维变形监测的有（ ）。 

A. GNSS 静态测量  B. 雷达干涉测量   C. 三角高程测量   D. 近景摄影测量 

E.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 

17.（2020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不适用于测量建筑物水平位移的方法是（ ）。 

A. 航空摄影测量   B. 卫星导航定位测量  C. 全站仪测量   D. 近景摄影测量 

18.（2021 年）建筑物倾斜监测不能采用下列哪种方法（ ）。 

A. 全站仪投点法   B. 水平角观测法   C. 前方交会法   D. 后方交会法 

19.（2021 年）变形监测中，沉降基准点的布设与建筑物的下列哪一项属性有关（ ）。 

A. 高度     B. 地基深度    C. 长度     D. 宽度 

20.（2021 年）下列资料中，属于建筑变形监测项目技术设计编写依据的是（ ）。 

A. 项目委托方要求  B. 规划审批文件   C. 建筑类型说明   D.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E. 地基基础和建筑结构设计文件 

 

[ 参考答案 ] 

1. C。本节 2.3 中的内容。基准点是变形监测的基准，应布设在变形影响区域外稳固可靠的位置。每个工

程至少应布设 3 个基准点。 

2. D。本节 4.2 中的内容。水平位移观测方法包括地面测量方法、数字近景摄影测量方法、GPS 测量方法

和特殊测量方法（如视准线、激光准直法）等。 

3. ADE。本节 4.2（1）中的内容。沉降观测的常用方法是水准测量，有时也采用液体静力水准测量及三角

高程测量等方法。 

4. ABD。本节 2.1（3）中的内容。当数据处理结果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即刻通知建设单位和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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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采取相应措施：①变形量达到预警值或接近允许值；②变形量出现异常变化；③建（构）筑物的裂缝或

地表的裂缝快速扩大。 

5. A。本节 2.3（3）中的内容。变形观测点应布设在变形体上能反映变形特征的敏感位置。 

6. A。本节 4.3（3）中的内容。变形物理解释的任务是确定变形体的变形和变形原因之间的关系，解释变

形原因。 

7. A。本节 3.2（1）中的内容。实时动态 GPS 测量方法主要用于测定各种工程的动态变形（如风振、日

照及其他动载荷作用下的变形）。 

8. C。本节 2.3（3）中的内容。变形观测点（亦称目标点、变形点、监测点），应布设在变形体上能反映

变形特征的敏感位置。 

9. A。本节 3.2（2）中的内容。近景摄影测量方法的特点是：信息量丰富，可同时获得变形体上大批目标

点的变形信息；摄影影像完整记录了变形体各时期的状态，便于后续处理；外业工作量小，效率高，劳动

强度低；可用于监测不同形式的变形，如缓慢、快速或动态的变形；观测时不需要接触被监测物体等。 

10. ACDE。本节 4.3（3）中的内容。变形物理解释的任务是确定变形体的变形和变形原因之间的关系，

解释变形原因。 

11. A。根据本节 3.2（3）中的内容可知，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的原始数据是点云数据。 

12. ABDE。本节 3.2 中的内容。动态变形测量的精度应根据变形速率、变形幅度、测量要求和经济因素来

确定。 

13. D。本节 2.2 中的内容。如果监测目的是为了使变形值不超过变形允许值，从而确保工程安全，则其测

量中误差应小于变形允许值的 1/10 - 1/20。 

14. B。本节 2.3 中的内容。基准点是变形监测的基准，应布设在变形影响区域外稳固可靠的位置。每个工

程至少应布设 3 个基准点。 

15. D。根据表 3.4.1 得出答案。 

16. ADE。根据 3.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17. A。3 中介绍的变形监测方法中，没有提到 A 航空摄影测量，航空摄影测量的精度难以达到变形监测的

要求。 

18. D。在建筑物上不方便使用后方交会法进行测量。 

19. B。2.3 中的内容，基准点应布设在变形影响区域外稳固可靠的位置。 

20. ACDE。《建筑变形测量规范》3.3.2 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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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测量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城乡规划测量 

城乡规划测量指为服务城乡建设规划管理而进行的工程测量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定线测量、拨

地测量、日照测量、规划监督测量等。 

（1）定线测量指根据城乡建设规划要求，实地确定规划道路中线或道路边线的测量活动。 

（2）拨地测量指根据土地转让或划拨审批的用地位置，实地确定用地边界的测量活动。 

（3）日照测量指为日照分析提供测绘数据的测量活动。日照分析一般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利用技术手

段，对相互遮挡阳光的建筑物的光照条件进行分析的活动。 

（4）规划监督测量指根据规划许可证件，实地验证建筑物位置、高程等与规划核准数据符合性的测

量活动。建筑规划监督测量包括规划放线测量、规划验线测量和规划验收测量。 

1.2 建筑工程测量 

建筑工程测量指为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施工、设备安装等而开展的测量活动。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地形图测绘、施工控制网建立、建筑施工放样和建筑变形监测。 

 

2 定线与拨地测量 

2.1 技术方案设计 

（1）基本技术要求 

定线、拨地测量应以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下达的定线、拨地条件为依据。 

定线测量的中线点、轴线点，拨地测量的定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 5cm。定线、

拨地测量的成果宜展绘注记在 1:1000 或 1:2000 比例尺地形图上。 

平面控制点的等级不应低于三级，并宜采用导线测量或卫星定位动态测量等方法布设。在控制点稀少

地区，三级导线可同级附合一次。 

（2）测量方法与过程 

定线、拨地测量方法可分为解析法和图解法。目前一般采用解析法，解析法又分为解析实钉法和解析

拨定法。 

解析实钉法适用于通视条件较差或道路尚未成形地区。根据定线条件中所列规划道路中线（拨地测量

为界桩）与指定地物的相对关系，先测设出中线位置，再用导线联测中线端点、转角点、交叉点等主要点

及长直线加点的条件坐标，再计算各分段距离和方位角。（给定条件，直接放样，再测坐标） 

解析拨定法适用于通视条件较好或基本控制点密度较小地区。首先测定定线条件中指点地物点的坐标，

根据定线条件推算中线各主要点（拨地测量为界桩）坐标及各线段方位角。然后用导线将中线各主要点及

每隔 150-300m 的直线加点测设于实地。（先根据条件计算坐标再放样） 

中线点、界址点等条件点（对实现规划条件有制约作用的点位）测设可采用极坐标法、前方交会法、

导线联测法和 GPS-RTK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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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定线测量实施 

当规划道路为已建道路时，已有等级导线点的，不实定中线；无等级导线点的，则实定中线，其中线

点以后需与等级导线联测。 

当规划道路尚未形成，对于建设急需的道路应实定中线；对不急需、中线点又不易保存的线路，可暂

不实定，只测求中线主要点的坐标与各线段的方位角。 

规划中线不能通视时，可在规划道路红线内能通视的地方用平行移轴法实定轴线，略图上注明轴线与

中线的间距，也可直接定出规划道路红线。 

全线定完后，中线点应顺序编号，中线主要点桩位应加固或换埋标石，并绘点之记。 

2.3 拨地测量实施 

拨地测量方法与定线测量类似。当拨地定桩遇障碍物时，障碍物在边线上的，可平行移轴求得；障碍

物在桩位上不能实钉时，可在用地边线上钉指示桩，指示桩与应钉桩位的距离应在有关资料中注明。 

2.4 质量控制与成果归档 

（1）校核测量 

在定线、拨地测量过程中，应进行校核测量。校核测量包括控制点校核、图形校核和坐标校核。 

定线、拨地测量时，直接利用的已有控制点应进行角度、边长等校核；拨地测量时，利用的规划道路

中线转角、交角与边长也应校核，直线上相邻三点应验直，确保点位无误后方可使用。 

图形校核与坐标校核要求有效和适当。定线、拨地测量的条件点坐标可在地形图上展点校核。定线、

拨地测量的精度要求见下表。 

表 3.5.1 定线、拨地测量校核限差 

类别 
检测角与条件角较

差（"） 

实量边长与条件边长较

差的相对误差 

校核坐标与条件坐标计算

的点位较差（cm） 

定线 
主干道 30 

1/4000 
5 次干道、支路 50 

拨地 60 1/2500 

（2）成果归档 

定线、拨地测量成果的整理归档一般应包括：①定线条件或拨地条件；②外业观测、计算资料；③点

之记（定线测量资料）；④条件坐标成果表；⑤工作说明（或技术总结）、略图。 

 

3 日照测量 

3.1 工作内容 

日照测量的工作内容宜包括基础资料收集，图根控制测量，地形图及立面细部测绘，总平面图、层平

面图和立面图绘制，日照分析，质量检验和成果整理与提交。 

3.2 基本技术要求 

日照分析区域地形图测绘宜采用 1:500 比例尺，并宜采用数字成图方法。 

建筑物主要拐点相对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应小于 5cm，一般拐点相对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应

小于 7cm，地物点间距中误差应小于 5cm，高程点高程中误差应小于 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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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建筑被遮挡立面上的门、窗、阳台的平面位置和高程或当地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指定范围内的建筑

物立面图应实测。 

客体建筑层高应实测，建筑物的屋顶、门窗及其他附属设施的高程应测定。 

主体建筑的屋顶平面图应实测，并宜包括女儿墙、电梯房、水箱等附属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 

主体建筑和客体建筑的室内地坪、室外地面高程应实测。 

3.3 测量方法 

建筑物平面位置一般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测量；建筑物室内地坪、室外地面高程宜采用水准方法测量；

建筑物及窗户、阳台高度一般采用三角高程测量、悬高测量方法测量；建筑物的边长、门窗宽度及其他附

属设施的尺寸可采用钢尺、手持测距仪测量，也可采用坐标解析法测定。 

 

4 规划监督测量 

4.1 技术方案设计 

规划监督测量应依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规划管理部门的要求作业。规划监

督测量包括放线测量、验线测量和验收测量。规划管理部门可在规划放线测量和灰线验线测量中选择一种

作为规划监督。 

4.2 放线测量 

放线测量通常包括建筑物定位测量、施工放线测量两项工作。 

建筑物定位测量指根据建筑规划定位图，在施工现场测设出建筑物外廓轴线（灰线）交点的定位桩（角

桩），作为施工放线的依据。规划放线测量通常是指该项工作。 

施工放线测量指根据定位桩和建筑物底层施工平面图，测设出所有建筑物轴线定位桩，该项工作一般

由施工单位实施。 

规划放线测量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前期准备、控制测量、条件点测量、建筑物放线桩条件坐标计算、实

地钉桩与校核测量。 

4.3 验线测量  

规划验线测量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1）灰线验线测量 

灰线验线测量是指在建筑工程完成施工放线后，基坑开挖前，为确保建设单位放线正确无误，对施工

放线是否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进行的检验。 

灰线验线测量应按规划管理部门审批的放线附图和建筑施工图，结合拟建建筑物与四周主要建筑物、

道路中线的距离，对拟建建筑物的灰线进行测量，判断建筑物位置与施工图的位置是否一致。 

（2）±0 验线测量 

±0 验线测量指在建筑工程施工至底层地面设计标高后（管线工程覆土、线路工程浇筑前），为确保

建设单位按灰线验线结果正确施工，对建筑物外廓轴线位置及±0 标高进行的检验。 

±0 验线测量应直接测量建筑物基础主要角点坐标和±0 层地坪高程，与规划放线或灰线验线成果、

规划管理部门审批的建筑施工图进行比对，判断建筑物基础部位与施工图的位置和地坪高程是否一致。 

规划验线测量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条件点测量、验测点测量、建筑物四至距离计算、建设工程测量成

果报告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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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验收测量 

验收测量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建（构）筑物高度测量、建设工程竣工地形图测量、地下管线探测和建筑

面积测量。 

建（构）筑物高度测量包括建（构）筑物的高度、层数和建（构）筑物室内、外地坪的高程，可采用

三角高程测量法或实量法。 

建设工程竣工地形图测量可采用数字成图的方法施测。 

4.5 质量控制与成果归档 

规划监督测量成果应进行外业抽查和 100%内业检查，应做好质量检查记录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 

规划监督测量成果的整理归档可参照定线测量要求执行。规划验收测量成果的整理归档一般应包括：

①规划许可证附件；②工程竣工测量成果报告书；③工作说明及略图；④条件坐标计算簿；⑤计算簿、外

业测算簿；⑥检查报告和附图。 

 

5 建筑施工测量 

5.1 技术方案设计 

为施工测量的方便，建筑工程的施工控制网通常布设为施工坐标系下的独立网。控制网的坐标轴，应

与工程设计所采用的主副轴线一致。 

施工平面控制网，应根据建筑物的设计形式和特点，布设成十字轴线或建筑方格网。当建筑物几何形

状复杂或建立方格网有场地困难时，通常布设导线或导线网作为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 

5.2 建筑施工控制测量 

（1）平面控制测量 

当建筑物占地面积不大、结构简单时，只需布设一条或几条基线作为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称为建筑

基线。当建设大、中型建筑物时，一般布设成方格网形式的控制网作为施工测量的平面控制，称为建筑方

格网。 

建筑方格网应先根据建筑设计总平面图上各建筑物、道路及各种管线的布设情况，结合施工现场情况

进行设计，然后再到现场测设。建筑方格网的测设过程分为测设主轴线、测设辅轴线和测设方格网点三个

步骤。 

主轴线的测设一般根据现场原有的测图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测设，辅轴线点在主轴线点的基础上测设。

测设过程一般为，先根据主轴线交会出方格网的四个角点，构成基本方格网（亦称主方格网），再以主方

格网点为基础，采用内分点法加密其余方格网点。若对施工测量精度要求较高，应采用归化放样法测设建

筑方格网。 

（2）高程控制测量 

在建筑物附近采用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等方法布设高程控制点，作为施工测量的高程控制。高程

控制点应选在地质稳定、便于施测、易于长期保留处，也可利用固定地物或平面控制点标志。 

5.3 建筑施工放样 

（1）基础施工放样 

基础施工放样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放样基槽（基坑）开挖边线、控制基础开挖深度、放样基层施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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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放样基础模板位置。 

（2）上部结构施工放样 

建筑物地下部分完工后，根据建筑方格网，检校、测设建筑物主轴线控制桩，将各轴线放样到完工的

地下结构顶面和侧面上。首层主体结构依据主轴线和标高线进行放样。随着施工的进行，楼层结构的升高，

逐层向上进行轴线投测。控制轴线投测至施工层后，应在结构平面上按闭合图形对投测轴线进行校核，校

核合格后才能进行施工层上的其他测设工作。 

建筑施工层的高程传递，有皮数杆传递法、钢尺直接测量法、悬吊钢尺法、全站仪天顶测高法等。一

般采用悬挂钢尺代替水准尺的水准测量方法进行高程传递，并应对钢尺读数进行温度、尺长和拉力改正。

传递点的数目，应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高度确定。规模较小的工业建筑或多层民用建筑，宜从 2 处分别向

上传递，规模较大的工业建筑或高层民用建筑，宜从 3 处分别向上传递。传递的标高较差小于 3mm 时，

可取其平均值作为施工层的标高基准，否则，应重新传递。 

（3）高层建筑施工放样 

高层建筑物施工放样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建筑物位置放样、基础放样、轴线投测和高程传递等。 

高层建筑物的位置放样是确定建筑物平面位置和进行基础施工的关键环节。一般根据建筑方格网，采

用直角坐标法测设出定位桩和轴线控制桩。 

高层建筑物的基坑一般都很深，开挖过程中除使用水准仪控制开挖深度外，还应使用经纬仪或拉线法

检查槽底边线内收情况，避免基础位置不够。 

高层建筑物的垂直度要求很高，通常采用全站仪+弯管目镜法、光学垂准仪法和激光铅直仪法等进行轴

线投测。 

高层建筑物各施工层的标高由底层±0 标高向上传递。高层建筑物通常采用悬吊钢尺法和全站仪天顶

测高法进行高程传递。 

5.4 建筑施工放样方法 

（1）平面位置放样方法 

平面位置放样方法分为直接放样法和归化放样法。常用的直接放样法有以下几种： 

① 直角坐标法。利用点位之间的坐标增量及直角关系进行点位放样。如图 3.5.1 就是利用直角坐标法

放样 M 点。该方法计算简单、操作方便，当建筑场地的施工控制网为相互垂直的主轴线或建筑方格网时，

采用直角坐标法进行细部放样最高效。 

② 极坐标法。利用点位之间的边长和角度关系进行点位放样。如图 3.5.2，在拨定正确的角度之后，

再前后移动棱镜，使观测距离与设计距离一致。 

 

 

 

 

 

 

 

 

图 3.5.1 直角坐标法放样                     图 3.5.2 极坐标法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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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直接坐标法。根据点位设计坐标以全站仪或 GPS 测量技术直接进行点位放样。与极坐标法不同的

是，该法不需事先计算放样元素，且操作方便。 

④ 距离交会法。利用点位之间的距离关系进行点位放样。 

⑤ 角度交会法（方向交会法）。利用点位之间的角度或方向关系进行点位放样。 

⑥ 角边交会法。利用点位之间的角度、距离关系进行点位放样。 

对于需要精密放样的工程，通常采用归化放样法。其方法为首先采用直接放样法确定放样点的临时桩，

再对临时桩进行精确测量，算出临时桩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差值，然后根据差值对临时桩位置进行修正（归

化）。重复测量和修正，直到放样点实地位置达到要求的精度为止。 

（2）高程放样方法 

高程放样主要采用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方法，有时也采用钢尺实量法。 

水准测量法一般采用视线高法进行高程放样。当待放样的高程高于视线高时（如放样隧道洞顶标高时），

可将尺底向上，即用倒尺法放样；当高程控制点与放样点之间的高差超过水准尺高度时，可用悬挂钢尺来

代替水准尺放样。 

三角高程测量法一般指全站仪高程放样法。对于桥梁构件、厂房屋架、体育馆钢架等起伏较大的工程，

水准测量法放样困难，可采用全站仪高程放样法。 

（3）空间点位放样方法 

空间点位放样通常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放样步骤为：全站仪在已知控制点上设站，输入测站数据（三

维坐标、仪器高、目标高和后视方位角）和目标点数据（三维坐标），全站仪自动计算出目标点的放样数

据（方位角、斜距和天顶距），指挥棱镜接近目标点并跟踪测量，直到观测数据与放样数据差值为零，即

可确定目标点的实地位置。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建筑物施工控制网坐标轴方向选择的基本要素是（ ）。 

A. 与国家统一坐标系方向一致       B. 与所在城市地方坐标系方向一致 

C. 与设计所用的主副轴线方向一致     D. 与正北、正东方向一致 

2.（2013 年）利用水准仪“倒尺法”放样隧道洞顶标高时，地面已知点高程为 35.00m，待定点高程为 38.00m。

若已知点上水准尺读数为 1.50m，待定点上水准尺的读数为（ ）m。 

A. 1.50      B. 2.00      C. 2.50     D. 3.00 

3.（2013 年）下列方法中，可用于高层建筑物铅垂线放样的有（ ）。 

A. 水准仪法     B. 激光铅垂仪法    C. 光学铅垂仪法  D. 全站仪和弯管目镜法  

E. 引张线法 

4.（2014 年）利用建筑方格网进行细部放样时，最高效的方法是（ ）。 

A. 前方交会法    B. 后方交会法    C. 极坐标法   D. 直角坐标法 

5.（2014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属于建筑工程施工阶段测量工作的有（ ）。 

A. 立面测绘     B. 点位放样     C. 高程传递   D. 剖面测量  

E. 轴线测设 

6.（2015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不属于城镇规划测量内容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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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拨地测量     B. 放样测量     C. 规划监督测量   D. 定线测量 

7.（2016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不属于规划监督测量的是（ ）。 

A. 放线测量     B. 验线测量     C. 日照测量    D. 验收测量 

8.（2016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属于日照测量的有（ ）。 

A. 建筑物平面位置测量  B. 建筑物立面测量  C. 建筑物轴线测量   D. 建筑物剖面测量 

E. 建筑物室内地坪高程测量 

9.（2018 年）建筑工程规划监督测量的内容包括（ ）。 

A. 日照测量    B. 放线测量    C. 验线测量    D. 贯通测量 

E. 验收测量 

10.（2019 年）规模较小的工业建筑或多层民用建筑最少应从（ ）处分别向上传递高程。 

A. 1      B. 2      C. 3      D. 4 

11.（2019 年）下列属于规划监督测量内容的有（ ）。 

A. 放线测量    B. 灰线测量    C. ±0 验线    D. 变形监测 

E. 验收测量 

12.（2021 年）民用建筑工程竣工测量应该测量的内容不包括（ ）。 

A. 测定建筑物各主要角点平面坐标     B. 测定建筑物各套房屋套内建筑面积 

C. 测定零层高程和主体房顶高程     D. 测定建筑物各主要角点高程 

13.（2022 年）平面位置放样的方法包括（ ）。 

A. 极坐标法    B. 方格网法    C. 距离交会法   D. 角度交会法 

E. RTK 法 

 

[ 参考答案 ] 

1. C。建筑物施工控制网的坐标轴，应与工程设计所采用的主副轴线一致。 

2. A。地面已知点高程为 35m，加上水准尺读数 1.5m 得出视线高为 36.5m。由于使用“倒尺法”观测洞

顶高程为 38m，故水准尺的读数为 38 - 36.5 = 1.5 (m)。 

3. BCD。根据本节 5.3（3）中的内容：高层建筑物的垂直度要求很高，通常采用全站仪+弯管目镜法、光

学垂准仪法和激光铅直仪法等进行轴线投测。可得知答案。 

4. D。根据这几种方法的定义可知，在有建筑方格网的情况下，直角坐标法是计算最简单、操作最方便的

方法。 

5. BCE。根据本节 5 中的内容可得知答案。 

6. B。根据本节 1.1 中的内容：城乡规划测量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定线测量、拨地测量、日照测量、规划

监督测量等。可得知答案。 

7. C。规划监督测量包括放线测量、验线测量和验收测量。 

8. ABE。根据本节 3.1 中的内容：为满足日照分析的三维建模需要，测量内容主要包括：①建筑物平面位

置，主要包括建筑物拐点坐标、建筑结构、层数等；②建筑物室内地坪、室外地面高程；③建筑物高度（室

内地坪至遮阳点的垂直距离）；④建筑层高（室内净高加楼板厚度）；⑤建筑物向阳面的窗户及阳台位置。

可得出答案。 

9. BCE。4.1 中的内容，规划监督测量包括放线测量、验线测量和验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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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5.3 中的内容。传递点的数目，应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高度确定。规模较小的工业建筑或多层民用

建筑，宜从 2 处分别向上传递，规模较大的工业建筑或高层民用建筑，宜从 3 处分别向上传递。 

11. ACE。4 中的内容。 

12. B。这题出自《城市测量规范》9.9.11 原话：民用建筑应测定建筑物各主要角点坐标和高程、零层高程、

结构层数、主体房顶高程等。 

13. ACDE。5.4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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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线路与桥梁、水利、市政工程测量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线路工程测量 

线路工程指铁路、公路、架空索道、自流和压力管线、输电线路等建设工程。 

线路工程测量指线路工程勘测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各阶段所进行的测量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

包括控制测量、带状地形图测绘、纵横断面测量、中线测量、施工放样、竣工测量等。 

线路工程测量的任务是：①在规划阶段，为工程设计提供必要的测绘资料和其他数据；②在建设阶段，

对线路中线和坡度按设计位置进行实地测设，包括施工控制测量、线路中线及腰线放样、曲线测设、纵横

断面测量，以及竣工测量和验收；③在运营阶段，对线路工程进行变形监测等。 

1.2 桥梁工程测量 

桥梁工程测量指在桥梁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各阶段所进行的测量工作。其工作内容

主要包括：桥轴线长度测量、施工控制测量、桥址地形及纵断面测量、墩台中心定位、墩台基础及其细部

放样等。 

1.3 水利工程测量 

（1）水利工程测量的概念 

水利工程测量指各种水利工程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各阶段中的测量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

包括施工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包括水下地形测量）、纵横断面测量、定线和放样测量、变形监测等。 

（2）水利工程测量的任务 

水利工程测量的任务是：①在规划阶段为工程规划设计等提供各种比例尺地形图，以及进行路线测量、

纵横断面测量、库区淹没测量、渠系和堤线、管线测量等；②建设阶段的施工控制测量，各种水工构筑物

的施工放样，各种线路的测设，水利枢纽地区的地壳形变、危崖、滑坡体的安全监测，以及进行竣工测量、

工程监理测量等；③运营阶段的各种变形监测，以及进行库区淤积测量等。 

（3）大坝施工测量 

大坝是水利工程中最主要的建筑物之一。大坝施工测量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坝轴线测设、坝身控制测

量、清基开挖线放样、坡脚线放样、边坡线放样及修坡桩测设等。 

1.4 市政工程测量 

（1）市政工程测量 

市政工程指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可分为道路交通工程、河湖水系工程、地下管线工程、架空杆线工程、

街道绿化工程等。普通市政工程主要包括道路、桥梁、河道、堤防、管道工程。市政工程大多具有线路工

程的特点。 

市政工程测量指市政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竣工和运营各阶段进行的测量工作，其工作内容一般包

括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中线测量、纵横断面测量、施工测量、竣工测量、变形监测等。 

 
2 线路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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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术方案设计 

线路工程测量全线应采用统一的基准，尽量采用国家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在不满足测区内高斯投影

长度变形要求时，可采用独立坐标系。 

线路平面控制测量宜采用 GPS 测量或导线测量方法；高程控制测量宜采用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三

角高程测量或 GPS 高程测量方法。控制点应沿线路布设。 

沿线路测绘的带状地形图测绘，根据线路规模，可采用全站仪测图、RTK 测图、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测

图、低空数字摄影测图或机载激光雷达测图等方法。 

2.2 线路勘测 

设计阶段的测量工作称为线路勘测。新建线路勘测包括线路初测和定测。 

（1）初测 

初测指为路线设计服务，提供编制初步文件时所需的资料。初测的内容包括线路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

带状地形图测绘。 

平面控制测量采用 GPS 测量方法时，点位选定除满足 GPS 控制要求外，尚需考虑有利于后续加密附

合导线或施工放样的需要。点位应选在离线路中线 50 - 300m、稳固可靠且不易被施工破坏的范围内，一

般每隔 5km 左右布设一对相互通视、间距 500 - 1000m 的 GPS 点。 

采用导线测量方法时，在导线的起、终点以及中间，每隔一定距离应与国家平面控制点或不低于四等

的其他平面控制点进行联测。当联测有困难时，应进行真北观测或用陀螺经纬仪进行定向检核。利用国家

控制点进行导线检核时，要注意所用的控制点是否在同一个高斯投影带内，若不在同一投影带内则应进行

换带计算。 

高程控制测量根据工作目的及精度的不同，可分为基平测量和中平测量。基平测量是沿线路布测水准

点，作为线路基本高程控制；中平测量是联测平面控制点及中桩的高程。 

地形测量是沿线路测绘带状地形图，测图比例尺一般为 1:2000，平坦地区可选用 1:5000，地形复杂

地区可选用 1:1000。测图带宽应能满足纸上定线的需要，一般在选点时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对于 1:2000

测图，平坦地区宽度约为 400 - 600m，丘陵地区约为 300 - 400m。 

（2）定测 

定测主要任务是将初步设计所定线路测设到实地，并结合现场情况改善线路位置，其工作内容包括线

路中线测量和纵横断面测绘。 

线路定测放线作业前，应搜集初测导线或航测像控点的测量成果，并应对初测高程控制点逐一检测。 

中线测量是把在带状地形图上设计好的线路中线测设到地面上，并用木桩标定出来，常用 RTK 法、极

坐标法、拨角法或支距法进行。 

线路纵断面测绘是利用初测水准点以中平测量的要求测出各里程桩、加桩处的地面高程，绘制反映沿

线地面起伏情况的纵横断面。纵断面图是设计线路纵向坡度，桥面位置、隧道洞口位置的依据。 

线路纵断面图采用直角坐标法绘制，以里程为横坐标，以高程为纵坐标。里程比例尺常采用 1:2000

或 1:1000；为突出显示地形起伏状态，高程比例尺通常为里程比例尺的 10 - 20 倍。 

线路横断面测绘是在各中桩处测定垂直于道路中线方向的地面起伏，绘制横断面图。横断面图是设计

路基横断面、计算土石方量和施工时确定路基填挖边界的依据。 

横断面一般选在曲线控制点、里程桩和线路横向地形明显变化处，在大中桥头、隧道洞口、挡土墙等

重点工程地段适当加密。测量宽度由路基宽度及地形情况确定，一般在中线两侧各测 15 -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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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上中桩的地面高程已在纵断面测量时测出，两侧地形特征点相对于中桩的平距和高差可用经纬

仪、全站仪、水准仪皮尺法等测定。 

线路横断面的纵横比例尺相同，一般采用 1:100 或 1:200。在横断面图上应标定中桩位置和里程，将

地面特征点逐一展在图上并连线，即绘出横断面图。 

（3）既有线路勘测 

既有线路平面测绘是把已建成的线路测绘出来，根据测绘资料反求曲线的转角半径、长度等曲线要素，

以便在此基础上设计新的曲线。 

既有线路勘测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既有线路里程丈量、线路调绘、高程测量、横断面测量、线路平面

测绘、地形测绘、站场测绘及绕行线定测、设备调查等。 

既有线路的勘测工作主要集中在初测阶段，包括线路的平面测绘、纵横断面测绘、地形测绘等。定测

与初测的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区别于初测中可做得较为简略，而定测时应做详细测绘。 

既有线路勘测的主要特点是：较新建线路勘测减少了选线测量工作，主要工作是对既有线路及各种建

筑物做详细测绘。 

既有曲线测量测量方法一般采用偏角法、矢距法、全站仪极坐标法、GPS-RTK 法等。 

→ 以上线路勘测的工作一般是设计单位负责。 

2.3 线路施工测量 

线路施工测量的工作内容包括线路复测和路基施工测量。路基施工测量包括路基边坡放样、路基高程

放样等。 

（1）线路复测 

一般线路施工与定测相隔时间较长，定测时在地面标定的中桩在施工时往往已经丢失、损坏或移位。

施工之前必须进行中线恢复，并对定测资料进行可靠性和完整性检查，这项工作称为线路复测。线路复测

的工作内容和方法与定测基本相同。 

线路复测的目的是恢复定测桩点和检查定测质量，而不是重新测设，所以要尽量按定测桩点进行。若

桩点有丢失和损坏，则应予以恢复；若复测和定测成果的较差在允许范围之内，则以定测成果为准；若超

出允许范围，应查明原因，确定定测资料错误或桩点位移时，方可采用复测资料。 

（2）路基边坡放样 

路基的填方称为路堤，挖方称为路堑，填挖高度为零处称为路基施工零点。路基施工填挖边界线的标

定称为路基边坡放样。 

路基施工前，需要测设出路堤坡脚线或路堑顶线的路基边桩，作为修筑路基填挖方开始的范围。测设

边桩的常用方法有图解法、解析法、逐渐趋近法、坡脚尺法等。 

（3）路基高程放样 

路基高程放样是通过中桩高程测量，在中桩和路肩边上竖立标示，标注需要填挖的高度。待填挖土方

接近设计标高时，再用水准仪精确标出最后应达到的标高。 

→ 以上线路施工测量的工作一般是施工单位负责。 

2.4 线路施工放样方法 

线路施工放样方法与建筑施工放样方法基本一致，特殊之处为曲线测设。 

（1）曲线概述 

曲线分为平面曲线（简称平曲线）和竖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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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曲线。平曲线是在平面上连接不同方向线路的曲线。根据其曲率半径特点，分为圆曲线和缓和曲

线。圆曲线的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缓和曲线是在直线与圆曲线、圆曲线与圆曲线之间设置的曲率半径连续

渐变的一段过渡曲线。线路变向点处的平曲线一般按“直线+缓和曲线+圆曲线+缓和曲线+直线”的顺序连

接（如图 3.6.1）。 

图 3.6.1 平面曲线 

② 竖曲线。竖曲线是在竖面上连接不同坡度线路的曲线，有凸形与凹形两种。顶点在曲线之上者为凸

形竖曲线；反之称为凹形竖曲线。当两相邻坡段坡度值的代数差超过一定值时，线路变坡点处必须用竖曲

线连接。 

（2）平曲线测设 

平曲线的测设过程如下： 

① 曲线要素及主要点（简称主点）里程计算。根据给定的半径（R）、偏角（ɑ）等要素，计算其他

曲线要素（圆曲线的曲线要素包括切线长 T、曲线长 L、外矢距 E 及切曲线 q）和主点（圆曲线的起点、

中点和终点称为圆曲线的主点）的里程。 

② 主点测设。根据曲线要素直接测设主点。 

③ 曲线详细测设。主点测设后，为在地面上更加准确地反映曲线的形状，还需每隔一段弧长加设曲线

细部点，称为曲线详细测设。曲线详细测设通常采用极坐标法、直接坐标法、偏角法、切线支距法等。如

按偏角法进行曲线详细测设，需计算每个细部点的偏角（弦切角）值。 

目前，平曲线的测设通常采用全站仪或 GPS-RTK 的直接坐标法。该法需先计算曲线主点和细部点在

测量坐标系中的坐标，然后将主点和细部点一并测设。 

（3）竖曲线测设 

与平曲线一样，测设竖曲线，首先要进行曲线要素的计算。 

测设竖曲线上各点时，可根据纵断面图上标注的里程及高程，以附近已放样的整桩为依据，向前或向

后量取各点的水平距离，并设置标桩。施工时，再根据附近已知高程点进行各曲线点高程的放样。 

 
3 桥梁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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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桥梁测量的内容 

（1）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主要有控制测量、中线测量、桥轴线断面测量、地形图测绘。 

（2）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主要有桥墩桥台放样和跨越结构放样，内容主要有桥轴线长度测量、施工控制测量、桥址地

形及纵断面测量、墩台中心定位、墩台基础及细部放样。 

（3）运营阶段 

运营阶段主要是变形监测。 

3.2 技术方案设计 

对于大桥或特大桥，用勘测阶段的测量控制点来进行放样一般不能满足要求，因而必须建立施工控制

网，作为放样工作的依据。对于中小型桥，可直接丈量桥台与桥墩之间的距离来进行放样，或者利用桥址

勘测阶段的测量控制点作为放样的依据。 

施工平面控制网宜布设成独立网，并根据线路测量控制点定位。施工高程控制网应通过跨河水准测量

等方法将两岸的水准线路连成统一的水准网，跨河水准测量必须采用精密水准测量方法进行观测。 

桥梁平面位置放样宜采用极坐标法、多点交会法等，高程放样宜采用水准测量方法。 

3.3 桥梁地形测量 

桥梁工程的地形测量包括桥址地形测量、河床地形测量、桥轴线纵断面测量。 

桥址地形测量为桥梁设计提供 1:2000 - 1:500 比例尺的工点地形图；河床地形测量（水下地形测量）

为桥梁设计提供河道水下地形图；桥轴线纵断面测量原理与河床地形测量相同，不同的是沿桥轴线方向测

量平面距离及高程，最后沿桥轴线方向绘出纵断面图。 

3.4 桥梁施工控制测量 

桥梁施工控制测量的目的是确保桥梁轴线、墩台位置在平面和高程上符合设计的精度要求。 

（1）平面控制测量 

桥梁施工平面控制网，宜布设成自由网，并根据线路测量控制点定位。控制网可采用 GPS 网、三角

形网和导线网等形式。控制网的边长，宜为主桥轴线长度的 0.5-1.5 倍。当控制网跨越江河时，每岸不少

于 3 点，其中轴线上每岸宜布设 2 点。 

（2）高程控制测量 

两岸的水准测量路线，应组成一个统一的水准网。每岸水准点不少于 3 个。跨越江河时，根据需要，

可进行跨河水准测量。 

桥梁控制网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检测，检测精度与首次测量精度相同。 

3.5 桥梁施工放样 

桥梁施工放样包括墩台中心定位、墩台细部放样、梁部放样等。 

 
4 大坝施工测量 

4.1 技术方案设计 

平面控制网一般按两级布设，即基本网和定线网。基本网起着控制主轴线的作用，定线网直接控制辅

助轴线及细部位置。通常该网采用 GPS 网、三角形网、导线及导线网等形式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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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施工高程控制网宜布设成环形或附合路线。 

4.2 大坝施工控制测量 

大坝施工控制测量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坝轴线测设、坝身控制线测量以及高程控制网建立等。 

4.3 清基开挖与坝体填筑放样 

（1）清基开挖线放样 

清基是为使坝体与基岩紧密结合，在坝体填筑前对坝基础进行的清理工作。清基开挖线即坝体与自然

地面的交线。清基开挖线放样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清基范围和各位置的高程，一般根据设计数据计算而得。

清基开挖线的放样精度要求不高，可用套绘断面法求得放样数据，再用全站仪坐标法和 GPS-RTK 法放样

出清基开挖线。 

（1）坡脚线放样 

坡脚线即坝底与清基后地面的交线。常用的坡脚线放样方法有套绘断面法和平行线法。 

（2）边坡线放样 

在坝体坡脚线放出后就可填土筑坝。为了标明上料填土的界线，每当坝体升高 1m 左右，就要用上料

桩将边坡的位置标定出来，标定上料桩的工作称为边坡放样。 

（3）修坡桩测设 

大坝修筑到一定高度，且坡面压实后，还要进行坡面的修整，使其符合设计要求。标定护坡桩位置的

工作称为护坡桩的测设。 

 

5 立交桥施工测量 

5.1 技术方案设计 

为施工方便，立交桥施工控制网一般选择独立坐标系统，并将原点选在工地以外的西南角上。立交桥

施工控制网通常分两级布设。 

5.2 桥址地形测量 

立交桥桥址地形图的比例尺宜为 1:500，除按基本地形图的内容测绘外，还应将已有的各种地下管线

资料绘注于图上。 

5.3 立交桥施工控制测量 

首级平面控制网主要控制桥轴线，次级网在首级网基础上布设，用于控制桥墩位置。平面控制网可布

设成三角形网、导线网、GPS 网等。 

高程控制网既统一桥的高程基准面，还用于施工中高程控制点以及变形监测需要。该网的施测方法一

般是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高程控制一般布设成附合路线。 

5.4 立交桥施工放样 

立交桥墩台施工放样的主要工作是墩台定位和轴线测设。立交桥的墩台一般不在线路中线，需要计算

墩台中心坐标，然后再进行墩台中心定位和轴线测设。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线路定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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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形图测绘    B. 中线测量     C. 纵断面测量    D. 横断面测量  

E. 土方测量 

2.（2012 年）现行《工程测量规范》规定，线路定测放线测量前，应对初测高程控制点进行检测，检测点

的比例应达到（ ）。 

A. 5%      B. 10%      C. 50%      D. 100% 

3.（2012 年）下列测绘工作中，属于新建公路工程初测的是（ ）。 

A. 中线测量     B. 纵横断面测绘    C. 曲线测设    D. 带状地形图测绘 

4.（2012 年）在桥梁施工控制测量数据处理中，对测距仪测量的斜距应进行的改正包括（ ）。 

A. 测距仪加常数改正         B. 测距仪乘常数改正 

C. 测距仪固定误差改正        D. 测距仪比例误差改正 

E. 气象改正 

5.（2013 年）平面曲线放样时需先测设曲线的主要点。下列点中，属于圆曲线主要点的有（ ）。 

A. 直圆点     B. 圆心点     C. 曲中点     D. 圆直点  

E. 离心点 

6.（2014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不属于一般市政工程测量工作的是（ ）。 

A. 道路中线测量    B. 施工放样     C. 基础控制测量   D. 纵横断面测量 

7.（2015 年）线路定测阶段中线测量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 

A. 测设线路的中线桩         B. 进行线路的纵断面图测绘 

C. 进行线路的带状地形图测绘      D. 进行线路的横断面图测绘 

8.（2019 年）布设跨河桥梁施工高程控制网时，每岸水准点最少应布设（ ）个。 

A. 2      B. 3      C. 4      D. 5 

9.（2020 年）桥梁施工平面控制网一般不采用的是（ ）。 

A. 三角网测量   B. 导线测量    C. GNSS 测量   D. 后方交会测量 

 

[ 参考答案 ] 

1. BCD。本节 2.2 线路勘测中的内容。定测的工作内容包括线路中线测量和纵横断面测绘。 

2. D。线路定测放线作业前，应搜集初测导线或航测外控点的测量成果，并应对初测高程控制点逐一检测。 

3. D。本节 2.2 线路勘测中的内容。初测的内容包括线路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带状地形图测绘。 

4. ABE。测距仪测量的斜距，须经气象改正和仪器加、乘常数改正后才能进行水平距离计算。 

5. ACD。本节 2.4 线路施工放样方法中的内容。曲线的起点又称直圆点（直线与圆曲线的连接点，缩写 ZY），

中点又称曲中点（曲线中间点，缩写 QZ），终点又称圆直点（圆曲线和直线的连接点，缩写 YZ）。这三

种点称为圆曲线的主点。 

6. C。本节 1.4 中的内容。市政工程测量指市政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竣工和运营各阶段进行的测量工

作，其工作内容一般包括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中线测量、纵横断面测量、施工放样、变形监测等。 

7. A。本节 2.2 线路勘测中的内容。线路中线测量是依据初步设计定出的纸上线路，沿线路测设中桩，包

括放线和中桩测设两部分工作。 

8. B。3.3 中的内容。每岸水准点不少于 3 个。 

9. D。3.4 中的内容。桥梁施工平面控制网可采用 GPS 网、三角形网和导线网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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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矿山与隧道工程测量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地下工程 

地下工程指深入地面以下，为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源所建造的工程。 

1.2 地下工程测量特点 

与地面工程测量相比，地下工程测量具有以下特点： 

（1）施工环境差，当点位布设在坑道顶部时，需进行点下对中，边长长短不一，测量精度难以提高。 

（2）坑道往往独头掘进，硐室之间互不相通，不便组织校核，出现错误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并且随

着坑道掘进，点位误差的累计越来越大。 

（3）施工面狭窄，坑道一般只能前后通视，控制测量形式比较单一，大多采用导线测量形式。 

（4）测量工作随着工程的进展而不间断地进行，一般先布设低级导线指示坑道掘进，后布设高级导

线进行检核。 

（5）往往采用一些特殊或特定的测量方法（如联系测量）和仪器（如陀螺经纬仪）。 

1.3 地下工程各个阶段的测绘内容 

（1）规划阶段 

规划阶段主要是地形图测绘，必要时需测绘断面图以及地质剖面图等。 

（2）建设阶段 

配合施工步骤和方法，进行施工控制测量及建（构）筑物的定线放样。施工控制测量的内容包括地面

控制测量、地下控制测量和联系测量。施工定线放样的内容包括：①放样施工中线和腰线，给出开挖方向；

②硐体成型或部分成型后，放样断面线指导衬砌；③衬砌后进行断面测量，核实净空；④工程竣工后，编

绘竣工图和记录必要的测量数据。 

→ 腰线是用来指示巷道在竖直面内的掘进方向及调整巷道底板或轨面坡度用的，通常标设在巷道的一帮

 或两帮上，离底板一固定高度。 

 衬砌指的是为防止围岩变形或坍塌，沿隧道洞身周边用钢筋混凝土等材料修建的永久性支护结构。 

（3）运营阶段 

进行设备安装、维修、改建、扩建等各种测量工作。 

此外，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岩体掘空，围岩应力发生变化，可能导致地下建筑及其周围岩体下沉、

隆起、两侧内挤、断裂以至滑动等变形和位移。因此，从施工前开始，直到运营期间，应对地面、地面建

筑物、地下岩体进行系统的变形监测，以保证施工安全，鉴定工程质量。 

1.4 隧道工程测量 

（1）隧道工程测量 

隧道工程测量指在隧道工程的规划、施工和运营各阶段进行的测量。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规划阶段的

提供选线地形图和地质图资料；设计阶段的测图控制网建立、带状地形图和横断面测绘；建设阶段的施工

测量、竣工测量；建设和运营阶段的地表、洞身及相关建筑物的变形监测。 

（2）隧道施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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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施工测量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洞内各项建（构）筑物以规定的精度按照设计位置修建，保证各开挖

工作面按照规定的精度在预定位置贯通。 

隧道施工测量的工作内容包括洞外控制测量、进洞测量、洞内控制测量、洞内施工测量、贯通误差调

整及竣工测量。 

1.5 矿山测量 

（1）矿山测量 

矿山测量是为地质勘探、矿山设计、矿山建设、运营及矿山报废等各阶段所进行的测量工作。其工作

内容主要包括：矿产勘探阶段的地面控制测量、地形图测绘、勘探点的标定；设计阶段的地形图测绘、工

业广场测量、线路测量；建设阶段的井筒和巷道测量、建（构）筑物施工测量、设备安装与线路测量；生

产阶段的井巷标定、岩层与地表移动监测、土地复垦测量等。 

（2）矿井施工测量 

矿井施工测量的工作内容一般包括地面控制网建立、竖井定向测量、竖井导入高程测量、竖井贯通测

量、井下控制测量、井下施工测量等。 

 
2 隧道施工测量 

2.1 洞外控制测量 

隧道施工之前要进行洞外控制测量。洞外控制测量的作用是在隧道各开挖口之间建立统一的控制网，

并据此进行隧道的洞内控制测量或中线测量，保证隧道的准确贯通。 

（1）洞外平面控制测量 

洞外平面控制网宜布设成自由网，并根据线路测量的控制点进行定位和定向。控制网可采用卫星定位

测量控制网、三角网或导线网等形式，并应沿隧道两洞口的连线方向布设。GNSS 定位法精度高，选点灵

活，无须通视，观测时间短，已逐步取代常规地面控制测量，是目前隧道控制网建立的首选方法。各个洞

口应布设不少于 2 个相互通视的控制点。 

→ 对于长度较短的小型隧道（直线隧道短于 1km，曲线隧道短于 500m），可不进行控制测量而采用中线

 法直接测量。 

（2）洞外高程控制测量 

隧道洞外的高程控制测量宜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洞口水准点和临近的洞外水准点，应组成闭合或往返

水准路线。 

图 3.7.1 进洞测量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173 



第 3 章 工程测量 第 7 节 矿山与隧道工程测量 

2.2 进洞测量 

隧道进洞测量即隧道洞外和洞内的联系测量。洞外控制测量完成后，应把各洞口的进洞点和洞外控制

网联系起来。如图 3.7.1。 

2.3 洞内控制测量 

洞内控制测量的作用是给出隧道正确的掘进方向，并保证准确贯通。洞内控制点不宜保存，埋石顶面

应比洞内地面低 20 - 30cm，上面加设护盖后填平地面，以免施工中遭受破坏。 

（1）洞内平面控制测量 

洞内的平面控制网宜采用导线形式，并应以洞口投点为起始点沿隧道中线或隧道两侧布设成直伸的长

边导线或狭长多环导线。导线的边长宜近似相等，直线段不宜短于 200m，曲线段不宜短于 70m。 

对于较短隧道可使用中线法，中线法指洞内不设导线，以洞口投点为依据，向洞内直接测设隧道中线

点，不断延伸作为洞内平面控制，用中线点直接进行施工放样。 

导线法较中线法方式灵活，点位易于选择，测量工作也较简单，而且具有多种检核方法；当组成导线

闭合环时，角度经过平差，还可提高点位的横向精度。 

与洞外导线相比，洞内导线具有以下特点：导线形状完全取决于隧道的形状，只能敷设支导线或狭长

形导线环；导线不能一次布设完成，随着隧道的开挖逐渐向前延伸；导线只能用重复观测的方法进行检核；

导线点有时设于坑道顶板，需采用点下对中。 

（2）洞内高程控制测量 

隧道洞内高程控制测量宜采用水准测量方法，洞内高程由洞外高程控制点向洞内测量传算，结合洞内

施工特点，每隔 200 - 500m 设立一个水准点，水准测量应往返观测。 

洞内水准测量与洞外水准测量的方法基本相同，但有以下特点：隧道贯通之前，洞内水准路线属于水

准支线，故需往返观测进行检核；洞内高程点必须定期复测；因洞内施工干扰大，常使用挂尺传递高程。 

2.4 洞内施工测量 

洞内施工测量的主要任务是：在隧道施工过程中，确定平面及竖直面内的掘进方向，定期检查工程进

度及计算完成的土石方数量；在隧道竣工后，进行竣工测量。 

隧道的施工中线宜根据洞内控制点采用极坐标法测设，随着隧道的掘进导线点应同时延伸，并应测设

新的中线点。当采用中线法测量时，中线点的间距，直线段不宜小于 100m，曲线段不宜小于 50m。 

隧道的施工中线，主要是用于指导隧道开挖和衬砌放样。 

 

3 矿井施工测量 

3.1 技术方案设计 

（1）基本技术要求 

一个矿区应采用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为便于成果、成图的相互利用，应尽量采用国家 3°带

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任意中央子午线、矿区平均高程面为投影面的矿区独立坐标

系。 

（2）地下导线要求 

① 地下导线应尽量沿巷道中线（或边线）布设，尽量避免长短边相接。 

② 地下导线延伸测量时，应对以前的导线点作检核测量。在直线地段，可只进行角度检测，在曲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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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还要同时进行边长检测。 

③ 地下导线边长较短，角度观测时应尽可能减小仪器对中和目标对中误差的影响。 

④ 边长测量中，采用钢尺悬空丈量时，应加尺长、温度和垂曲改正。 

⑤ 凡能构成闭合图形的导线网（环），都应进行平差计算，以便求出导线点的精确坐标值。 

⑥ 对于螺旋形巷道，不能形成长边导线，每次向前延伸时，都应从硐外复测。 

3.2 矿区控制测量 

矿区平面控制网可采用三角形网和导线网等形式布设。首级平面控制网一般在国家一、二等平面控制

网基础上布设。在满足生产建设要求的前提下，加密网可以越级布设。 

矿区高程控制网可采用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方法建立。首级高程控制网一般采用水准测量方法建

立；三角高程测量主要用于山区和丘陵地带的高程控制。 

矿区首级高程控制网应布设成环形网，加密网宜布设成附合路线或结点网。 

3.3 井下控制测量 

（1）井下平面控制测量 

井下平面控制测量通常为地下导线。地下导线可以布设为附合导线、闭合导线、方向附合导线、无定

向导线、支导线及导线网等。地下导线的起始点通常位于平硐口、斜井口以及竖井的井底车场，起始点坐

标由地面控制网和联系测量测定。 

当巷道开始掘进时，首先敷设低等级导线给出坑道的中线，指示坑道掘进。当巷道掘进 300 - 500m

时，再敷设高等级导线检查已敷设的低等级导线是否正确，高等级导线起始边（点）和最终边（点）应与

低等级导线边（点）相重合。当巷道继续向前掘进时，以高等级导线所测设的最终边为基础，再向前敷设

低等级导线和中线。 

（2）井下高程控制测量 

井下高程控制测量可采用水准测量和三角高程测量方法。井下水准路线可布设为支线、附合路线或闭

合路线；三角高程测量通常用于坡度较大的倾斜巷道的高程控制测量，其测量方法与地面相同。 

井下水准点既可设在巷道的顶板、底板或两帮上，也可设在井下固定设备的基础上。设置时应考虑使

用方便、不易变形。 

 

4 联系测量 

4.1 联系测量的作用 

在各种地下工程中，为使地面与地下建立统一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将地面的坐标系统及高程基

准传递到地下，该项地下起始数据的传递工作称为联系测量。联系测量分为平面联系测量和高程联系测量。

联系测量的作用是：①保证地下工程按照设计图纸正确施工，确保隧（巷）道的贯通；②确定地下工程与

地面建（构）筑物、铁路、河湖等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保证地下工程和地面设施的安全。 

4.2 平面联系测量 

通过竖井的平面联系测量（亦称竖井定向）的任务是测定地下起始点的坐标和起始边的方位角，采用

的方法有几何定向（包括一井定向和两井定向）和陀螺经纬仪定向。 

（1）一井定向 

一井定向是在一个竖井内将地面点的坐标和地面边的坐标方位角传递到井下的测量工作。包括投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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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测量两项工作，投点就是将井筒上方的点垂直投射到井下（可采用挂有重锤的钢丝、光学垂准仪或激

光垂准仪），连接测量通常采用连接三角形法，连接三角形最有利的形状为角度很小的延伸三角形。如图

3.7.2 所示。 

图 3.7.2 一井定向及连接三角形法 

（2）两井定向 

当地下工程有两个竖井，且两井之间有巷道相通并能进行测量时，应采用两井定向。两井定向就是在

两个竖井内各悬挂一根吊垂线，在地面和地下用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从而把地面坐标系统中的平面坐标

和方位传递到地下。 

在两井定向中，由于两吊垂线间的距离大于一井定向的距离，因而其投向误差也大大减小，有利于提

高地下导线定向的精度。 

（3）陀螺经纬仪定向方法 

陀螺经纬仪是一种将陀螺仪和经纬仪集成在一起的测量仪器。它利用陀螺仪本身的物理特性（定轴性

和进动性）及地球自转的影响，实现自动寻找真北方向，从而测定任意测站上任意方向的大地方位角。在

南、北半球纬度不大于 75°的范围内，一般不受时间和环境等条件限制，可以实现快速定向。 

→ 陀螺仪在高速旋转时具有两个重要特性。定轴性：陀螺仪自转轴在无外力矩作用时，始终指向其初始

 恒定方向。进动性：陀螺仪自转轴受外力矩作用时，将按一定的规律产生进动。 

陀螺经纬仪定向测量可分为陀螺经纬仪定向和陀螺方位角测定两个作业过程。 

① 陀螺经纬仪定向的流程 

1）在已知边上测定仪器常数（即陀螺常数）。 

2）在待定边上测定陀螺方位角，通过陀螺方位角与仪器常数可求出真方位角。 

3）在已知边上再次测定仪器常数，以提高测量精度并进行检核。用仪器常数平均值参与计算。 

4）通过本地的子午线收敛角求算待定边坐标方位角。 

→ 陀螺常数是陀螺仪指北方向与真北之间的夹角，对陀螺常数应进行改正。 

② 陀螺方位角一次测定流程 

1）在测站上安置陀螺经纬仪，以一个测回测定待定边或已知边的方向值，然后将仪器大致对正北方。 

2）粗略定向，测定近似陀螺北方向。 

3）测前悬带零位观测。 

4）精密定向，测定精密陀螺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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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后悬带零位观测。 

6）以一个测回测定待定边或已知边的方向值，当测前测后两次观测的方向值的互差小于规定的数值

时，取其平均值作为测线方向值。 

→ 陀螺悬带零位是陀螺灵敏部摆动平衡位置与目镜分化板应重合的位置（零位），如果不重合，则用“零”

线来跟踪灵敏部时会有误差，所以在陀螺仪开始工作之前和结束后，均要进行悬带零位观测。 

4.3 高程联系测量 

高程联系测量（亦称导入高程）的任务是确定地下高程基点的高程，常用的方法有长钢尺法、长钢丝

法、光电测距仪和铅直测距法等。 

图 3.7.3 高程联系测量（钢尺法和测距仪法） 

 

5 贯通测量 

5.1 贯通形式与技术路线 

（1）贯通形式 

贯通测量指采用两个或多个相向或同向掘进的工作面，使其按照设计要求在预定地点正确贯通而进行

的测量工作。隧（巷）道贯通一般分为平、斜隧（巷）道贯通和竖井贯通两种类型，常用的贯通形式有相

向贯通（两个工作面相向掘进）、单向贯通（从一端向另一端的指定地面掘进）和同向贯通（两个工作面

同向掘进，亦称追随贯通）三种。 

（2）技术路线 

贯通测量的技术路线是测出待贯通隧（巷）道两端控制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计算求得隧（巷）道中

线的坐标方位角和腰线的坡度（应与设计相符），同时计算出隧（巷）道两端点处的指向角，利用上述数

据在隧（巷）道两端分别标定出中线和腰线，指示隧（巷）道按照设计的同一方向和同一坡度分头掘进，

直到贯通面相互接通。 

5.2 贯通测量的工作步骤 

贯通测量通常按照如下工作步骤实施： 

（1）调查了解待贯通隧（巷）道的实际情况，根据贯通的容许偏差，选择合理的测量方案与测量方

法。对重要的贯通工程，要编制贯通测量设计书，进行贯通测量误差预计，以验证所选择的测量方案、测

量仪器和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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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选定的测量方案和方法，进行施测和计算，每一施测和计算环节，均须有独立可靠的检核，

并将施测的实际测量精度与设计书中要求的精度进行比较。若发现实测精度低于设计中的要求时，应分析

其原因，并采取提高实测精度的相应措施，返工重测。 

（3）根据有关数据计算贯通隧（巷）道的放样元素，实地标定隧（巷）道的中线和腰线。 

（4）根据隧（巷）道掘进的需要，及时延长隧（巷）道的中线和腰线，定期进行检查测量和填图，

并按照测量结果及时调整中线和腰线。 

（5）隧（巷）道贯通之后，应立即测量出实际的贯通偏差值，并将两端的导线连接起来，计算各项

闭合差。 

（6）重大贯通工程完成后，应对贯通测量进行精度分析与精度评定，编写技术总结。 

5.3 贯通误差与控制 

（1）贯通误差 

贯通误差可能发生在空间的三个方向上，对于平、斜隧（巷）道贯通，贯通误差的方向及其影响如下： 

① 纵向贯通误差。水平面内沿中心线方向的贯通误差分量，仅对贯通有距离上的影响，故对其要求较

低。 

② 横向贯通误差。水平面内垂直于中心线方向的贯通误差分量，对隧（巷）道质量有直接影响，需重

点控制。 

③ 高程贯通误差。铅垂线方向的贯通误差分量，对坡度有影响，若采用水准测量方法，一般较容易控

制。 

对于竖井贯通，影响贯通质量的是平面位置偏差，即上、下两段待贯通的井筒中心线在水平面内投影

的偏差。 

隧道工程相向贯通的贯通误差要求见下表： 

表 3.7.1 隧道工程贯通误差要求 

类别 两开挖洞口间长度 L/km 贯通误差限差（mm） 

横向 

L < 4 100 

4 ≤ L < 8 150 

8 ≤ L < 10 200 

高程 不限 70 

（2）贯通误差控制措施 

在贯通测量中，为保证贯通测量精度，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 注意原始资料的可靠性，起算数据应准确无误。 

② 各项测量工作都要有可靠的独立检核，要进行复测复算，防止产生粗差。 

③ 对精度要求很高的重大贯通工程，要采取提高精度的必要技术措施。例如，适当加测陀螺定向边；

尽可能增大导线边长；设法提高仪器和目标的对中精度，或采用三联脚架法等。 

④ 及时对观测成果进行精度分析，并与预计的贯通误差进行对比，必要时返工重测。 

⑤ 掘进过程中，要及时进行测量和填图，并根据测量成果及时调整掘进方向和坡度。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178 



第 3 章 工程测量 第 7 节 矿山与隧道工程测量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陀螺经纬仪测定的方位角是（ ）。 

A. 坐标方位角          B. 磁北方位角 

C. 施工控制网坐标系方位角       D. 真北方位角 

2.（2011 年）按现行《工程测量规范》，一条长度为 6km 的隧道工程相向施工，其中线在贯通面上的高

程贯通限差不应大于（ ）mm。 

A. 50      B. 60      C. 70      D. 80 

3.（2012 年）隧道工程测量中，竖井联系测量的平面控制方法有（ ）。 

A. GPS-RTK 测量法   B. 陀螺经纬仪定向法  C. 激光准直投点法   D. 悬挂钢尺法 

E. 联系三角形法 

4.（2013 年）地下铁道工程测量中，为建立统一的地面与地下坐标系统，应采取的测量方法为（ ）。 

A. 联系测量     B. 贯通测量     C. 细部测量    D. 检核测量 

5.（2014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可用于地下工程竖井平面联系测量的是（ ）。 

A. 陀螺经纬仪法    B. GPS 定位法    C. 三角高程测量法   D. 导线测量法 

6.（2015）隧道施工控制网的主要作用是（ ）。 

A. 控制隧道的长度   B. 测量隧道断面尺寸  C. 变形监测    D. 保证隧道准确贯通 

7.（2017 年）现行规范规定，隧道工程相向贯通时，其高程贯通误差的限差为（ ）mm。 

A. 7      B. 70     C. 200     D. 700 

8.（2017 年）下列方法中，属于地下工程联系测量几何定向方法的有（ ）。 

A. 陀螺经纬仪定向法  B. 一井定向法   C. 罗盘定向法   D. 二井定向法 

E. 电子全站仪定向法 

9.（2018 年）对某长度为 9km 的隧道采用相向施工法平面横向贯通限差最大值为（ ）mm。 

A. 100     B. 150     C. 200     D. 300 

 

[ 参考答案 ] 

1. D。本节 4.2 中的内容。 

2. C。根据表 3.7.1 可得出答案。 

3. BCE。根据本节 4.2 中的内容可知，竖井平面联系测量的的方法有几何定向和陀螺经纬仪定向。其中，

几何定向中可能会用到激光投点和联系三角形法。 

4. A。本节 4.1 中的内容。 

5. A。本节 4.2 中的内容。通过竖井的平面联系测量的任务是测定地下起始点的坐标和起始边的方位角，

采用的方法有几何定向和陀螺经纬仪定向。 

6. D。1.4 中的内容。隧道施工测量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洞内各项建（构）筑物以规定的精度按照设计位置修

建，保证各开挖工作面按照规定的精度在预定位置贯通。 

7. B。根据表 3.7.1 得出答案。 

8. BD。4.2 中的内容。通过竖井的平面联系测量（亦称竖井定向）的任务是测定地下起始点的坐标和起始

边的方位角，采用的方法有几何定向（包括一井定向和两井定向）和陀螺经纬仪定向。 

9. C。根据表 3.7.1 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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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地下管线测量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地下管线与地下管线测量 

地下管线指埋设于地下的管道和地下电缆，主要包括给水、排水、燃气、热力、工业管道以及电力、

电信电缆等。 

地下管线测量指为各种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及维修等所进行的测量工作。

从工程对象上看，地下管线测量属于线路工程测量；从业务范围上看，地下管线测量属于市政工程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可分为新建地下管线工程测量和已有地下管线探查测量。新建地下管线工程测量的测量

方法与要求同线路工程测量。 

已有地下管线探查测量（简称地下管线探测）指确定地下管线空间位置和属性的测量工作。其目的是

查明已有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埋深（或高程）、走向，以及规格、性质、材料、权属等属性。其工作性

质是对地下管线工程缺失竣工测量的事后补救。 

地下管线探测的工作内容一般包括地下管线探查和地下管线测绘，根据需要，还包括地下管线信息管

理系统建立。地下管线探查是通过现场调查和仪器探查，查明地下管线的埋设位置、深度和相关属性，并

在地面设置管线点标志；地下管线测绘是对所设管线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进行测量，并编绘地下管线图。 

1.2 地下管线探测任务分类 

地下管线探测任务按具体对象可分为市政公用管线探测、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施工场地管线探

测、专用管线探测四类。 

（1）市政公用管线探测（亦称城市地下管线普查）根据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或市政建设部门的要求进

行，其探测范围包括道路、广场及主干道通过的区域。要求全面、准确地掌握各种地下管线的空间位置，

侧重于各种管线及其附属设施的相互关系。 

（2）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根据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设计、施工和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其探测

范围略大于厂区、小区范围。需要注意与市政公用管线的衔接。 

（3）施工场地管线探测根据专项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其探测范围包括开

挖和可能受开挖影响的区域。管线探测在专项工程施工前进行，目的是防止开挖造成对现有地下管线的破

坏。 

（4）专用管线探测根据某一专业管线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其探测范围包括

管线工程已经敷设和可能敷设的区域。 

1.3 地下管线探测过程 

地下管线探测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①资料搜集和踏勘；②仪器检验和方法试验；③技术设计；④实

地调查和仪器探查；⑤控制测量；⑥管线点测量；⑦地下管线图编绘；⑧地下管线数据库建立。 

 

2 地下管线探测方案设计 

2.1 基本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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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技术要求 

地下管线探测前，应全面收集、整理和分析测区范围内的已有地下管线资料和有关测绘测绘资料，资

料一般包括已有的各种地下管线图，各种管线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及其技术资料，已有的相应比例尺

地形图，测区及附近测量控制点成果等。 

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应采用城市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厂区或住宅小区管线探测、施工场地管线探测必

要时可采用测区的建筑坐标系。 

探查工作开始前，应在探查区或邻近的已知管线上进行方法试验，确定方法和仪器的有效性、精度和

最佳工作参数。 

地下管线图的比例尺、分幅等指标应与城市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一致。 

（2）基本精度指标 

① 地下隐蔽管线点探查的水平位置偏差 ΔS 和埋深较差 ΔH，应分别满足： 

ΔS ≤ 0.10 × h 

ΔH ≤ 0.15 × h 

式中，h 为管线的中心埋深（cm），当 h 小于 100 cm 时，按 100 cm 计。 

② 地下管线点的测量精度：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得大于 5cm（相对于邻近控制点）；高程测量中误差

不得大于 3cm（相对于邻近控制点）。 

③ 地下管线图测绘精度：地下管线与邻近的建（构）筑物、道路中心线或相邻管线的间距中误差不得

大于图上 0.6mm。 

（3）调查项目 

地下管线调查项目有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埋深（或高程）、流向、压力以及管线规格、性质、材料、

权属等属性。 

地下管线的埋深可分为内底埋深，外顶埋深和外底埋深。量测何种埋深及具体调查项目应符合表 3.8.1

规定。 

以地下管线外顶为准进行埋深探查的有给水管、燃气管、热力管（直埋）、工业管道（压力）、电力

线（直埋）、通信电缆等；以地下管线内底为准进行埋深探查的有排水管、热力管（沟道）、工业管道（自

流）、电力线（沟道）等。 

对表格做总结可发现：只有燃气及工业压力管道才调查压力。自流管道以内底为准调查埋深，如污水

管。压力管道以外顶为准调查埋深，如给水管。 

2.2 地下管线探测方法 

地下管线探测包括明显管线点的实地调查、隐蔽管线点的物探调查和开挖调查三种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几种方法往往需要结合进行。 

（1）实地调查法。对露出地面的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作详细调查、测量和记录。实地查清每一管

线段的权属单位、性质、规格、附属设施名称；测量管线点的平面位置、高程、埋深和偏距等。该法适用

于明显管线的探测。 

（2）物探调查法。使用专用管线探查仪器，在地面对埋设于地下的隐蔽管线段进行搜索、追踪、定

位和定深；测量地下管线中心线在地面的投影位置。该法适用于隐蔽管线的探测。 

（3）开挖调查法。开挖地面，将地下管线暴露出来，直接测量其位置、高程（或埋深），并调查管

线属性。该法适用于情况太过复杂，采用物探方法无法查明或为验证物探法精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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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 各种地下管线实地调查项目 

管线 

埋深 断面 

根数 材质 
构筑

物 

附属

物 

载体特征 

埋设

年代 

权属单

位 
内

底 

外

顶 

管

径 

宽 

× 

高 

压力 流向 电压 

给水  √ √   √ √ √    √ √ 

排水 
管道 √  √   √ √ √  √  √ √ 

方沟 √   √  √ √ √  √  √ √ 

燃气  √ √   √ √ √ √   √ √ 

工业 
自流 √  √   √ √ √  √  √ √ 

压力  √ √   √ √ √ √   √ √ 

热力 
有沟道 √   √  √ √ √  √  √ √ 

无沟道  √ √   √ √ √  √  √ √ 

电力 

管块  √  √ √ √ √ √   √ √ √ 

沟道 √   √ √ √ √ √   √ √ √ 

直埋  √ √  √ √ √ √   √ √ √ 

电信 

管块  √  √ √ √ √ √    √ √ 

沟道 √   √ √ √ √ √    √ √ 

直埋  √ √  √ √ √ √    √ √ 

注：表中“√”示应实地调查的项目。 

2.3 管线探查仪器与物探方法 

地下管线探查仪器的选用应与采用的物探方法相适应，物探方法根据任务要求、探查对象和地球物理

条件选用。 

（1）探查金属地下管线宜选用电磁感应类管线探查仪器，即采用频率域电磁法的管线仪。频率域电

磁法分为被动源法和主动源法，被动源法包括工频法和甚低频法；主动源法包括直接法、夹钳法、电偶极

感应法、磁偶极感应法和示踪法。 

（2）探查非金属地下管线宜选用非电磁感应类管线探查仪器。如采用电磁波法的地质雷达，采用地

震波法的浅层地震仪，采用直流电法的电阻率仪，采用磁法的磁力仪，采用红外辐射法的红外热辐射仪等。 

 
3 地下管线探测 

3.1 地下管线探查 

（1）管线探查 

地下管线仪器探查按照从已知到未知，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采用综合方法进行。常用探查方法包括：

①金属管道宜使用管线仪采用主动源的直接法、夹钳法及电磁感应法探查；②非金属管道宜使用地质雷达

采用电磁波法探查或使用浅层地震仪采用地震波法探查；③电力电缆使用管线仪先采用被动源的工频法进

行搜索和初步定位，再用主动源法精确定位，定深；④电信电缆宜使用管线仪采用主动源法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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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线点标志设置 

管线位置探明后，应在地面设置管线点的明显标志、标注编号，并填写探查记录，利用大比例尺地形

图标绘探查草图。 

管线点包括线路特征点和附属设施中心点。管线点一般设置在管线交叉点、分支点、转折点、变材点、

变坡点、变径点、起讫点以及管线上的附属设施中心点；无特征点的长直线段上也应设置管线点，以控制

走向；当管线弯曲时，至少应在弧段的起、中、终点上设置管线点。 

3.2 地下管线点测量 

（1）控制测量 

地下管线测量是在城市基础测绘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地下管线控制测量应以城市基本控制网为

依据，适当进行控制网加密。 

（2）管线点测量 

在地下管线探查工作完成后，依据管线点地面标志和编号进行管线点测量。 

管线点的平面位置可在图根控制点上采用极坐标法、导线串联法或支导线法测定；管线点的高程采用

图根水准或三角高程联测。 

 
4 地下管线图测绘与建库 

4.1 地下管线图测绘 

地下管线图分为综合管线图和专业管线图两种。二者区别在于综合管线图包含所有管线信息和地形信

息，专业管线图上除管线周围地形信息外，只包括单一专业管线信息。 

地下管线图测绘方法与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方法相同，只是在测量的内容上增加了地下空间（地

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部分。因此，地下管线图一般以大比例尺地形图为基础（底图）进行编绘，即采用

增加地下管线内容，更新地形图内容的方法制作。 

地下管线图表示的内容一般包括：各专业管线、管线上的建（构）筑物，地面上的建（构）筑物，铁

路、道路、河流、桥梁，以及主要地形特征等。 

如果没有可利用的地形图，或者已有地形图资料的比例尺、精度不满足要求，则需要专门测绘包括管

线两侧地形数据的地下管线图。 

4.2 地下管线数据建库 

地下管线数据库是某一区域地下管线数据的集合，是构建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与核心。地下

管线数据库一般包括地下管线数据和必要的地形数据。 

地下管线数据包括地下管线要素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地下管线属性描述取决于地下管线信息管理

系统要求，一般包括类别（性质）、材质、规格（直径或截面尺寸）、载体特征、电缆根（孔）数，给排

水流向、建设时间（敷设日期）、权属单位等。 

地下管线数据库的建设内容一般包括基本地形图数据库建设、地下管线空间信息数据库建设、地下管

线属性信息数据库建设和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 

 
5 质量控制与成果归档 

5.1 管线探测质量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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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隐蔽管线点探查结果，应采用重复探查和开挖验证的方法进行质量检验。重复探查的点位应随机抽

取，点数不宜少于探查点总数的 5%。开挖验证的点位应随机抽取，点数不宜少于隐蔽管线点总数的 0.5%，

且不应少于 2 个。 

所有点位的探查误差不应超过 2.1（2）中公式的规定。 

5.2 管线探测成果归档 

地下管线探测成果的整理归档一般应包括：①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②管线调查、探查资料；③管

线测量观测、计算资料；④地下管线图、成果表；⑤地下管线数据库；⑥仪器检定和检校资料；⑦检查报

告，验收报告。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某地下管线测量项目共探查隐蔽管线点 565 个。根据现行《工程测量规范》，采用开挖验证

方法进行质量检查时，开挖验证的点数至少为（ ）个。 

A. 3      B. 4      C. 5      D. 6 

2.（2013 年）规范规定，对隐蔽管线点平面位置和埋深探查结果进行质量检验时，应抽取一定的点进行（ ）。 

A. 野外巡查     B. 交叉测量     C. 资料对比    D. 开挖验证 

3.（2013 年）城市排水管道实地调查的内容有（ ）。 

A. 压力     B. 管径     C. 埋深     D. 材质 

E. 流向 

4.（2014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下管线隐蔽管线点探查时，埋深测量限差要求为 0.15h，此处 h 指的是（ ）。 

A. 探管仪测程   B. 管线外径    C. 管线两端高差   D. 管线埋深 

5.（2014 年）与专业管线图相比，综合管线图的最大不同是（ ）。 

A. 包含管线两侧地形信息        B. 包含管线的基本属性 

C. 包含各种类型的管线        D. 包含管线的图示图例 

6.（2016 年）下列管线信息中，属于城市地下给水管道实地探查内容的有（ ）。 

A. 压力     B. 管径     C. 埋深     D. 材质 

E. 流向 

7.（2017 年）某测区有隐蔽管线点 2000 个，为检验地下管线探测质量，按现行规范规定，应随机抽取其

中（ ）个进行开挖验证。 

A. 400     B. 200     C. 20     D. 2 

8.（2018 年）地下管线探测时，探测隐蔽管线点常用的方法有（ ）。 

A. 属性调查法   B. 巡视调查法   C. 开挖调查法   D. 权属调查法 

E. 物探调查法 

9.（2019 年）地下管线点的点位测量中误差相对于邻近控制点最大为（ ）cm。 

A. ±1     B. ±3     C. ±5     D. ±7 

 

 

[ 参考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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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5.1 中的内容。开挖验证的点位应随机抽取，点数不宜少于隐蔽管线点总数的 0.5%，且不应少于 2

个。 

2. D。同上题。 

3. BCDE。2.1（3）中的内容：地下管线调查项目有地下管线的平面位置、埋深（或高程）、流向、压力

以及管线规格、性质、材料、权属等属性。只有燃气及工业压力管道才调查压力。 

4. D。2.1（1）中的公式。h 为管线的埋深，单位为 cm。 

5. C。4.1 中的内容：地下管线图分为综合管线图和专业管线图两种。二者区别在于综合管线图包含所有管

线信息和地形信息，专业管线图上除管线周围地形信息外，只包括单一专业管线信息。 

6. BCD。同第 3 题。 

7. 无答案。同第一题。 

8. CE。2.2 中的知识。地下管线探测包括明显管线点的实地调查、隐蔽管线点的物探调查和开挖调查三种

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几种方法往往需要结合进行。 

9. C。2.1（2）中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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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 竣工测量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概念 

竣工测量指工程竣工时，对建（构）筑物或管网等的实地平面位置、高程进行的测量工作。其目的是

检查施工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为检修和设备安装提供测量数据。其主要任务是对施工过程中设计更改部

分、直接在现场指定施工部分以及资料不完整无法查对部分进行现场实测或补测。主要是实测建设工程的

现状地形图，建筑物的长度、宽度、高度、建筑面积，在现状地形图上标注建筑物与规划控制条件地物的

距离，标注建筑物与道路红线、规划红线、用地界线等的关系。 

工程及其单项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必须进行竣工测量。竣工测量工作内容包括控制测量、细部测量

（亦称竣工测量）、竣工图编绘等。 

1.2 分类 

按工程对象，竣工测量可分为建筑竣工测量、线路竣工测量、桥梁竣工测量、地下管线竣工测量。 

1.3 竣工图 

竣工图是工程完成后，符合工程实际状况的施工图。竣工图包括竣工总平面图、专业分图、断面图等。 

竣工总平面图（简称竣工总图）是设计总平面图在施工后实际情况的全面反映，是反映工程质量的重

要依据。竣工总图的坐标系统、高程基准、图幅大小、图上注记、线条规格，应与原设计图一致。竣工总

图应根据设计和施工资料进行编绘。当资料不全时应进行实测。在建（构）筑物不密集和地下管线较简单

的情况下，可将地面建筑、地下管线、地下建筑编绘成一张竣工总图，否则应分别测绘成图。  

 

2 竣工测量的一些要求 

（1）竣工测量应在工业建筑工程、民用建筑工程、城市道路工程、城市桥梁工程、地下管线工程和

地下建（构）筑物工程等竣工后进行。测量范围宜包括建设区外第一栋建筑物或市政道路或建设区外不小

于 30m。 

（2）竣工测量地形图宜选用 1:500 比例尺，当建（构）筑物密集且 1:500 比例尺不能满足要求时，

可选用 1:200 比例尺。 

（3）主要建（构）筑物细部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5cm，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2cm。一般建（构）筑

物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7cm，高程中误差不大于 3cm。 

（4）竣工测量地形图应实地测绘，测绘方法宜采用全野外数字成图法。竣工测量地形图应包括工程

建设地面建（构）筑物、道路、植被、地下管线及其附属设施、地下防空设施、地下隧道、空中悬空设施

等要素。 

 

3 竣工测量的内容 

3.1 建筑物竣工测量 

建筑物竣工测量在建筑工程完工后进行，其目的是为工程的交工验收及将来的维修、改建、扩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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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建筑物平面位置及四至关系测量、建筑高程及高度测量。 

（1）平面位置及四至关系测量 

平面位置测量指采用极坐标法测量建筑物的外轮廓拐点、悬挑部分投影点、建筑配套管线的检修井、

管线点等细部点的平面位置，以确定主体建筑物轮廓线平面图形。 

四至关系测量指测量建筑物主要拐点到四至边界的距离，建筑物与规划道路控制线、用地控制线等规

划要素的关系，以及与周边现状建筑物关系等。 

（2）高程及高度测量 

高程测量指采用图根水准联测建筑物的室外地坪、室内地坪、±0，建筑配套管线的检修井、管线点

等细部点的高程。 

楼高测量指量测屋顶楼面到室外地坪的相对高度和地下室地坪比高、檐口比高、女儿墙比高等，按需

量测坡屋脊比高以及屋顶面上水箱间、电梯间、楼梯间等附房的高度。 

3.2 线路竣工测量 

线路竣工测量在路基土石方工程完工之后，铺轨（面）之前进行，其目的是最后确定中线位置，作为

铺轨（面）的依据，同时检查路基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中线测量、高程测量

和横断面测量。 

（1）中线测量 

首先将主要控制桩恢复到路基上。检查桥梁、隧道的中线是否与恢复的线路中线相符合。如不符合，

应从桥梁、隧道的中线向两端引测。 

中线测量完成后，在中线上的直线地段每 50m，曲线地段每 20m 测设一桩。道岔中心、变坡点、桥

涵中心等处需钉设加桩。全线里程自起点连续计算，消除因局部改线或假设起始里程而造成的里程“断链”。 

（2）高程测量 

通过水准测量将水准点引测于稳固建筑物上，也可沿线路埋设永久性混凝土水准点。其间距不应大于

2km，精度与定测要求相同。全线高程必须统一，消除因采用不同高程基准而产生的“断高”，以作为运

营维修时线路标高的依据。 

（3）横断面测量 

通过横断面测量主要检查路基宽度，侧沟、天沟的深度和宽度，路基护道宽度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若不符合要求应进行整修。 

3.3 桥梁竣工测量 

桥梁竣工测量在桥梁工程竣工后进行，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桥梁墩台竣工测量、桥梁架设竣工测量。 

墩台竣工测量主要包括测定各墩台的跨度、丈量墩台各部尺寸、测定支承垫石顶面高程等工作；桥梁

架设竣工测量主要包括测定主梁弦杆的直线性、梁的拱度、立柱的竖直性、各墩上梁的支点与墩台中心的

相对位置等工作。 

3.4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 

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应在新建、改建、扩建的地下管线覆土前进行，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管线点调查和

管线点测量。 

管线点调查的任务是查明管线管材、特征、附属物、管径或管块断面尺寸、埋深、电缆根数、埋设年

代、权属单位、连接方向、电压值等属性，并填写管线点调查表；管线点测量的任务是对于各种管线的起

止点、转折点、分支点、交叉点、变径点、变坡点及每隔适当距离的直线点等，采用导线串联法、极坐标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187 



第 3 章 工程测量 第 9 节 竣工测量 

法等解析法采集管线点坐标和高程，标绘竣工测量草图，编制管线点成果表。 

 

4 竣工总图编绘 

4.1 编绘资料 

编绘竣工总图应充分利用设计和施工资料，使用前应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实地对照检核，不符之处应

予实测。编绘竣工总图应收集的资料有总平面布置图、施工设计图、设计变更文件、施工检测记录、竣工

测量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4.2 编绘原则 

竣工总图遵循现场测量为主，资料编绘为辅的原则进行编绘。具体要求如下：①施工中应根据施工情

况和设计变更文件及时编绘竣工总图；②单项工程竣工后应立即实测并编绘竣工总图；③对于设计变更部

分，应按实测资料绘制；④地下管道及隐蔽工程，应根据回填前的实测数据编绘。 

4.3 编绘过程 

竣工总图通常随着工程的陆续竣工而相继编绘，其作业过程如下： 

（1）底图处理。根据工程竣工总图和各专业分图的要求内容，将设计总平面图按专业进行分层处理，

展绘出所有控制点的位置，注记出各种设计元素，为制作竣工总图做好准备。 

（2）总图编制。施工过程中，根据复测检查及竣工时的实测所获得的施工放样和竣工测量资料，及

时展绘细部点坐标、高程以及各种必要的元素，用实测数据替换、修改设计数据以及变化的地形数据，持

续更新底图。最后，经统一补调补测、编辑和整饰，形成竣工总图。 

 

5 质量控制与成果归档 

5.1 竣工测量质量检验 

竣工总图的质量检验方法和要求与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基本相同，参见本章第 3 节。 

竣工总图应经原设计及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会签。 

5.2 竣工测量成果归档 

竣工测量成果的整理归档一般应包括：①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②竣工测量观测、计算资料；③竣

工总图、专业分图、断面图；④细部点成果表；⑤仪器检定和检校资料；⑥检查报告，验收报告。 

 

 

[ 历年真题 ] 

1.（2019 年）下列不属于线路竣工测量工作的是（ ）。 

A. 中线测量    B. 带状地形图测量  C. 高程测量   D. 横断面测量 

 

 

[ 参考答案 ] 

1. B。3.2 中的内容。线路竣工测量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中线测量、高程测量和横断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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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节 精密工程测量 
→ 精密工程测量是测绘技术在一些特殊工程中的应用。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精密工程测量 

精密工程测量的绝对测量精度优于毫米级或相对测量精度达到 1×10-5 以上，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

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是工程测量学科中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研究与实践方向，引领着工程测量学科的发展。 

精密工程测量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精密工程控制网建立（如特大型桥梁）、精密施工放样（如超高层

建筑物）、精密设备安装与检测（如高能粒子加速器）、精密变形监测（如大型水坝）。 

精密工程测量主要应用于大型工程（如大型隧道）、科学技术工程（如射电天文望远镜）和特种工程

（如核电站）等精密工程建设中。 

1.2 精密工程测量特点 

与普通工程测量相比，精密工程测量具有如下特点： 

（1）精密工程测量是在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测量技术，在信息获取的精度方面有更高

的要求。 

（2）精密工程测量需要研制新仪器和专用设备，提高仪器的自动化程度及精度；深入分析工程测量

工作中的各种误差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研究新的测量技术、实施方案和数据处理方法，形成一套专

门为高精度工程测量所需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3）精密工程测量是服务于各种工程中精度要求“特高”“特难”的那部分工作，服务范围相对较

小，但重要性十分显著，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精密工程测量所用的仪器设备必须具有较高的性能，以保证测量成果的精度、可靠性和有效性。 

1.3 方案设计内容与过程 

精密工程测量方案设计的内容一般包括：收集各种有关的资料，深刻理解对精度要求的含义，找出关

键问题及拟定处理方案，对成功经验的吸收和考虑用不同方法进行验证等。 

精密工程测量方案设计的基本步骤为： 

（1）对工程区的环境条件、工程及水文地质、气候特点等进行详细地分析和描述，并分析总结这些

条件对测量作业的影响。 

（2）确定工程区基准，在详细进行精度分析和遵循有关规范条款的基础上，兼顾整个工程区建设的

需要，提出控制方案和施测方法，并进行精度预估等。 

（3）确定测量中的关键技术所在，结合经验，并在广泛吸收同类工程实例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多个实施方案。 

（4）拟定数据处理方法。 

（5）对方案可行性的论证、工作量和经费的概算等。 

 

2 精密工程测量方法和仪器 

2.1 精密角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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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角度测量通常使用高精度的光学经纬仪、电子经纬仪或全站仪。如徕卡 TPS2000 系列全站仪，

仪器的一测回方向标准偏差可达到 0.5″，且具有动态角度扫描系统及三轴自动补偿、目标自动识别和动态

频率校正等功能。 

在精密工程测量中，为了获得高精度的角值，除了使用高精度仪器外，还必须注意减弱仪器对中误差、

目标偏心误差、照准误差、竖轴倾斜误差及环境条件的影响。 

2.2 精密距离测量 

数百米内的精密距离测量使用因瓦基线尺比较方便。用特制的因瓦基线尺配合显微镜读数及专门的机

械装置，可使一尺段的测量误差降低到几微米，相对精度高于 10-6。 

数百米至数千米的精密距离测量宜使用精密的光电测距仪（或全站仪）。为保证精密测距成果的可靠

性，应注意减弱观测环境的影响，光电测距仪须经过严格的检验。 

双频激光干涉仪是目前测长仪中精度较高的一种仪器，它能在较差的环境中达到 5×10-7左右的测量精

度，测程可达数十米，而且自动化程度高，适用于精密距离测量以及测距仪、全站仪测距精度的自动检测。 

2.3 精密高程测量 

目前，几何水准测量仍是精密高程测量的最主要方法。为了进一步提高几何水准的精度及作业速度，

自动安平水准仪、电子水准仪得到了广泛应用。 

液体静力水准测量具有高精度、遥测、自动化、可移动和可持续测量等特点，已成为一种新的工程水

准测量方法。它一般不用于建立精密高程控制网，只用于特殊条件下的工程水准测量。 

2.4 精密准直测量 

在大坝、防洪大堤及其他构筑物的变形监测，以及高精度的机械设备安装中，需要观测基本位于同一

水平基准线上的许多点的偏移值，称为准直测量。 

准直测量可采用光学测量方法（如小角法、活动标牌法）、光电测量方法（如激光准直法）、机械法

（如引张线法）等。 

2.5 精密垂准测量 

垂准测量是以过基准点的铅垂线为垂直基准线，测定沿垂直基准线分布的目标点相对于铅垂线的水平

距离。与准直测量一样，铅垂线可以用光学法、光电法或机械法产生。 

 

3 精密工程控制网布设 

3.1 控制网布设方案设计 

精密工程控制网的精度指标是根据精密工程关键部位竣工位置的容许误差要求，结合实际情况，综合

分析确定。 

精密工程控制网一般一次布网。分级布设时，其等级一般不具有上级网控制下级网的意义。精密工程

控制网必须进行优化设计。 

精密平面控制网通常布设为固定基准下的独立网，网形主要取决于工程任务和实地条件，一般不作具

体要求。控制网一般可布设成基准线、三角形网，也可采用 GPS 网建立平面控制网。 

精密高程控制网主要采用水准测量的方法建立，布设为闭合环或附合路线构成的结点网。 

精密工程测量的平面点常采用带有强制对中装置的测量标志。一般用基岩标作为绝对位置要求非常稳

定的平面和高程基准点；在软土地区可用深埋钢管标作为高程基准点，用倒锤作为平面基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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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殊精密控制网布设 

（1）直伸形三角网 

在线状设备的安装或直线度、同轴度要求较高的设备安装工程中，需要建立直线控制，可布设直伸形

三角网。如大坝大桥的横向变形监测、火箭发射架的安装、自动化流水线的长轴线或导轨的准直测量。 

（2）环形控制网 

在环形粒子加速器工程施工中，为精确放样储能环上的磁块等设备，并在运行期间监测其变形，需要

建立环形控制，此时可布设环形控制网。由于隧道内通视条件的限制，环形控制网一般布设成量边、测高

环形三角网或量边环形四边形网等。 

（3）三维控制网 

在高山区或深切割河谷地带，若垂线偏差不够精确或不予考虑，则其影响将远大于测角、测距误差的

影响。将三维观测数据统一处理，可以有效解决垂线偏差问题。因此，在这类地区建立精密工程控制时，

需要布设三维控制网。 

在小范围内，采用高精度全站仪或激光跟踪仪可以同时获得精度相匹配的斜距、水平角、天顶距等观

测元素，经过三维网整体平差可一次性得到网中待定点的三维坐标。因此，在安装控制网中三维网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 

 

4 工业设备形位检测 

4.1 形位检测任务与特点 

工业设备形位检测的任务主要包括：①在工业设备安装时，将设备构件按规定精度和工艺流程的需要

安置到设计位置；②在工业设备检修时，对设备构件的位置进行检测；③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对生产部件

进行外形检测等。 

与一般测量工作相比，工业设备形位检测的特点是对测量精度的要求高，受到现场条件限制，有时受

到工作时间限制，以及需要专用的仪器设备等。 

4.2 精密安装控制网建立 

随着高精度全站仪和激光跟踪仪在工业设备安装和检测测量中的应用，一般小型设备的安装和检修，

只需建立一些参考点，通过自由设站就可传递测量坐标。大型设备的安装和检修，必须建立安装控制网。

安装控制网通常布设成由规则图形构成的精密微型网。对于大型精密设备，安装控制网的控制点点位中误

差通常要求不超过 1mm。 

4.3 形位检测方法与选择 

工业设备形位检测的常用方法包括电子经纬仪（或全站仪）基于前方交会的测量方法；全站仪（或激

光跟踪仪）基于极坐标的三维坐标测量方法；近景摄影测量方法；激光准直测量方法等。 

工业设备形位检测方法的选择原则如下： 

（1）选择工业设备形位检测用的电磁波测距仪或扫描仪，其测量精度可达 0.02-2mm。 

（2）由于测角仪器的最佳极限高精度是最短视距与仪器测角中误差的乘积。因此，缩短观测距离和

选用高精度仪器，是保证工业设备形位检测精度的根本保证。 

（3）近景摄影测量的极限高精度是像点点位中误差与影像比例尺分母的乘积。 

（4）对于运动物体的形位检测，进行直接测量或摄影测量的传感器工作频率是重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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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房产测绘 

→ 本章房产测绘和第 5章地籍测绘都属于不动产测绘。相似之处可以对比学习。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本章平均每年出现 6 题。（20 年 5 题，21 年 4 题，22 年 6 题） 

案例分析：17、18、19 年各出现 1 题，14、20、22 年与地籍测绘结合出 1 题。重点是房产面积的计

 算。 

 

第 1 节 概述 
→ 重要指数：★☆☆☆☆ 

 

1 房产测绘的概念与作用 

房产测绘是一种法定测绘，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鲜明的政策性及法律效力。 

房产测绘通过调查和测量获得房屋及其用地的有关信息，为房产产权、产籍管理、房地产开发利用、

交易、征收税费及城镇规划建设等提供准确详尽的基础数据和信息。是进行不动产登记和保证不动产产权

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 

（1）法律方面的作用 

房产测绘成果中的房屋及其用地的权属界址、产权面积、权源及产权纠纷等信息，是进行产权登记、

产权转移和产权纠纷裁决的依据。经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以后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具有法律效力。 

（2）财政经济方面的作用 

房产测绘成果中的房屋及其用地的数量、质量、利用状况等信息，为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税征收、房

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房地产抵押以及保险服务等提供准确的数据。 

（3）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 

房产测绘不仅为房地产业服务，也为城镇规划、建设、市政工程、公共事业、环保、绿化、治安、消

防、水利、交通、工商管理、旅游、通信、燃气供应等城镇事业提供基础资料和有关信息。 

（4）测绘服务方面的作用 

房产图具有比例尺大、信息量大、内容繁多等特点，是建立现代城市地理信息系统重要的基础信息，

也是城市大比例图更新的重要基础资料。 

 

2 房产测绘的内容 

根据《房产测量规范》，房产测绘的内容包括：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房产调查、房产要素测量、房产

图绘制、房产面积测算、房产变更测量、成果资料的检查与验收等。 

 

3 房产测绘的成果 

3.1 房产测绘成果内容 

房产测绘成果由房产簿册、房产数据和房产图集三部分组成。 

房产簿册，包括房屋调查表、房屋用地调查表、有关产权状况的调查资料、有关证明及协议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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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数据集，包括房产平面控制点成果、界址点成果、房角点成果及面积测算成果等。 

房产图集，包括房产分幅平面图、房产分丘平面图、房屋分层分户图、房产证附图、房屋测量草图及

房屋用地测量草图等。 

此外，在房产测绘中使用过的地形图、控制点成果、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等也都应归入房产测绘成

果，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文档。 

3.2 房产测绘成果管理 

房产测绘成果管理包括成果质量管理、成果档案管理和成果备案管理。成果质量管理由房产测绘机构

进行，成果档案管理由房产测绘机构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进行，成果备案管理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下列测量工作中，不属于房产测量工作内容的是（ ）。 

A. 控制测量     B. 变更测量     C. 界址测量    D. 竣工测量 

2.（2014 年）下列工作中，属于房产测绘作业内容的有（ ）。 

A. 测量房产界址点   B. 测量房屋内部尺寸  C. 绘制房屋登记用图  D. 计算专有共有面积 

E. 办理房屋交易登记 

3.（2022 年）房产测量的基本工作不包括（ ）。 

A. 房产控制测量   B. 房产调查    C. 房产图绘制   D. 房产登记 

 

[ 参考答案 ] 

1. D。根据本节 2 中的内容，房产测绘的内容包括：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房产调查、房产要素测量、房产

图绘制、房产面积测算、房产变更测量、成果资料的检查与验收等。 

2. ABCD。根据本节 2 中的内容，房产测绘的内容包括：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房产调查、房产要素测量、

房产图绘制、房产面积测算、房产变更测量、成果资料的检查与验收等。AB 属于房产要素测量，C 属于

房产图绘制，D 属于房产面积测算。 

3. D。同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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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房产平面控制测量 

→ 重要指数：★☆☆☆☆ 

 

1 房产平面控制测量的作用 

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是整个房产测量的前期基础性的工作，其目的是为房产平面测量工作提供一个准确

的控制框架和定位基准，并控制测量误差的积累。具体作用如下： 

（1）为房产要素测量提供起算数据。 

（2）为房产图的测绘提供测图控制和起算数据。 

（3）为房产变更测量提供起算数据。 

 

2 房产控制测量的坐标系统选择 

房产测量应采用最新的国家统一坐标系或地方坐标系，采用地方坐标系时应与国家坐标系联测。房产

测量统一采用高斯投影。 

房产测量一般不测高程，需要进行高程测量时，由设计书另行规定，高程测量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

准。 

 

3 房产平面控制测量的要求 

精度的要求：最末一级的房产平面控制网中，相邻控制点间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0.025m，最大

误差不大于 0.05m。 

密度的要求：建筑物密集区的控制点平均间距在 100m 左右，建筑物稀疏区的控制点平均间距在 200m

左右。 

 

4 房产平面控制网的布设 

房产平面控制点的布设，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分级布网的原则，也可越级布网。 

房产平面控制点分为二、三、四等和一、二、三级控制点，房产平面控制测量可选用三角测量、三边

测量、导线测量、GPS 定位测量等方法。房产平面控制点均应埋设固定标志。 

 

5 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数据处理 

根据《城市测量规范》，二、三、四等平面控制网的计算应采用严密平差法，平差后应进行精度评定，

包括平差后单位权中误差、最弱点点位中误差、最弱相邻点点位中误差、最弱边的边长相对中误差及方位

角中误差等。四等以下（不包括四等）平面控制网的计算可采用近似平差法和按近似方法评定其精度。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房产平面控制测量末级相邻基本控制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超过（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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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5     B. ±2.0     C. ±2.5     D. ±3.0 

2.（2014 年）现行规范规定，房产测量末级相邻基本控制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最大为（ ）mm。 

A. ±20     B. ±25     C. ±50     D. ±75 

3.（2019 年）在建筑稀疏区布设房产平面控制网时，平面控制点平均间距宜为（ ）。 

A. 100     B. 200     C. 300     D. 400 

 

 

[ 参考答案 ] 

1. C。本节 2 中的内容。最末一级的房产平面控制网中，相邻控制点间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0.025m，

最大误差不大于 0.05m。 

2. B。本节 2 中的内容。最末一级的房产平面控制网中，相邻控制点间的相对点位中误差不大于 0.025m，

最大误差不大于 0.05m。 

3. B。3 中的内容。建筑物密集区的控制点平均间距在 100m 左右，建筑物稀疏区的控制点平均间距在 200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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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房产调查 

→ 重要指数：★★★☆☆ 

 

房产调查，分房屋用地调查和房屋调查，包括对每个权属单元的位置、权界、权属、数量和利用状况

等基本情况，以及地理名称和行政境界的调查。其中确定房屋及其用地的权属状况是最主要的调查内容。 

 
1 房屋用地调查 

1.1 房屋用地调查的单元划分 

房屋用地调查与测绘以丘为单元分户进行。 

丘是指地表上一块有界空间的地块。一个地块只属于一个产权单元时称独立丘，一个地块属于几个产

权单元时称组合丘。有固定界标的按固定界标划分，没有固定界标的按自然界线划分。 

丘号在房产分区内按“从北到南，从西至东”的顺序以四位自然数字从 0001 至 9999 按反 S 形依序

编列。丘的完整编号格式如下： 

市代码 + 市辖区（县）代码 + 房产区代码 + 房产分区代码 + 丘号 

（2 位）      （2 位）        （2 位）       （2 位）   （4 位） 

→ 丘的编号规则和地籍测绘里面的宗地编号类似。 

房产区：房产区以市行政建制区的街道办事处、镇（乡）的行政辖区，或根据房地产管理划分的区域

为基础划定。房产区号在测区范围内按“从北到南，从西至东”的顺序以两位自然数字从 01 至 99 依序编

列。 

房产分区：房产分区以房产区为单元划分，可依自然界线，依街坊，依居民点，或依大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划分，房产分区应构成连续成片的几何图形。房产分区号在房产区内按“从北到南，从西至东”的

顺序以两位自然数字从 01 至 99 依序编列。 

1.2 房屋用地调查的内容 

房屋用地调查的内容包括用地坐落、产权性质（国有、集体）、等级、税费、用地人、用地单位所有

制性质、使用权来源（转让、出让、征用、划拨等）、四至、界标、用地用途分类、用地面积和用地纠纷

等基本情况，以及绘制用地范围略图。 

 

2 房屋调查 

2.1 房屋调查的单元划分 

房屋调查与测绘以幢为单元分户进行。幢指一座独立的、包括不同结构和不同层次的房屋。 

幢号以丘为单位，自进大门起，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用数字 1、2、…顺序按“S”形编号。幢号注

在房屋轮廓线内的左下角，并加括号表示。 

对于在他人用地范围内所建的房屋，应在房屋幢号后面加编房产权号，房产权号用标示符 A 表示。对

于多户共有的房屋，在房屋幢号后面加编共有权号，共有权号用标识符 B 表示。 

2.2 房屋调查的内容 

房屋调查内容包括房屋坐落、产权人、产别、层数、所在层次、建筑结构、建成年份、用途、墙体归

属、权源、产权纠纷和他项权利等基本情况，以及绘制房屋权界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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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产权人 

私人所有的房屋，一般按照产权证件上的姓名。单位所有的房屋，应注明单位的全称。产权是共有的，

应注明全体共有人姓名。房产权属所有人对其所有的房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产权

人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2）房屋产别 

房屋产别是指根据产权占有不同而划分的类别。按两级分类调记，其中一级分类分为国有房产（编码

1）、集体所有房产（编码 2）、私有房产（编码 3）、联营企业房产（编码 4）、股份制企业房产（编码

5）、港澳台投资房产（编码 6）、涉外房产（编码 7）和其他房产（编码 8）等八类。 

（3）房屋建筑结构 

房屋建筑结构是指根据房屋的梁、柱、墙等主要承重构件的建筑材料划分的类别，具体分为：钢结构，

钢、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合结构，砖木结构，其他结构等六类。 

① 钢结构，编号为 1，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材料建造的，包括悬索结构。 

② 钢与钢混结构，编号为 2，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③ 钢混结构，编号为 3，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 

④ 混合结构，编号为 4，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钢筋混凝土和砖木建造的。 

⑤ 砖木结构，编号为 5，承重的主要构件是用砖、木材建造的。 

⑥ 其他结构，编号为 6，凡不属于上述结构的房屋都归此类。 

→ 房屋建筑结构是根据房屋的梁、柱、墙等主要承重构件的建筑材料划分，不承重的隔墙不需考虑。 

（4）房屋层数 

房屋层数是指房屋的自然层数，一般按室内地坪±0 以上计算；采光窗在室外地坪以上的半地下室，

其室内层高在 2.20m 以上的，计算自然层数。房屋总层数为房屋地上层数与地下层数之和。假层、附层（夹

层）、插层、阁楼（暗楼）、装饰性塔楼，以及凸出屋面的楼梯间、水箱间不计层数。 

→ 房屋层数和房屋总层数并不一样，房屋层数按地上自然层计算，房产分户图上注记的是总层数，还要

考虑地下层数。 

→ 根据《住宅设计规范》，层高是指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5）房屋用途 

房屋用途是指房屋的实际用途。一幢房屋有两种以上用途，应分别调查注明。房屋用途按两级分类，

其中一级分类分为住宅，工业、交通、仓储，商业、金融、信息，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娱乐、

体育，办公，军事，其他等 8 类，二级分 28 类。 

（6）房屋墙体归属 

房屋墙体归属是房屋四面墙体所有权的归属，分自有墙、共有墙和借墙等三类。 

自有墙为权利人拥有整个墙体权属，权属界线为墙外线；共有墙为双方共有，权属界线为墙中线；借

墙权利人不拥有墙体权属，权属界线为墙内线。 

（7）房屋产权来源 

房屋产权来源是指产权人取得房屋产权的时间和方式，如继承、分析、买受、受赠、交换、自建、翻

建、征用、收购、调拨、价拨、拨用等。 

→ 继承和分析都是指房屋由被继承人从继承人处获得，区别在于前者继承人已故，后者健在，分析是分

割和析产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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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房屋产权的附加说明 

在调查中对产权不清或有争议的，以及设有典当权、抵押权等他项权利的，应作出记录。 

（9）房屋权界线示意图 

房屋权界线示意图是以权属单元为单位绘制的略图，表示房屋及其相关位置、权界线、共有房屋权界

线，以及与邻户相连墙体的归属，并注记房屋边长。对有争议的权界线应标注部位。 

房屋权界线是指房屋权属范围的界线，包括共有房屋的权界线，以产权人的指界与邻户认证来确定，

对有争议的权界线，应作相应记录。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房屋建筑结构可分为砖木结构、混合结构、（ ）、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其他结构。 

A. 砖混结构     B. 土木结构     C. 钢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D. 石结构 

2.（2011 年）房产权属所有人对其所有的房产依法享有的权利有（ ）。 

A. 占有权     B. 使用权     C. 收益权      D. 处分权  

E. 地役权 

3.（2013 年）某市下辖甲、乙、丙、丁四个区的行政代码分别为 03、04、05、06，该市某房产用地的丘

号为 030604050304，则该房产位于（ ）区。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4.（2014 年）下列图形中，房廓线内房屋幢号标注正确的是（ ）。 

A.             B.                 C.       D.  

 

5.（2015 年）下列关于房产测绘幢号编立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幢号应以丘或宗地为单位编立      B. 幢号应自进大门起自左至右，从前至后编立 

C. 幢号应反 S 形编号        D. 幢号注在房廓线内右下角 

E. 幢号应加括号表示 

6.（2016 年）房屋调查与测绘的基本单元是（ ）。 

A. 间      B. 幢       C. 层      D. 套 

7.（2018 年）某高层楼房地上顺序有商业 1 层，办公 3 层，住宅 22 层；住宅与办公之间有设备夹层 1 层，

楼顶顺序有突出屋面楼电梯间 1 层，水箱间 1 层；地下顺序有车库 1 层，人防 1 层。该楼房的层数是（ ）

层。 

A. 26     B. 27     C. 29     D. 31 

8.（2021 年）房屋调查与测绘的基本单元是（ ）。 

A. 幢     B. 层     C. 套     D. 间 

 

[ 参考答案 ] 

1. C。本节 2.2 中的内容。房屋建筑结构是指根据房屋的梁、柱、墙等主要承重构件的建筑材料划分的类

别，具体分为钢结构，钢、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合结构，砖木结构，其他结构等六类。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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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CD。本节 2.2（1）中的内容。房产权属所有人对其所有的房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 

3. D。本节 1.1 中的内容。  

4. C。本节 2.1 中的内容。幢号以丘为单位，自进大门起，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用数字 1、2、…顺序按

“S”形编号。幢号注在房屋轮廓线内的左下角，并加括号表示。 

5. BE。本节 2.1 中的内容。幢号以丘为单位，自进大门起，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用数字 1、2、…顺序

按“S”形编号。幢号注在房屋轮廓线内的左下角，并加括号表示。 

6. B。本节 2.1 中的内容。房屋调查与测绘以幢为单元分户进行。 

7. A。2.2（4）中的知识。房屋层数是指房屋的自然层数，一般按室内地坪±0 以上计算；采光窗在室外

地坪以上的半地下室，其室内层高在 2.20m 以上的，计算自然层数。假层、附层（夹层）、插层、阁楼（暗

楼）、装饰性塔楼，以及凸出屋面的楼梯间、水箱间不计层数。 

8. A。A。同第 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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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房产要素测量 

→ 重要指数：★★☆☆☆ 

 

1 房产要素测量的内容和方法 

房产要素测量的内容包括：界址测量、境界测量、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测量、陆地交通测量、水域测量

和其他相关地物测量。 

房产要素的测量方法包括全野外数据采集、野外解析法测量、航空摄影测量等。 

 

2 界址测量 

房产界址点可从邻近基本控制点或高级界址点起算，以极坐标法、支导线法或正交法等野外解析法测

定，也可在全野外数据采集时和其他房地产要素同时测定。 

2.1 房产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房产界址点的精度分三级，各级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和间距超过 50m 的相邻界址点

间的间距中误差不超过表 4.4.1 的规定，间距未超过 50m 的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限差不应超过式 4.4.1 的

规定。 

表 4.4.1 房产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界址点等级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和相邻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m） 

中误差 限差 适用范围 

一 0.02 0.04 特殊要求 

二 0.05 0.10 新建商品房 

三 0.10 0.20 其他房屋 

式 4.4.1 间距在 50m 以内界址点间的间距误差限差 

∆𝑏𝑏 = ±(m𝑗𝑗 + 0.02𝑚𝑚𝑗𝑗𝑏𝑏) 

式中 ∆𝑏𝑏 —— 界址点坐标计算的边长与实量边长较差的限差； 

m𝑗𝑗  —— 相应等级界址点的点位中误差； 

𝑏𝑏 —— 相邻界址点间的距离。 

2.2 界址点的编号 

界址点以高斯投影的一个整公里格网（即 1:2000 比例尺 50cm × 50cm 标准图幅）为编号区，每个编

号区的代码以该公里格网西南角的横、纵坐标公里值确定。 

点的完整编号由编号区代码、点的类别代码、点的编号三部分组成，即 

编号区代码 + 点的类别代码 + 点的编号 

（9 位）        （1 位）     （5 位） 

（1）编号区代码由 9 位数组成：头 2 位数为高斯坐标投影带带号，第 3 位数为横坐标的百公里数，

第 4、5 位数为纵坐标的千公里和百公里数，第 6、7 位数和第 8、9 位数分别为横坐标和纵坐标的十公里

和整公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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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别代码用 1 位数表示，其中 1 表示平面控制点，2 表示高程控制点，3 表示界址点，4 表示房

角点，5 表示高程特征点。 

（3）点的编号用 5 位数表示。 

例如：某界址点的顺序号为 5，坐标为 x=3 263 245m，y=21 534 357m，则其 15 位编号为

215323463300005。 

 

3 境界测量 

测绘国界时，应根据边界条约或有关边界的正式文件精确测定，国界线上的界桩点应按坐标值展绘，

注出编号，并尽量注出高程。国内各级行政区划界应根据勘界协议、有关文件准确测绘，各级行政区划界

上的界桩、界碑按其坐标值展绘。 

 
4 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测量 

房屋应逐幢测绘，不同产别、不同建筑结构、不同层数的房屋应分别测量，独立成幢房屋，以房屋四

面墙体外侧为界测量；毗连房屋四面墙体，在房屋所有人指界下，区分自有、共有或借墙，以墙体所有权

范围为界测量。 

房角点以房屋外墙勒脚以上（100±20）cm 处墙角为测点。对正规的矩形建筑物，可直接测定三个房

角点坐标，另一个房角点的坐标可通过计算求出。 

→ 勒脚是指建筑外墙地面以上，窗台以下保护外墙的部分，是为防止雨水上溅墙身以及防止受土壤中水

分的侵蚀而做的防潮层。 

房屋附属设施测量，柱廊以柱外围为准；檐廊以外轮廓投影、架空通廊以外轮廓水平投影为准；门廊

以柱或围护物外围为准，独立柱的门廊以顶盖投影为准；挑廊以外轮廓投影为准。阳台以底板投影为准；

门墩以墩外围为准；门顶以顶盖投影为准；室外楼梯和台阶以外围水平投影为准。 

→ 对倾斜、弧状等非垂直墙体的房屋，按层高（高度）2.20m以上的部位为准量测，房屋墙体向外倾斜，

 超出底板外沿的，以底板投影为准量测。 

共有部位测量前，需对共有部位进行认定。认定时可参照购房协议、房屋买卖合同中设定的共有部位，

经实地调查后予以确认。 

 

5 陆地交通和水域测量 

陆地交通测量是指铁路、道路、桥梁测量。铁路以轨距外缘为准；道路以路缘为准；桥梁以桥头和桥

身外围为准测量。 

水域测量是指河流、湖泊、水库、沟渠、水塘测量。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以岸边线为准；沟渠、

池塘以坡顶为准测量。 

 

6 其他相关地物测量 

其他相关地物是指天桥、站台、阶梯路、游泳池、消火栓、检阅台、碑以及地下构筑物等。消火栓、

碑不测外围轮廓，以符号中心定位；天桥、阶梯路依比例绘出；站台、游泳池依边线测绘，内加简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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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过街地道等只表示出入口位置。 

 

7 测量草图 

测量草图是地块、建筑物、位置关系和房地调查的实地记录，是展绘地块界址、房屋、计算面积和填

写房产登记表的原始依据。在进行房地产测量时应根据项目的内容用铅笔现场绘制测量草图。测量草图包

括房屋用地测量草图和房屋测量草图。 

7.1 房屋用地测量草图 

房屋用地测量草图的内容包括： 

（1）平面控制网点及点号。 

（2）界址点、房角点相应的数据。 

（3）墙体的归属。 

（4）房屋产别、房屋建筑结构、房屋层数。 

（5）房屋用地用途类别。 

（6）丘（地）号。 

（7）道路及水域。 

（8）有关地理名称、门牌号。 

（9）观测手簿中所有未记录的测定参数。 

（10）测量草图符号的必要说明。 

（11）指北方向线。 

（12）测量日期、作业员签名。 

7.2 房屋测量草图 

房屋测量草图的内容及要求包括： 

（1）房屋测量草图均按概略比例尺分层绘制。 

（2）房屋外墙及分隔墙均绘单实线。 

（3）图纸上应注明房产区号、房产分区号、丘（地）号、幢号、层次及房屋坐落，并加绘指北方向

线。 

（4）住宅楼单元号、室号，注记实际开门处。 

（5）逐间实量，注记室内净空边长（以内墙面为准）、墙体厚度，数字取至厘米。 

（6）室内墙体凸凹部位在 0.1m 以上者，如柱垛、烟道、垃圾道、通风道等均应表示。 

（7）凡有固定设备的附属用房如厨房、厕所、卫生间、电梯、楼梯等均应实量边长，并加必要的注

记。 

（8）遇有地下室、复式房、夹层、假层等可另绘草图。 

（9）房屋外廓的全长与室内分段丈量之和（含墙身厚度）的较差在限差内时，应以房屋外廓数据为

准，分段丈量的数据按比例配赋。较差超限时须进行复量。 

→ 草图是手工绘制，所以草图表达的内容符合手工绘制的特点，如只能使用概略比例尺，墙体应画实线，

在内容较集中的地方可绘制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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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房屋附属设施测量中，柱廊的测量应以（ ）为准。 

A. 顶盖投影     B. 中心线    C. 柱外围     D. 基座 

2.（2016 年）地籍图上某点编号后六位为“3XXXXX”，则该点类型为（ ）。 

A. 控制点     B. 图根点    C. 界址点     D. 建筑物角点 

3.（2017 年）下列关于房屋测量草图内容及记录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住宅房号应注记在该户中间部位    B. 房屋外墙及内部分隔墙均用单实线显示 

C. 房屋凸出墙体 0.2 米的烟道应予显示   D. 室内净空边长及墙体厚度均取至厘米 

4.（2020 年）下列房产测量对象中，以底板投影为准进行测量的是（ ）。 

A. 檐廊     B. 柱廊    C. 阳台     D. 室外楼梯 

 

 

[ 参考答案 ] 

1. C。根据本节 4 中的内容，柱廊的测量以柱外围为准。 

2. C。根据本节 2.2 中的内容，后 5 位数为点的编号，倒数第 6 位为点的类别代码。类别代码用 1 位数表

示，其中 1 表示平面控制点，2 表示高程控制点，3 表示界址点，4 表示房角点，5 表示高程特征点。题中

是 3，表示界址点。 

3. A。根据 7.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4. C。4 中的原话：阳台以底板投影为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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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房产图绘制 
→ 重要指数：★★☆☆☆ 

 
房产图是房产产权、产籍管理的基本图件资料。按房产管理工作的需要，房产图分为房产分幅平面图、

房产分丘平面图和房产分户平面图。 

 

1 房产分幅图 

房产分幅图是全面反映房屋及其用地的位置、形状、面积和权属等状况的基本图。是绘制房产分丘图

和房产分户图的基础资料。 

1.1 房产分幅图的内容 

房产分幅图应表示的内容包括：控制点、行政境界、丘界、房屋、房屋附属设施和房屋围护物，以及

与房地产有关的地籍地形要素和注记。 

房产分幅图上应表示的房地产要素和房产编号包括房产区号、房产分区号、丘号、丘支号、幢号、房

产权号、门牌号、房屋产别、结构、层数、房屋用途和用地分类等，根据调查资料以相应的数字、文字和

符号表示。当注记过密容纳不下时，除丘号、丘支号、幢号和房产权号必须注记，门牌号可首末两端注记、

中间跳号注记外，其他注记按上述顺序从后往前省略。房产分幅图上在房屋轮廓线中央注记四位数字代码，

其中第一位表示房屋产别，第二位表示房屋建筑结构，第三、四位表示房屋的层数。 

图 4.5.1 房产分幅图 

行政境界一般只表示区、县和镇的境界线，街道办事处或乡的境界根据需要表示，境界线重合时，用

高一级境界线表示，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时，用丘界线表示，境界线跨越图幅时，应在内外图廓间的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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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出行政区划名称。 

1.2 房产分幅图的测绘方法 

房产分幅图的测绘方法有全野外采集数据成图、航摄像片采集数据成图、野外解析测量数据成图、编

绘法绘制房产图。 

1.3 房产分幅图绘制精度要求 

全野外采集数据或野外解析测量等方法所测量的房地产要素点和地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

误差不超过 0.05m。 

模拟方法测绘的房产分幅平面图上的地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超过图上 0.5mm。利

用已有的地籍图、地形图编绘房产分幅图时，地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超过图上 0.6mm。 

1.4 房产分幅图的基本规格 

房产分幅图采用 50cm×50cm 正方形分幅。 

建筑物密集区的房产分幅图一般采用 1:500 比例尺，其他区域的分幅图可以采用 1:1000 比例尺。 

 

2 房产分丘图 

房产分丘图是房产分幅图的局部明细图，是绘制房屋产权证附图的基本图。 

2.1 房产分丘图的内容 

房产分丘图上除表示房产分幅图的内容外，还应表示房屋权界线、界址点点号、窑洞使用范围、挑廊、

阳台、建成年份、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墙体归属和四至关系等各项房地产要素。 

房产分丘图上在房屋轮廓线中央注记八位数字代码，其中第一位表示房屋产别，第二位表示房屋建筑

结构，第三、四位表示房屋的层数，第五-八位表示房屋的建成年份。 

→ 由于分丘图和分幅图的作用和要素表达详细度不同，房屋注记代码比分幅图多加了建成年份。 

2.2 房产分丘图的基本规格 

房产分丘图的幅面可在 1092mm×787mm 全开纸的 1/32-1/4 选用。 

分丘图的比例尺根据丘面积大小，在 1:100 -1:1000 选用。 

2.3 房产分丘图绘制的技术要求 

（1）房产分丘图的坐标系统应与房产分幅图的坐标系统相一致。 

（2）房产分丘图上应分别注明周邻产权所有单位（或人）的名称，分丘图上各种注记的字头应朝北

或朝西。 

（3）测量本丘与邻丘毗连墙体时，共有墙以墙体中间为界，量至墙体厚度的 1/2 处；借墙量至墙体的

内侧；自有墙量至墙体外侧并用相应符号表示。 

（4）房屋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时，表示丘界线；房屋轮廓线与房屋权界线重合时，表示房屋权界线。 

 
3 房产分户图 

3.1 房产分户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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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房产分丘图 

房产分户图应表示的主要内容包括：房屋权界线、四面墙体的归属和楼梯、走道等部位，以及门牌号、

所在层次、户号、室号、房屋边长和房屋建筑面积等。房产分户平面图如图 4.5.3 所示。 

 3.2 房产分户图的基本规格 

房产分户图的幅面可选用 787mm×1092mm 的 1/32 或 1/16 等尺寸。 

房产分户图的比例尺一般为 1:200，当房屋图形过大或过小时，比例尺可适当放大或缩小。 

3.3 房产分户图绘制的技术要求 

房产分户图的方位应使房屋的主要边线与图框边线平行，按房屋的方向横放或竖放，并在适当位置加

绘指北方向符号。 

分户图上的文字注记： 

（1）房屋产权面积包括套内建筑面积和共有分摊面积，标注在分户图框内。 

（2）本户所在的丘号、户号、幢号、结构、层数、层次标注在分户图框内。 

（3）楼梯、走道等共有部位，需在范围内加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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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3 房产分户图 

 

 

[ 历年真题 ] 

1.（2013 年）房产分丘图绘制中，房屋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的处理方式为（ ）。 

A. 错开表示     B. 交替表示    C. 用丘界线表示   D. 用房屋权界线表示 

2.（2013 年）房产分幅平面图上某房屋轮廓线中央注记为“1234”，则该房屋的层数为（ ）。 

A. 4      B. 12      C. 23      D. 34 

3.（2015 年）房产分丘图上某房屋轮廓线中央注记为“12022002”，其中数字“1”表示该房屋的（ ）。 

A. 结构      B. 产别      C. 幢号     D. 建成年份 

4.（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房产分幅图采用的图幅规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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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0cm × 50cm    B. 50cm × 40cm   C. 50cm × 50cm    D. 自由分幅 

5.（2016 年）房产分幅图上，亭的符号定位中心在（ ）。 

A. 三角形顶点    B. 三角形中心   C. 三角形底边中心   D. 符号底部中心 

6.（2020 年）关于房产分丘图上的优先顺序，排序正确的是（ ）。 

A. 房屋轮廓线、房屋权界线、丘界线    B. 房屋权界线、房屋轮廓线、丘界线 

C. 丘界线、房屋轮廓线、房屋权界线    D. 丘界线、房屋权界线、房屋轮廓线 

7.（2021 年）下列关于房产图上门牌号和幢号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门牌号标注在房屋轮廓线内实际开门处   B. 门牌号标准在房屋轮廓线内中心位置 

C. 幢号标注在房屋轮廓线内右下角     D. 幢号标注在房屋轮廓线内中心位置 

8.（2022 年）房产图的分类包括（ ）。 

A. 房产分层图   B. 房产分丘图   C. 房产分区图   D. 房产分幅图 

E. 房产分户图 

 

 

[ 参考答案 ] 

1. C。本节 2.3 中的内容。房屋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时，表示丘界线；房屋轮廓线与房屋权界线重合时，

表示房屋权界线。 

2. D。本节 1.1 中的内容。房产分幅图上在房屋轮廓线中央注记四位数字代码，其中第一位表示房屋产别，

第二位表示房屋建筑结构，第三、四位表示房屋的层数。 

3. B。本节 2.1 中的内容。房产分丘图上在房屋轮廓线中央注记八位数字代码，其中第一位表示房屋产别，

第二位表示房屋建筑结构，第三、四位表示房屋的层数，第五-八位表示房屋的建成年份。 

4. C。本节 1.4 中的内容。房产分幅图采用 50cm×50cm 正方形分幅。 

5. D。房产图的图式对于符号定位中心的规定和地形图图式相同。对于亭的符号，其定位中心在其下方两

端点连线的中心点。详细规定可以参看第 3 章第 3 节的 3.3.3。 

6. D。2.3 中的原话。房屋权界线与丘界线重合时，表示丘界线；房屋轮廓线与房屋权界线重合时，表示房

屋权界线。 

7. A。《房产图图式》规定，幢号注在该幢房屋轮廓线内左下角，外加括号；房产权号、房产共有权号注

在幢号右侧与幢号并列；门牌号注在房屋轮廓线实际开门处。 

8. BDE。本节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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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房产面积测算 
→ 重要指数：★★★★★ 

 
房产面积测算均指水平面积的测算，包括房屋面积测算和房屋用地面积测算。其中房屋面积测算包括

房屋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产权面积、使用面积等测算。 

 

1 房屋面积的相关概念 

（1）房屋建筑面积系指房屋外墙（柱）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阳台、挑廊、地下

室、室外楼梯等。应是具备上盖，结构牢固，层高 2.20m 以上（含 2.20m）的永久性建筑。 

（2）房屋的共有建筑面积系指各产权主共同占有或共同使用的建筑面积。 

（3）房屋的产权面积系指产权主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的建筑面积为套内建筑

面积和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之和。房屋产权面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登记确权认定。 

（4）成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的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

成。套内房屋使用面积为套内房屋使用空间的面积，套内使用面积为套内卧室、起居室、过厅、过道、厨

房、卫生间、厕所、储藏室、壁柜等空间面积的总和；套内楼梯按自然层数的面积总和计入使用面积；不

包括在结构面积内的套内烟囱、通风道、管道井均计入使用面积；内墙面装饰厚度计入使用面积。 

（5）专有部分指具有结构和利用独立性，排他使用，能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部分。在面积计

算时应承担分摊面积，其内容有居住用房类、商业办公类、仓储库房类、工业用房类。规划上专属于特定

房屋，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经根据规划列入该特定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应当认定为专有部分。 

 

2 房屋面积测算的分类 

房屋面积测量按照测量方式和数据来源的不同可分为房屋面积预测和房屋面积实测。 

（1）房屋面积预测是指根据经规划部门审核的设计图纸，对房屋进行图纸数据采集，获取房屋面积

数据的过程。房屋面积预测成果可用于房屋预售、内部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部门允许的用途。 

（2）房屋面积实测是指房屋建成后，对房屋进行实地测量，获取房屋面积数据的过程。房屋面积实

测成果可用于房屋交易、产权登记、办理土地及规划手续、征地拆迁、房屋评估等。 

→ 并不是所有房屋都需要预测，一般来说只有需要进行商品房预售筹资的才需要进行预测。对于不经过

预售的房屋，如厂房、私房、拆迁房等，只需要进行实测即可。预测的时候房屋还未通过竣工验收，

属于期房，这是我国独特的商品房销售管理政策，预测是根据设计图纸计算面积，并不存在传统意义

上的测量误差，它可能会存在制图过程中的粗差、小数保留不一致造成的误差、计算机制图软件算法

不一致的误差。 

 预测和实测的允许误差比一般为 3%，根据《房屋预售合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 3％）

的，据实结算房价款，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 3％时，买受人有权退房。买受人不退房的，产权登记

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时，面积误差比在 3％以内（含 3％）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补足；超出 3％部

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产权归买受人。产权登记面积小于合同登记面积时，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

3％以内（含 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绝对值超出 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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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买受人。 

 

3 房产面积测算的精度要求 

我国房产面积测算的精度分为三个等级，各级房产面积测算的中误差和限差不得超过表 4.6.1 的规定。

实际房产测量工作中一般采用第二、第三等级精度标准。对新建商品房一般采用第二等级精度要求；对其

他房产建筑面积测算精度采用第三等级精度要求；其余有特殊要求的用户和城市商业中心黄金地段可采用

一级精度要求。 

房产面积测算中房屋边长取位至 0.01m、面积取位至 0.01m2。 

表 4.6.1 房产面积测算的中误差与限差 

精度等级 房产面积中误差 房产面积误差的限差 适用范围 

一级 )..( S00030S010 +±  )..( S00060S020 +±  特殊要求或黄金地段 

二级 )..( S0010S020 +±  )..( S0020S040 +±  新建商品房 

三级 )..( S0030S040 +±  )..( S0060S080 +±  其他普通房屋 

注：S 为房产面积，单位为 m2
。 

 

4 房屋建筑面积测算的有关规定 

4.1 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范围 

（1）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多层房屋按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复式、

跃层建筑中的挑空层部分，不论层高多少，均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楼梯井不作为挑空层认定。 

（2）房屋内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及其梯间、电梯间等其层高在 2.20m 以上的部位计算建筑面积。 

（3）穿过房屋的通道，房屋内的门厅、大厅，均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门厅、大厅内的回廊部分，

层高在 2.20m 以上的，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4）楼梯间、电梯（观光梯）井、提物井、垃圾道、管道井等均按房屋自然层计算面积。 

（5）房屋天面上，属永久性建筑，层高在 2.20m 以上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及斜面结构屋顶

高度在 2.20m 以上的部位，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6）挑楼、全封闭的阳台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7）属永久性结构有上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8）与房屋相连的有柱走廊，两房屋间有上盖和柱的走廊，均按其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9）房屋间永久性的封闭的架空通廊，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0）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其相应出入口，层高在 2.20m 以上的，按其外墙（不包括采光井、防潮层

及保护墙）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1）有柱或有围护结构的门廊、门斗，按其柱或围护结构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玻璃幕墙等作为房屋外墙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3）属永久性建筑有柱的车棚、货棚等按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4）依坡地建筑的房屋，利用吊脚做架空层，有围护结构的，按其高度在 2.20m 以上部位的外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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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投影面积计算。 

（15）有伸缩缝、沉降缝的房屋，若其与室内任意一边相通，具备房屋的一般条件，并能正常利用的，

伸缩缝、沉降缝应计算建筑面积。 

4.2 计算一半建筑面积的范围 

（1）与房屋相连有上盖无柱的走廊、檐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2）独立柱、单排柱的门廊、车棚、货棚等属永久性建筑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3）未封闭的阳台、挑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4）无顶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5）有顶盖不封闭的永久性的架空通廊，按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4.3 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1）层高小于 2.20m 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和层高小于 2.20m 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2）突出房屋墙面的构件、配件、装饰性的玻璃幕墙、垛、勒脚、台阶、无柱雨棚等。 

（3）与室内不相通的类似于阳台、挑廊、檐廊的建筑。 

（4）房屋之间无上盖的架空通廊。 

（5）房屋的天面，挑台，天面上的花园、泳池。 

（6）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及利用建筑物的空间安置箱、罐的平台。 

（7）骑楼、过街楼的底层用作道路街巷通行的部分。 

（8）临街楼房、挑廊下的底层作为公共道路街巷通行的，不论其是否有柱，是否有围护结构，均不

计算建筑面积。 

（9）利用引桥、高架路、高架桥、路面作为顶盖建造的房屋。 

（10）活动房屋、临时房屋、简易房屋。 

（11）独立烟囱、亭、塔、罐、池，地下人防干、支线。 

（12）与房屋室内不相通的房屋间伸缩缝。 

（13）楼梯已计算建筑面积的，其下方空间不论是否利用均不再计算建筑面积。 

 

5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 

5.1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的分类 

（1）房屋共有部分按照是否可被分摊分为可分摊共有部位和不可分摊共有部位。在分摊计算时，只

有可分摊共有部位可以被分摊。 

建筑物可分摊的共有部位一般包括（但不限于）：①交通通行类，如大堂、门厅、楼（电）梯间、楼

（电）梯前室、走道等；②仅为建筑物内部服务的共用设备用房类，如设备用房、水泵房、变配电室、附

属设施、垃圾收集间、消防注水池、风机房等；③公共服务用房类，如为幢内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

保洁间等；④建筑物基础结构类，如套与公共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水平投影面积的一

半、承重垛柱等。 

建筑物不可分摊的共有部位一般包括：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棚、车库，为多幢服务的警卫室、管理

用房，作为人防工程的地下室等。 

→ 建筑面积计算和分摊的单元是幢，不在同一幢内的房屋部位不可用于分摊。人防工程地下室平时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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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库等功能使用，战时做地下防空场所，属于公共设施，不能分摊。市政设施不可分摊。 

（2）房屋共有部分按照其使用功能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三类：①全幢共有部位：指为整幢服务的

共有部位，全幢进行分摊；②功能区间共有部位：指专为某几个功能区服务的共有部位，由其所服务的功

能区分摊；③功能区内共有部位，指专为某个功能区服务的共有部位，由该功能区分摊。 

5.2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的基本原则 

（1）产权各方有合法权属分割文件或协议的，按文件或协议规定执行。 

（2）无产权分隔文件或协议的，按相关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比例进行分摊。 

5.3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算公式 

分摊系数 = 需要分摊的共有面积总和 / 参加分摊的各单元建筑面积总和 

各单元参加分摊所得的分摊面积 = 分摊系数 × 各单元参加分摊的建筑面积 

5.4 各类房屋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计算 

（1）单一功能住宅楼共有面积分摊方法 

首先计算整幢住宅楼的总建筑面积，再计算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整幢住宅楼的总建筑面积扣除

整幢住宅楼各套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并扣除作为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棚、车库等和为多幢服务的警

卫室、管理用房、设备用房，以及人防工程等建筑面积，求得整幢住宅楼的共有面积。根据整幢住宅楼的

共有面积和整幢住宅楼的套内建筑面积的总和求取整幢住宅楼的共有面积分摊系数，再根据各套房屋的套

内建筑面积，求得各套房屋分摊所得的共有面积。 

随着建筑设计的不断进步和共有形式的愈加复杂，往往单一功能住宅楼也有可能因为单元间户型、楼

层、拥有电梯部数等不同需要按单元进行独立分摊。此时，单一住宅楼可按单元划分功能区，按照多功能

综合楼的共有面积分摊方式进行分摊计算即可。 

（2）商住楼共有面积的分摊方法 

首先将全幢共有建筑面积分摊到住宅和商业两个功能区。然后将两个功能区分摊所得的幢共有面积加

上功能区本身的共有面积再各自在功能区内进行分摊。依照前述的方法和计算公式，按各套的套内建筑面

积分摊计算各套房屋分摊所得的共有面积。 

（3）多功能综合楼共有面积的分摊方法 

多功能综合楼是指具有多种用途的建筑物，即同一幢建筑物内可能有住宅、商业、办公、酒店、自行

车库、汽车库等多个用途的房屋。各共有部位的功能与服务对象也并不相同。因此，一般情况下，多功能

综合楼不能与单一功能住宅楼一样，用一个分摊系数进行一次分摊。而是应按照谁使用谁分摊的原则，将

各个共有部位面积按照各自的功能和服务对象分别进行分摊，即进行多级分摊。 

多功能综合楼的分摊计算应采取由整体到局部的分摊模式，即首先进行整幢房屋共有面积的分摊，把

它分摊至各功能区；其次，进行功能区间的共有面积的分摊，同样分摊至各功能区；分摊至功能区的整幢

共有面积和功能区间共有面积与功能区内共有面积加在一起，再进行功能区内部分摊。依次类推，直至将

所有的共有面积分摊至各套或各户。套内建筑面积加上分摊所得的共有面积，就得到了各套或各户的建筑

面积。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现行《房产测量规范》未做出测量精度要求规定的房产测量对象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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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房产界址点    B. 房角点     C. 房屋面积    D. 房屋边长 

2.（2011 年）按现行《房产测量规范》，房屋层高（ ）m 以下不计算建筑面积。 

A. 2.2      B. 2.4      C. 2.6      D. 2.8 

3.（2011 年）商住楼中住宅与商业共同使用的共有建筑面积，按住宅与商业的（ ）比例分摊给住宅和商

业。 

A. 房屋价值     B. 建筑面积     C. 土地面积    D. 土地价值 

4.（2011 年）按现行《房产测量规范》，房屋的建筑面积由（ ）组成。 

A. 套内建筑面积和套内墙体面积 

B. 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 

C. 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 

D. 套内建筑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和套内墙体面积 

5.（2012 年）有套房屋登记建筑面积为 120m2，共有面积分摊系数为 0.200，则该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

为（ ）m2。 

A. 96      B. 100      C. 140      D. 144 

6.（2012 年）现行《房产测量规范》规定，一级房屋房产面积测算限差的计算公式为（ ）。 

A. )S0006.0S02.0( +±                B. )S0006.0S01.0( +±  

C. )S0001.0S02.0( +±            D. )S0002.0S02.0( +±  

7.（2013 年）按现行房产测量规范三级房产面积精度要求，面积为 100m2的房产面积限差为（ ）m2。 

A. ±1.2     B. ±1.4     C. ±1.6     D. ±1.8 

8.（2013 年）下列建筑结构中，房屋建筑面积测算时，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的是（ ）。 

A. 房屋间无上盖架空通廊        B. 无顶盖室外楼梯 

C. 利用高架路为顶盖建造的房屋      D. 房屋天面上的露天泳池 

9.（2013 年）下列建筑部位中，应计入套内房屋使用面积的有（ ）。 

A. 套内楼梯           B. 不包括在结构面积内的套内管井 

C. 套内卧室          D. 套内阳台 

E. 内墙面装饰厚度 

10.（2014 年）依据建筑设计图纸进行房屋面积测算时，下列关于其结果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无错误，可能有误差        B. 可能有错误，无误差 

C. 无错误，无误差         D. 可能有错误，可能有误差 

11.（2014 年）下列房屋内部结构中，净高度达到 2.50m 时需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是（ ）。 

A. 房屋内设备夹层   B. 房屋内操作平台  C. 厂房内上料平台   D. 大型水箱构架 

12.（2015 年）下列建筑部位中，层高达到 2.20m 以上不应计算建筑面积的是（ ）。 

A. 无顶盖室外楼梯         B. 未封闭的阳台    

C. 可通屋内的有柱走廊        D. 以高架路为顶盖的房屋 

13.（2015 年）某套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为 120 m2，共有面积分摊系数为 0.200，则该套房屋的建筑面积为

（ ）m2。 

A. 96      B. 100      C. 140      D. 144 

14.（2016 年）下列部位水平投影面积中，不可计入房屋套内使用面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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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套内两卧室间隔墙   B. 套内两层间楼梯  C. 内墙装饰面厚度   D. 套内过道 

15.（2016 年）下列空间部位水平投影面积中，可作为房屋共有面积分摊的有（ ）。 

A. 建筑物外墙一半水平投影面积      B. 地下室人防水平投影面积 

C. 地面露天停车位水平投影面积      D. 楼顶电梯机房水平投影面积 

E. 建筑物首层入口门厅水平投影面积 

16.（2017 年）下列建筑部位中，应按水平投影计算单层全部建筑面积的是（ ）。 

A. 住宅楼层高 6m 大堂       B. 以高架桥为顶的收费岗亭 

C. 屋顶天面上的露天泳池       D. 无顶盖室外楼梯 

17.（2017 年）下列关于成套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构成关系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 套内建筑面积 = 套内使用面积 + 套内阳台面积 

B. 套内建筑面积 = 套内使用面积 + 套内墙体面积 + 套内阳台面积 

C. 套内建筑面积 = 套内使用面积 + 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 

D. 套内建筑面积 = 套内使用面积 + 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 + 套内墙体面积 

18.（2017 年）下列空间部位中，其水平投影面积不得作为房屋共有面积分摊的有（ ）。 

A. 为多个小区服务的警卫室      B. 小区内地面停车场 

C. 住宅楼层顶电梯机房       D. 小区内独立地下车库 

E. 住宅地下室人防工程 

19.（2018 年）房产面积精度分为（ ）级。 

A. 五     B. 四     C. 三     D. 二 

20.（2018 年）套内使用面积为 80 m2，套内不封闭阳台水平投影建筑面积 10 m2，自有墙体水平投影建

筑面积 10 m2，套与邻套、公共空间隔墙及外墙（包括山墙）水平投影建筑面积 10 m2，不考虑其他情况，

则该套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为（ ）m2。 

A. 95     B. 100     C. 105     D. 110 

21.（2019 年）套内卧室、起居室等空间（不含阳台）水平投影面积为 60 平方米，套内各使用空间之间自

有隔墙水平投影建筑面积为 10 平方米，不在结构面积内的套内通风道、管井面积各 5 平方米，套内阳台

面积为 15 平方米。不考虑其他因素，则该套房屋套内使用面积为（ ）平方米。 

A. 85     B. 80     C. 75     D. 70 

22.（2019 年）房产测绘中，以下层高超过 2.2m 的建筑部位需要按水平投影计算一半建筑面积的有（ ）。 

A. 有上盖未封闭的阳台       B. 有上盖未封闭的室外楼梯 

C. 有上盖未封闭的单排柱永久使用的车棚   D. 有上盖未封闭的独立凉亭 

E. 有上盖未封闭的架空走廊 

23.（2020 年）甲乙两单位共建房屋，双方约定配电室面积 20m2平均共有，其他共有面积 50m2无特殊约

定正常分摊。计算两单位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 230m2、340m2，则套内建筑面积分别为（ ）。 

A. 200m2、300m2   B. 202m2、298m2   C. 195m2、305m2  D. 210m2、290m2 

24.（2021 年）房产测量中，下列不计算建筑面积的是（ ）。 

A. 楼房内管道井   B. 楼顶露天泳池   C. 有顶未封闭阳台  D. 无顶室外楼梯 

25.（2021 年）房产测绘成果出现下列哪种情况是测绘质量有问题（ ）。 

A. 成果总建筑面积与规划许可总建筑面积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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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筑物分摊后幢总建筑面积与分摊前幢总建筑面积不符 

C. 成果图上建筑物外轮廓与建筑物自然状况不符 

D. 成果中各分户面积较房屋预售面积普遍相差 3%以上 

E. 房屋内未有权属界线分隔的部位在成果中按有分隔显示 

26.（2022 年）房产测量工作中，下列不计算建筑面积的是（ ）。 

A. 无顶盖的室外楼梯        B. 利用高架桥作为顶盖建造的房屋 

C. 未封闭的阳台         D. 可通屋内的有柱走廊 

27.（2022 年）某套房子的建筑面积为 125 平方米，自有墙体的水平投影面积为 5 平方米，套内阳台面积

为 10 平方米，不在结构面积内的套内通风道、管井面积各 5 平方米，分摊系数是 0.25，则套内房屋的使

用面积是多少（ ）。 

A. 70     B. 85     C. 90     D. 100 

28.（2022 年）房产面积测算的精度分为（ ）个等级。 

A. 1      B. 2      C. 3      D. 4 

 

 

[ 参考答案 ] 

1. D。第 4 节 2.1 中对界址点的测量精度做出了要求，第 5 节 1.3 中对地物点测量精度做出要求，本节 3

中对房产面积测算做出要求。只有房屋边长未有要求。 

2. A。根据本节 1 中的概念，房屋建筑面积系指房屋外墙（柱）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

阳台、挑廊、地下室、室外楼梯等，且具备上盖，结构牢固，层高 2.20m 以上（含 2.20m）的永久性建筑。 

3. B。根据 5.3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算公式可知共有面积的分摊是按建筑面积的比例。 

4. C。本节 1（2）中的内容。房屋的建筑面积为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得到的共有建筑面积之和。 

5. B。根据 5.3 的公式，设该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为 S，可列出 S+0.2S=120，计算得出 S=100。 

6. A。根据表 4.6.1 得出答案。 

7. B。根据表 4.6.1，三级面积限差计算公式为 )..( S0060S080 +± ，将 S=100 代入公式计算得出结果。 

8. B。根据本节 4.2 中的内容，无顶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A 房屋建无上盖架空

通廊、C 利用高架路为顶盖建造的房屋、D 房屋天面上的露天泳池均不计算建筑面积。 

9. ABCE。本节 1（4）中的内容。套内房屋使用面积为套内房屋使用空间的面积。 

10. B。根据本节 2 中的内容，根据图纸算面积，图上的尺寸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误差。 

11. A。根据本节 4.1 中的内容，房屋内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及其梯间、电梯间等其层高在 2.20m 以上的

部位计算建筑面积。 

12. D。根据本节 4.3，利用引桥、高架路、高架桥、路面作为顶盖建造的房屋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13. D。设该套房屋的建筑面积为 S，可列出 S=120+120×0.2=144。 

14. A。本节 1（4）中的内容。成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的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套内阳

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套内房屋使用面积为套内房屋使用空间的面积，套内使用面积为套内卧室、起居

室、过厅、过道、厨房、卫生间、厕所、储藏室、壁柜等空间面积的总和；套内楼梯按自然层数的面积总

和计入使用面积；不包括在结构面积内的套内烟囱、通风道、管道井均计入使用面积；内墙面装饰厚度计

入使用面积。A 选项的隔墙属于套内墙体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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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DE。本节 5.1（1）中的内容。 

16. A。4.1（1）中的知识。复式、跃层建筑中的挑空层部分，不论层高多少，均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 

17. B。1（4）中的知识。成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的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套内阳台建筑

面积三部分组成。 

18. ABDE。5.1（1）中的知识。建筑物不可分摊的共有部位一般包括：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棚、车库，

为多幢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作为人防工程的地下室等。 

19. C。3 中的知识。我国房产面积测算的精度分为三个等级。 

20. B。套内自有墙体（非公有墙）按水平投影面积全部计入套内墙体面积；各套之间隔墙与套与公共建筑

空间的分隔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均按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未封闭的阳台一半。所以，80 + 10/2 + 10 

+ 10/2 = 100 m2。 

21. D。1 中的内容。套内房屋使用面积为套内房屋使用空间的面积，套内使用面积为套内卧室、起居室、

过厅、过道、厨房、卫生间、厕所、储藏室、壁柜等空间面积的总和；不包括在结构面积内的套内烟囱、

通风道、管道井均计入使用面积。60 + 5 + 5 = 70 平方米。 

22. ACE。根据 4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3. A。分摊系数为 50/（570-70）=0.1。设甲套内面积为 S，则有 10+S+0.1S=230，算得 S=200，乙同理。 

24. B。根据 4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5. BCE。BCE 都是测错了，AD 则有可能是测错，也有可能是房屋建错了。 

26. B。根据 4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7. B。根据分摊系数求出套内面积为 100 平方米，再减去套内墙体面积和套内阳台面积即为套内使用面积。 

28.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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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房产变更测量 

→ 重要指数：★★☆☆☆ 

 

房产变更测量是指在完成了房产测绘工作之后，为了适应日常房产管理工作的需要，对房屋及其附属

建筑物的权属、位置、界线、数量、质量等进行的变更调查和测量。 

 

1 房产变更测量的分类 

房产变更测量分为现状变更测量和权属变更测量两类。 

1.1 现状变更测量 

（1）房屋的新建、拆迁、改建、扩建，房屋建筑结构、层数的变化。 

（2）房屋的损坏与灭失，包括全部拆除或部分拆除、倒塌和烧毁。 

（3）围墙、栅栏、篱笆、铁丝网等维护物以及房屋附属设施的变化。 

（4）道路、广场、河流的拓宽、改造，河、湖、沟渠、水塘等边界的变化。 

（5）地名、门牌号的更改。 

（6）房屋及其用地分类面积增减变化。 

1.2 权属变更测量 

（1）房屋买卖、交换、继承、分割、赠与、兼并等引起的房屋权属的转移。 

（2）土地使用权界的调整，包括合并、分割、塌没和截弯取直。 

（3）征拨、出让、转让土地而引起的土地权属界线的变化。 

（4）他项权利范围的变化和注销。 

 
2 房产变更测量的程序与方法 

房产变更测量应根据房地产变更资料，先进行房产调查，再进行房地产权界的测定和房产面积的测算，

最后进行房地产资料的修正与整理。 

 
3 房产变更测量的精度要求 

（1）变更后的分幅、分丘图图上精度，新补测的界址点的精度都应符合国标的规定。 

（2）房产分割后各户房屋建筑面积之和与原有房屋建筑面积的不符值应在限差以内。 

（3）用地分隔后各丘面积之和与原丘面积的不符值应在限差以内。 

（4）房产合并后的建筑面积，取被合并房屋建筑面积之和；房屋用地合并后的面积，取被合并的各

丘面积之和。 

 

4 房地产编号的变更 

（1）房屋用地的合并与分割都应重新编丘号，新增丘号按编号区内的最大丘号续编。 

（2）组合丘内，新增丘支号按丘内的最大丘支号续编。 

（3）新增的界址点或房角点的点号，分别按编号区内界址点或房角点的最大点号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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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产合并或分割应重新编幢号，原幢号作废，新幢号按丘内最大幢号续编。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房地产变更测量分为（ ）测量两类。 

A. 现状变更和权属变更        B. 面积变更和结构变更  

C. 权界变更和权属变更        D. 面积变更和权属变更 

2.（2012 年）某宗地内共有登记房屋 36 幢，若幢号为 35、36 的两幢房屋进行房产合并，则合并后的房

产幢号为（ ）。 

A. 35      B. 36      C. 37     D. 35-1 

3.（2013 年）下列房屋或其用地状况发生变化情形中，应进行房屋权属变更测量的为（ ）。 

A. 房屋扩建，层数发生变化       B. 房屋附属门廊拆除 

C. 房屋门牌号变化         D. 房屋用地权界截弯取直 

4.（2020 年）现行规范规定，房产变更测量分为（ ）两类。 

A. 图纸变更测量和实地变更测量     B. 现状变更测量和权属变更测量 

C. 房屋变更测量和用地变更测量     D. 内业变更测量和外业变更测量 

 

 

[ 参考答案 ] 

1. A。根据 1 中的内容，房产变更测量分为现状变更测量和权属变更测量两类。 

2. C。根据 4 中的内容，房产合并或分割应重新编幢号，原幢号作废，新幢号按丘内最大幢号续编。 

3. D。根据 1.2 中的内容，土地使用权界的调整，包括合并、分割、塌没和截弯取直属于权属变更测量。 

4. B。同第 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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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房产测绘成果管理 

→ 重要指数：★☆☆☆☆ 
 
1 房产测绘成果质量管理 

1.1 房产测绘成果质量管理 

房产测绘成果实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制。一级检查为过程检查，在全面自检、互查的基础上，由作业

组的专职或兼职检查人员承担。二级检查由施测单位的质量检查机构和专职检查人员在一级检查的基础上

进行。 

检查验收工作应在二级检查合格后由房产测绘单位的主管机关实施，二级检查和验收工作完成后应分

别写出检查、验收报告。产品成果最终验收工作由任务的委托单位组织实施，验收工作结束后应写出检查

报告和验收书。 

1.2 房产测绘成果检查、验收项目及内容 

（1）控制测量 

① 控制测量网的布设和标志埋设是否符合要求。 

② 各种观测记录和计算是否正确。 

③ 各类控制点的测定方法、扩展次数及各种限差、成果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④ 起算数据和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平差的成果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2）房产调查 

① 房产调查的内容与填写是否齐全、正确。 

② 调查表中的用地略图和房屋权界线示意图上的用地范围线、房屋权界线、房屋四面墙体归属，以及

有关说明、符号和房产图上是否一致。 

（3）房产要素测量 

① 房产要素测量的测量方法、记录和计算是否正确。 

② 各项限差和成果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③ 测量的要素是否齐全、准确，对有关地物的取舍是否合理。 

（4）房产图绘制 

① 房产图的规格尺寸，技术要求，表述内容，图廓整饰等是否符合要求。 

② 房地产要素的表述是否齐全、正确，是否符合要求。 

③ 对有关地形要素的取舍是否合理。 

④ 图面精度和图边处理是否符合要求。 

（5）房产面积测算 

① 房产面积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② 用地面积的测算是否正确，精度是否符合要求。 

③ 共有与共用面积的测定和分摊计算是否合理。 

（6）房产变更测量成果的检查 

① 房产变更测量的方法，测量基准、测绘精度等是否符合要求。 

② 房产变更测量后房地产要素编号的调整与处理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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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产测绘成果档案管理 

2.1 房产测绘成果档案内容 

（1）房产测绘技术设计书。 

（2）成果资料索引及说明。 

（3）控制测量成果资料，用于布设和加密房产控制网的起始控制点、完成的房产控制网的各等级控

制点、各类界址点坐标成果表以及相应点的点之记均应归入房产测绘成果档案。 

（4）房产测算成果资料，房屋面积实测算原始数据记录、草图以及房屋面积预测算所依据的成套的

建筑施工图纸；数据计算成果纸质文件及电子文件。纸质文件包括报告书、房屋登记图表、分摊计算表等；

电子版文件包括报告书及房屋登记图表、数据库文件包等。 

（5）图形数据成果和房产原图及相应数据库文件。 

（6）技术总结。 

（7）检查验收报告等，包括检查及处理记录、产品检验记录单、产品检测传递单等。 

（8）作业人员对于面积测算过程需要说明的文件。 

（9）房屋共有面积计算所依据的分摊文件。 

（10）委托单位提供的和面积测算所依据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2.2 房产测绘成果档案存档整理要求 

（1）整理的原则 

由于房产测绘成果在进行产权认定后具有法律效力，要求在整理房产测绘成果档案时应保证所有数据

的客观性，包括原始测量数据、面积计算依据和权属证明等。所有成果资料都应明确责任人。 

（2）分类编号与建立档案 

整理后的房产测绘成果资料须分类编号进行建档，每案卷编一个档案号。案卷可以按街坊，也可以按

幢为单位编制。档案号通常包括分类代号和案卷顺序号两部分，两者之间用破折号隔开。 

（3）档案文件要求 

① 所有原始数据记录及草图应完整、整洁，测量人员与记录人员及测量日期应填写无误，多页记录应

顺序编号。 

② 计算过程资料、成果资料的各类图标均应完整成套，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内容一致。 

③ 所搜集的房屋信息资料和测算依据资料完整，并由提供方签字或加盖公章。 

④ 存档文件应当符合相应纸张规格，所有纸质文件不得用圆珠笔书写，除外业记录手簿和草图外，所

有纸质文件不得用铅笔书写。传真文件须复印后存档。 

⑤ 所有文件不重份。电子文件须保存历次版本时，应在电子文件命名时加入时间字段。 

 
3 房产测绘成果备案管理 

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在房屋的交易、登记、档案以及整个房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各个环节中，都需要

采用相应的房产测绘成果和房产测绘服务。房产测绘提供的成果和服务，为整个房产管理工作奠定了数据

基础。同时，房产测绘数据一旦被房产行政管理部门采用，将产生极为严肃的法律效力；与此相对应，房

产测绘数据一旦出现问题，也将会产生极大的社会矛盾。因此，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在采用房产测绘机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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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成果和提供的服务时，要按照《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的要求，必须实行房产测绘成果备案审查。 

目前房产测绘成果备案审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施测单位的资格。主要审查房产测绘单位是否取得了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房产测绘资格证

书，是否具备在当地从事房产测绘的资格，是否按照资质许可的范围承揽业务、提供服务。 

（2）测绘成果的适用性。主要审查房产测绘单位提交的测绘成果的形式、数据格式是否符合当地房

产管理工作的要求。 

（3）界址点的准确性、面积测算的依据与方法。主要审查房产测绘单位出具的测绘成果在精度上、

准确性上、房屋面积测算的标准上、方法的选择上是否符合国标的规定。 

（4）其他当地房产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审查内容。 

当房产测绘机构出具的房产测绘成果、提供的房产测绘服务满足上述要求时，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对该

测绘成果予以备案，并在后续的各项房产管理环节中采用该测绘成果和服务。 

→ 房产主管部门主要审查房产测绘成果是否适用于办理本地区的房屋产权证，并审视成果格式与计算方

法，至于在房屋测量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和错误，并不在房产主管部门的审查范围内。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用于权属登记的房产测量成果备案时，下列内容中，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不需审核的是（ ）。 

A. 界址点准确性         B. 面积测算的方法和依据 

C. 测绘单位的资格        D. 面积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 

2.（2015 年）根据《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用于房屋权属登记等房产管理的房产测绘成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对其（ ）进行审核。 

A. 施测单位的资格  B. 适用性   C. 界址点准确性   D. 面积测算依据与方法 

E. 档案管理情况 

 

[ 参考答案 ] 

1. D。根据 3 中的内容可得知答案。 

2. ABCD。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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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地籍测绘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本章平均每年出现 6 题。（20 年 5 题，21 年 6 题，22 年 3 题） 

案例分析：11、15、16 年各出现 1 题，14、20、22 年与房产测绘结合出 1 题。 

 

第 1 节 概述 

→ 重要指数：★☆☆☆☆ 

 

1 地籍与地籍管理 

1.1 地籍 

地籍是指国家为了一定的目的，记载土地的权属、界址、数量、质量和用途等基本情况的图簿册，其

核心意义在于反映土地权利之归属。 

按地籍的用途和发展阶段不同可划分为税收地籍、产权地籍和多用途地籍（现代地籍）。地籍最初由

收取赋税之需而产生，我国历来有“税由籍而来，籍为税而设之”的说法。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现代

地籍不但为土地税收和土地产权保护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全面、科学地管理土地提供信息服务。现代地籍

是以土地地块为基础的地籍信息系统。 

1.2 地籍管理 

地籍管理是国家为获得地籍资料而采取的一系列地政措施。我国地籍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权属调查、

地籍测绘、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分等定级、地籍档案与信息管理等。权属调查和地籍测绘是地籍管

理的基础工作。地籍档案与信息管理是地籍管理各项工作成果的归宿，并为土地管理各项工作提供参考和

依据。 

 

2 地籍调查 

地籍调查指依照国家的规定，通过权属调查和地籍测绘，查清宗地的权属、界址、面积、用途和位置

等情况，形成数据、图表、簿册等调查资料，为土地登记、核发证书提供依据的基础性工作。权属调查是

调查核实土地权利状况，确定界址点和权属界线的行政性工作，权属调查工作主要是定性的；地籍测绘则

主要是根据权属调查成果进行现场测绘的技术性工作，地籍测绘工作主要是定量的。地籍调查结束后，应

将成果资料按照地籍数据库建设的要求入库，并建设地籍信息系统。 

地籍调查是土地登记的法定程序，是土地登记的基础工作，其成果资料经土地登记后，具有法律效力。 

地籍调查可以分为地籍总调查和日常地籍调查。 

地籍总调查指在一定时间内，对辖区内或特定区域内土地进行的全面地籍调查。日常地籍调查指因宗

地设立、灭失、界址调整及其他地籍信息的变更而开展的地籍调查。地籍总调查起到了地籍管理基础建设

的作用。 

日常地籍调查是地籍管理的日常性工作，随着日常地籍调查的开展，地籍管理信息库建设越来越丰富，

不仅奠定了地籍管理的基础，也为土地管理科学的研究积累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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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地籍管理的内容包括土地调查、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分等定级估价、（ ）等。 

A. 地籍档案建立    B. 地籍图测绘    C. 界址点测定    D. 宗地图测绘 

2.（2015 年）下列地籍要素中，对地籍管理最重要的是（ ）。 

A. 土地权属     B. 土地价格     C. 土地质量    D. 土地用途 

3.（2018 年）下列工作中，不属于地籍测绘工作的是（ ）。 

A. 调查土地界址点情况       B. 布设地籍控制网 

C. 量算宗地面积         D. 量算房屋分层分户面积 

 

 

[ 参考答案 ] 

1. A。1.2 中的内容。我国地籍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权属调查、地籍测绘、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土地分

等定级、地籍档案与信息管理等。土地调查包含了权属调查和地籍测绘。 

2. A。根据 1.1 中的内容可以总结得出答案。 

3. D。量算房屋分层分户面积属于房产测绘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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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权属调查 

→ 重要指数：★☆☆☆☆ 

 
权属调查是地籍测量的前提和基础，其调查单元是宗地。调查成果经土地权利人认定，便可同地籍测

量的成果一并作为审核和制作土地权属法律文书的基础。土地权属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土地权属状况和

界址、绘制宗地草图、填写地籍调查表、签订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或填写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等。 

 

1 地籍调查的单元 

1.1 地籍调查的单元和划分区 

地籍调查的基本单元是宗地。宗地是被土地权属界址线封闭的地块或空间。 

地籍调查区可以划分为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在县级行政区内，以乡（镇）、街道界线为基础结合明显

线性地物划分地籍区。在地籍区内，以行政村、居委会或街坊界线为基础结合明显线性地物划分地籍子区。

地籍区、地籍子区划定后，其数量和界线应保持稳定，原则上不随所依附界线或线性地物的变化而调整。 

1.2 宗地编号代码 

宗地代码采用五层 19 位层次码结构，按层次分别表示县级行政区划、地籍区、地籍子区、土地权属

类型、宗地顺序号。 

行政区代码 + 地籍区代码 + 地籍子区代码 + 权属类型代码 + 宗地顺序号 

（6 位）    （3 位）   （3 位）    （2 位）    （5 位） 

第一层次为县级行政区划，代码为 6 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确定。 

第二层次为地籍区，代码为 3 位，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三层次为地籍子区，代码为 3 位，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第四层次为土地权属类型，代码为 2 位。其中，第一位表示土地所有权类型，用 G、J、Z 表示，“G”

表示国家土地所有权，“J”表示集体土地所有权，“Z”表示土地所有权争议；第二位表示宗地特征码，

用 A、B、S、X、C、W、Y 表示，“A”表示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B”表示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地

表），“S”表示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地上），“X”表示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地下），“C”表示宅

基地使用权宗地，“W”表示使用权未确定或有争议的土地，“Y”表示其他土地使用权宗地，用于宗地

特征扩展。 

第五层次为宗地顺序号，代码为 5 位，用 00001 - 99999 表示。 

两个或两个以上农民集体共同所有的地块，且土地所有权界线难以划清的，应设为共有宗。两个或两

个以上权利人共同使用的地块，且土地使用权界线难以划清的，应设为共用宗。 

公用广场、停车场、市政道路、公共绿地、市政设施用地、城市（镇、村）内部公用地、空闲地等可

单独设立宗地。土地权属有争议的地块可单独设为一宗地。 

 
2 权属调查工作底图 

2.1 工作底图的选择与制作 

（1）工作底图比例尺及坐标系统宜与测绘制作的地籍图成图一致。 

（2）已有土地利用现状图、地籍图、地形图、航空航天正射影像图（DOM）等图件可作为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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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 

（3）无图件的地区，可以在地籍子区范围内绘制所有宗地的位置关系图形成调查工作底图。 

（4）工作底图上应标绘地籍区和地籍子区界线。 

（5）除了无图件的地区，工作底图都应该是数字化的，并输出一份纸质的工作底图用于土地权属调

查和地形要素的调绘或修补测。 

2.2  预编宗地代码 

（1）根据土地登记申请书及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材料，将每一宗地标绘到工作底图上，在地籍子区范

围内，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统一预编宗地代码，并填写到地籍调查表及土地登记申请书上。 

（2）通过地籍调查正式确定宗地代码。 

 
3 土地权属状况调查 

3.1 土地权利人 

调查核实土地权利人的姓名或者土地权利人的名称、单位性质、行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姓名及其身份证明、代理人姓名及其身份证明等。 

3.2 土地权属性质及来源 

调查核实土地的权属来源证明材料、土地权属性质、使用权类型、使用期限等。 

→ 我国土地所有权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自然人不能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城市市

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包括：划拨、出让、作价出资（入股）、租赁、授权经营；集体土地使用权

取得方式包括：荒地拍卖、批准拨用宅基地、批准拨用企业用地、集体土地入股（联营）。 

→ 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

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划拨地是指国家对某些主要涉及国防、公益等用地单位给予土地的一种方式，它与出让地主要区别在

于是否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者不能擅自处分划拨土地使用权，即不能转让、抵押和出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有偿转让，但要按规定程序和条件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

府批准，办理相关的手续，并补缴土地出让金。 

3.3 土地位置 

对土地所有权宗地，调查核实宗地四至，所在乡（镇）、村的名称，所在图幅等。对土地使用权宗地，

调查核实土地坐落、宗地四至、所在图幅等。 

3.4 土地用途 

调查核实土地的批准用途和实际用途。 

对土地使用权宗地，根据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或用地批准文件确定批准用途，并现场调查确定实际用途。 

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不调查批准用途和实际用途。宗地内各种地类的面积及其分布直接引用已有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采用一级、二级二个层次的分

类体系，共分 12 个一级类、73 个二级类，如下表。 

表 5.2.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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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耕地  

0101：水田 0102：水浇地 0103：旱地                                                                                                                     

 02——园地  

0201：果园 0202：茶园 0203：橡胶园 0204：其它园地                                      

03——林地  

0301：乔木林地 0302：竹林地 0303：红树林地 0304：森林沼泽 0305：灌木林地 0306：灌丛沼泽 0307：其他林

地 

04——草地  

0401：天然牧草地 0402：沼泽草地 0403：人工牧草地 0404：其他草地 

05——商服用地 

0501：零售商业用地 0502：批发市场用地 0503：餐饮用地 0504：旅馆用地 0505：商务金融用地 0506：娱乐用

地 0507：其他商服用地 

06——工矿仓储用地 

0601：工业用地 0602：采矿用地 0603：盐田  0604：仓储用地 

07——住宅用地 

0701：城镇住宅用地 0702：农村宅基地 

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01：机关团体用地 0802：新闻出版用地 0803：教育用地 0804：科研用地 0805：医疗卫生用地 0806：社会福

利用地 0807：文化设施用地 0808：体育用地 0809：公用设施用地 0810：公园与绿地 

09——特殊用地 

0901：军事设施用地 0902：使领馆用地 0903：监教场所用地 0904：宗教用地 0905：殡葬用地 0906：风景名胜

设施用地 

10——交通运输用地 

1001：铁路用地 1002：轨道交通用地 1003：公路用地 1004：城镇村道路用地 1005：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1007：机场用地 1008：港口码头用地 1009：管道运输用地 

11——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01：河流水面 1102：湖泊水面 1103：水库水面 1104：坑塘水面 1105：沿海滩涂 1106：内陆滩涂 1107：沟渠 

1108：沼泽地 1109：水工建筑用地 1110：冰川及永久积雪 

12——其他土地 

1201：空闲地 1202：设施农用地 1203：田坎 1204：盐碱地 1205：沙地 1206：裸土地 1207：裸岩石砾地 

3.5 其他 

包括土地的共有共用、土地权利限制等情况。 

 
4 界址调查 

界址调查是调查人员按照现场勘查的情况，结合已有地籍调查成果及其有关证明材料，组织本宗地权

利人和相邻宗地权利人进行边界指认，确定宗地权属界线，划定争议界线和范围，并相应设定宗地界址点、

界址线和测量界址边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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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调查包括指界、界标设置和界址边长丈量等工作。 

4.1 指界 

（1）一般规定 

① 对土地权属来源资料合法，界址明确，经实地核实界址无变化的宗地，可直接利用已有资料填写地

籍调查表，原土地权属来源资料复印件作为地籍调查表的附件。 

② 土地权属来源资料中的界址不明确的宗地，以及界址与实地不一致的宗地，需要现场指界，并将实

际用地界线和批准用地界线标绘到工作底图上，并在地籍调查表的权属调查记事栏中予以说明。 

③ 无土地权属来源资料，根据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经核实为合法拥有或使用的土地，可根据双

方协商、实际利用状况及地方习惯现场指界。 

（2）通知指界 

根据调查计划，将指界通知书送达调查宗地和相邻宗地权利人并留存回执。土地权利人下落不明的，

可采取公告方式，告知其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出席指界。 

（3）确定指界人的身份资格 

① 权利人是单位的：指界人可以是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也可以是代理人。 

② 权利人是个人的：指界人可以是权利人本人，也可以是代理人； 

③ 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指界人由该农民集体依法推举产生，公告推举结果，并出具证明。 

（4）现场指界 

① 调查员、本宗地指界人及相邻宗地指界人应同时到场进行指界，并在地籍调查表上、土地权属界线

协议书上或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上签字盖章确认。与未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相邻的宗地，可根据土

地权属来源资料单方指界。 

② 调查员对指界人指定的界址点，应现场设置界标，确认界址线类型、位置，并标注在调查底图上。 

（5）违约缺席指界。①如一方缺席，其宗地界线根据土地权属来源资料及另一方所指界线确定；②

如双方缺席，其宗地界线由调查人员根据土地权属来源资料、实际使用现状及地方习惯确定。 

（6）指界结果处理。现场指界无争议的，填写地籍调查表，指界人在地籍调查表上签字盖章。对面

积较大、界线复杂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宗地，宜签订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并签字

盖章。界址线有争议的土地，填写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并签字盖章。 

应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的调查结果送达指界人，并要求指界人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上说明指

界结果，同时以张贴公告形式公示指界结果。如有异议，必须在结果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申请，并负

责重新划界的全部费用；异议期间届满后，指界结果即为生效。 

指界人在指界后，不在地籍调查表上、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参照违约缺席指界规定执

行。 

4.2 界址点设置和编号 

（1）界址点的设置 

① 界址点的设置应能准确表达界址线的走向。 

② 相邻宗地的界址线交叉处应设置界址点。 

③ 土地权属界线依附于沟、渠、路、河流、田坎等线状地物的交叉点应设置界址点。 

④ 在一条界址线上存在多种界址线类别时，变化处应设置界址点。 

⑤ 在界址点上应按规定设置界标，界标类型由界址线双方的土地权利人确定。设置界标有困难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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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籍调查表或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中，采用标注界址点位和说明权属界线走向等方式描述界址点具体位

置。 

⑥ 损坏的界标，可根据已有解析界址点坐标和界址点间距、宗地草图、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等资料，

采用现场放样、勘丈等方法恢复界址点。 

（2）界址点编号 

① 界址点应以地籍子区为单位，统一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由“1”开始顺序编号。在地籍调查表和

宗地草图中，可采用地籍子区范围内统一编制的界址点号；也可以宗地为单位，从左上角按顺时针方向，

从“1”开始编制界址点号。 

② 解析界址点编号可采用 J1、J2、…表示，图解界址点编号可采用 T1、T2、…表示。 

③ 界址变更后，新增界址点号在地籍子区内最大界址点号后续编，废弃的界址点号不再使用。 

4.3 界址边长丈量 

界址边长应实地丈量。采用解析法测量界址点时，每个界址点至少丈量一条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

距离；未采用解析法测量的界址点，每个界址点至少丈量两条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确实无法丈

量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时，应在界址标示表中的说明栏中说明原因。 

采用钢尺（尺段规格为 30m 或 50m）丈量界址边长时，应控制在两个尺段以内。 

 

5 宗地草图绘制 

宗地草图是描述宗地位置、界址点、线和相邻宗地关系的实地草编记录。在进行权属调查时，调查员

填写并核实所需要调查的各项内容，实地确定了界址点并对其埋设了标志后，现场绘制宗地草图。 

5.1 宗地草图的内容 

（1）本宗地号、坐落地址、权利人。 

（2）宗地界址点、界址点号及界址线，宗地内的主要地物。 

（3）相邻宗地号、坐落地址、权利人或相邻地物。 

（4）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距离。 

（5）确定宗地界址点位置、界址边方位所必须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6）丈量者、丈量日期、检查者、检查日期、概略比例尺、指北针等。 

5.2 绘制宗地草图的技术要求 

（1）应选用适宜长期保存、使用的纸张绘制，也可直接在地籍调查表上绘制，较大宗地可分幅绘制。 

（2）宗地草图上标注的界址边长、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和条件距离等应为实地调查丈量的

结果。 

（3）数字注记字头向北、向西书写，注记过密的地方可移位放大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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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宗地草图样例 

 

6 地籍调查表的填写 

地籍调查表及其填写是权属调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与重要工作。地籍调查表是土地权属调查确定权属界

线的原始记录，是处理权属争议的依据之一。宗地权属调查完成后，调查人员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现

场认真填写。调查人员绘制的宗地草图应附在地籍调查表上，地籍测绘记事栏记录地籍测绘时采用的技术

方法和使用的仪器、测量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遗留问题并提出解决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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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 地籍调查表（基本表）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土地权属调查的基本单元是（ ）。 

A. 房屋      B. 产权人     C. 宗地     D. 街区 

2.（2012 年）城镇土地调查中，对难以调解处理的争议土地和未确定使用权的土地，可仅调查（ ）。 

A. 使用权人     B. 土地面积     C. 土地地类    D. 争议原由 

3.（2013 年）地籍调查过程中，按我国现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编码 071 代表的是（ ）。 

A. 住宿餐饮用地    B. 商务金融用地   C. 农村宅基地    D. 城镇住宅用地 

4.（2017 年）某宗地代码为“xxxxxxxxxxxxGxxxxxx”则该宗地土地权属类型为（ ）。 

A. 国有土地所有权  B. 国有土地使用权  C. 集体土地所有权  D. 集体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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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 年）地籍调查中，某宗地编号代码中含有字母 A，则该宗地为（ ）。 

A. 其他土地使用权宗地 B.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 C. 使用权未确定土地  D. 宅基地使用权宗地 

6.（2020 年）根据现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下列用地类型中，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有（ ）。 

A. 机关团体用地   B. 军事设施用地   C. 科研用地    D. 体育用地 

E. 医疗卫生用地 

7.（2021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不调查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是（ ）。 

A. 耕地     B. 林地     C. 湖泊     D. 各宅基地界线 

8.（2021 年）宗地代码采用五层 19 位层次码结构，其中哪一层是 5 位数（ ）。 

A. 宗地顺序号   B. 土地权属类型   C. 地籍子区号   D. 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9.（2021 年）下列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属于商服用地的有（ ）。 

A. 批发市场用地   B. 餐饮用地    C. 旅馆用地    D. 仓储用地 

E. 娱乐用地 

10.（2022 年）某宗地代码中包含“JC”，其中 C 的含义是（ ）。 

A. 国家土地所有权        B. 集体土地使用权 

C. 建设用地使用权        D. 宅基地使用权 

11.（2022 年）下列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是（ ）。 

A. 电影院    B. 福利院    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D. 外国大使馆 

E. 公园与绿地 

 

 

[ 参考答案 ] 

1. C。1.2 中的内容，地籍调查的基本单元是宗地。 

2. C。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10.1 中有说明，难以调处的争议土地，以及河流和其他未确定

使用权的土地，应按用地范围单独划“宗”，不调查使用权人，仅调查地类。 

3. D。根据表 5.2.1 得出答案。 

4. A。根据 1.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5. B。1.2 中的知识。宗地代码采用五层 19 位层次码结构，只有第四层次含有字母，字母 A 表示集体土地

所有权宗地。 

6. ACDE。表 5.2.1 中的原话。 

7. D。D 不属于地类。 

8. A。1.2 中的内容。 

9. ABCE。表 5.2.1。 

10. D。1.2 中的内容。 

11. BCE。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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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地籍控制测量 

→ 重要指数：★☆☆☆☆ 

 
在开展地籍测绘工作之前，应实地核实权属调查资料。资料的核实应包括：接收各类权属调查原始资

料，核实宗地草图的界址点编号与实地的一致性，核实界址点设置是否符合测量技术要求，核实宗地及界

址点编号正确性，核实房屋单元的划分与编号的正确性，查对地名、路名及各类行政界线、境界资料。 

地籍控制测量工作是地籍要素测绘的基础，地籍控制网分为地籍首级控制网和地籍图根控制网，各等

级控制网的布设应遵循“从整体到局部、分级布网”的原则。 

 

1 地籍控制测量的坐标系统 

1.1 平面坐标系统 

（1）尽量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采用其它坐标系统应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建立转换关

系。 

（2）对 1:1 万或 1:5000 图件或数据应选择高斯投影统一 3°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统；1:5 万应选择高

斯投影统一 6°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3）对 1:500、1:1000、1:2000 图件或数据，当长度变形值不大于 2.5cm/km 时，应选择高斯-克吕

格投影统一 3°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统。当长度变形值大于 2.5cm/km 时，应根据具体情况依次选择：①

有抵偿高程面的高斯-克吕格投影统一 3°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②高斯-克吕格投影任意带平面直角坐标系

统；③有抵偿高程面的任意带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1.2 高程系统 

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 地籍首级控制测量 

2.1 地籍首级平面控制测量 

（1）地籍首级平面控制测量的方法 

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点的等级分为三、四等或 D、E 级和一、二级。主要采用静态 GPS 方法建立地籍

首级平面控制网；一、二级地籍平面控制网也可采用导线测量方法施测。 

已有平面控制网的利用：已有的国家二、三、四等三角点和国家 B、C、D、E 级 GPS 点可直接作为

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点。已有的三、四等城市平面控制点（含 GPS）和一、二级城市平面控制点（含 GPS）

可直接作为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点。利用已有控制点成果前应进行检查和分析。 

地籍平面控制网的精度：四等网或 E 级以下网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5cm，最

弱边相对中误差不得超过 1/45000。 

乡（镇）政府所在地至少有两个等级为一级以上的埋石点，埋石点至少和一个同等级（含）以上的控

制点通视。 

（2）地籍平面控制网的加密 

根据调查区域已有首级平面控制网点的情况，可采用静态、快速静态全球定位系统方法加密二级以上

的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点。也可采用光电测距导线等方法加密一、二级地籍平面控制网点。加密各等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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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控制网点时，应联测 3 个以上高等级平面控制网点。 

2.2 地籍首级高程控制测量 

（1）首级高程控制网点可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量等方法施测。原则上只测四等或等外水准。 

（2）在首级高程控制网中，最弱点的高程中误差相对于起算点不大于±2cm。 

 

3 地籍图根控制测量 

图根控制网一般采用 RTK 法和导线法制作。图根高程控制网常用三角高程法制作，一般与一、二级图

根点重合。关于图根点的要求如下： 

（1）每一个图根点至少与一个相邻图根点通视。 

（2）为保证 RTK 测量精度，应进行有效检核。检核方法有两种：①每个图根点均应有两次独立的观

测结果，两次测量结果的平面坐标较差不得大于 3cm、高程的较差不得大于 5cm，在限差内取平均值作为

图根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②在测量界址点和测绘地籍图时采用全站仪对相邻 RTK 图根点进行边长检查，

其检测边长的水平距离的相对误差不得大于 1/3000。 

（3）当采用图根导线测量方法时，导线网宜布设成附合单导线、闭合单导线或结点导线网。导线上

相邻的短边与长边边长之比不小于 1/3。当图根级导线存在短于 10m 的边长时，不应采用该导线布设同级

附合导线。 

困难时可布设图根支导线，每条支导线总边数不超过 2 条，总长不超过起算边的 2 倍。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采用独立坐标系统建立地籍控制网，其坐标系应与（ ）坐标系统建立联系。 

A. 国际      B. 国家      C. 独立     D. 任意 

2.（2013 年）地籍测量中，利用图根级导线布设同级附合导线时，所利用的图根级导线最短边长不应短于

（ ）m。 

A. 20      B. 15      C. 10      D. 5 

3.（2014 年）在开展地籍测绘工作之前，核实权属调查资料的工作主要包括（ ）。 

A. 查询测区范围内已有控制成果      B. 接收各类权属调查原始资料 

C. 核实宗地界址点编号正确性      D. 核实房屋单元划分与编号正确性 

E. 查对各类行政界线、境界资料 

4.（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籍一级平面控制网中最弱点位中误差最大不大于（ ）cm。 

A. 1.0      B. 2.0      C. 5.0      D. 10.0 

5.（2018 年）不可直接利用作为地籍首级平面控制网点的是（ ）。 

A. 三级城市平面控制点 B. 四等城市平面控制点 C. 国家 E 级 GPS 点  D. 国家四等三角点 

6.（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籍图根支导线总长度最长为起算边的（ ）倍。 

A. 4      B. 3      C. 2      D. 1 

7.（2020 年）乡镇政府所在地应埋设一级以上的地籍控制点的个数最少为（ ）。 

A. 1      B. 2      C. 3      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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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 

1. B。1.1 中的内容，地籍测绘应尽量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采用其它坐标系统应与 2000 国家大

地坐标系统建立转换关系。 

2. C。3 中的内容，当采用图根导线测量方法时，导线网宜布设成附合单导线、闭合单导线或结点导线网。

当图根级导线存在短于 10m 的边长时，不应用来布设同级附合导线。 

3. BCDE。本节开头第一句话。 

4. C。根据 2.1 中的内容得出答案。 

5. A。2.1 中的内容。已有的国家二、三、四等三角点和国家 B、C、D、E 级 GPS 点可直接作为地籍首级

平面控制网点。 

6. C。3 中的内容。困难时可布设图根支导线，每条支导线总边数不超过 2 条，总长不超过起算边的 2 倍。 

7. B。2.1 中的内容。乡（镇）政府所在地至少有两个等级为一级以上的埋石点，埋石点至少和一个同等级

（含）以上的控制点通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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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界址点测量 

→ 重要指数：★☆☆☆☆ 

 

1 界址点测量方法 

1.1 解析法 

解析法是采用全站仪、GPS 接收机、钢尺等测量工具，通过全野外测量技术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点

间距的方法。主要方法有极坐标法、直角坐标法（正交法）、截距法（内外分点法）、距离交会法、角度

交会法、GPS 测量方法等。可根据界址点的观测环境选用不同的方法。 

（1）GPS 定位法。当界址点周围的环境符合 GPS 观测条件时，可使用 GPS 法。 

（2）极坐标法。极坐标法主要用于城镇村庄区域和农村区域建设用地的界址点测量和城郊结合部、

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址点的测量，也可用于 GPS 测量方法无法测定的土地所有权界址点坐

标的测量。 

（3）角度交会法。对于角度观测方便而距离测量有困难或放置棱镜特别耗时的界址点，可采用角度

交会法施测。 

（4）距离交会法。其他方法施测困难或不能施测的界址点，可采用距离交会法施测。 

（5）直角坐标法。其他方法施测困难或不能施测的界址点，可采用直角坐标法施测。 

（6）截距法。截距法指沿界址点连线量取距离获得位置坐标的方法，往连线之间量取称为内分，反

之为外分。其他方法施测困难或不能施测的界址点，可采用截距法施测，但外分点到邻近起算点的距离应

小于两个起算点之间的距离。 

1.2 图解法 

图解法是采用标示界址、绘制宗地草图、说明界址点位和说明权属界线走向等方式描述实地界址点的

位置，在扫描数字化的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正射影像图和地形图上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点距的方

法。图解界址点坐标不能用于放样实地界址点。 

 

2 界址点测量的精度要求 

2.1 解析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解析法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点间距的精度要求见表 5.4.1。 

表 5.4.1 解析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级别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相邻界址点间距误差（cm） 

中误差 允许误差 

一 ±5.0 ±10.0 

二 ±7.5 ±15.0 

三 ±10.0 ±20.0 

注： （1）土地使用权明显界址点精度不低于一级，隐蔽界址点精度不低于二级。 

（2）土地所有权界址点可选择一、二、三级精度。 

2.2 图解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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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法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点间距的精度要求见表 5.4.2。 

表 5.4.2 图解界址点的精度要求 

序号 项目 图上中误差（mm） 图上允许误差（mm） 

1 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0.3 ±0.6 

2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 ±0.3 ±0.6 

3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 ±0.3 ±0.6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地籍图上一类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得超过（ ）cm。 

A. ±5      B. ±7.5     C. ±10     D. ±15 

2.（2013 年）地籍测绘成果中，某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图根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为 50mm，则该界址点为（ ）

类界址点。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3.（2014 年）按现行规范，街坊外围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图根控制点点位误差的最大允许值为（ ）cm。 

A. ±5      B. ±10     C. ±15     D. ±20 

4.（2015 年）测定界址点时，利用实地观测数据（角度和距离）按公式计算界址点坐标的方法是（ ）。 

A. 图解法     B. 求积仪法     C. 格网法     D. 解析法 

 

 

[ 参考答案 ] 

1. A。根据表 5.4.1 得出答案。 

2. A。根据表 5.4.1 得出答案。 

3. B。根据表 5.4.1，街坊外围界址点应属于明显界址点，精度参照一级界址点。 

4. D。根据 1.1 中的内容可以得出答案。解析法是通过实地测量得出的坐标，图解法是在图上根据一些位

置条件得出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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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地籍图测绘 

→ 重要指数：★★☆☆☆ 

 

地籍图是用来说明和反映地籍调查区域内各宗地的分布、境界、位置和面积的，经过土地登记具有法

律效力的专业地图，是地籍的基础资料之一。地籍图是制作宗地图的基础图件。 

 

1 地籍图的内容 

地籍图的内容包括行政区划要素、地籍要素、地形要素、数学要素和图廓要素。 

1.1 行政区划要素 

行政区划要素主要指行政区界线和行政区名称。不同等级的行政区界线相重合时应遵循高级覆盖低级

的原则，只表示高级行政区界线。行政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省级、市级、县级和乡级界线。当按照标准

分幅编制地籍图时，在乡（镇、街道办事处）的驻地注记名称外，还应在内外图廓线之间、行政区界线与

内图廓线的交汇处的两边注记乡（镇、街道办事处）的名称。 

地籍图上不注记行政区代码和邮政编码。 

1.2 地籍要素 

（1）地籍要素包括土地权属界址线、界址点、宗地号（含土地权属类型代码和宗地顺序号）、地类

代码、土地权利人名称、坐落地址、地籍区界线、地籍子区界线、地籍区号、地籍子区号等。 

（2）界址线与行政区界线相重合时，只表示行政区界线，同时在行政区界线上标注土地权属界址点。 

（3）地籍区、地籍子区界线叠置于省级界线、市级界线、县级界线、乡级界线和土地权属界线之下。 

（4）对于土地使用权宗地，宗地号及其地类代码用分式的形式标注在宗地内，分子注宗地号，分母

注地类代码。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只注记宗地号。宗地面积太小注记不下时，允许移注在空白处并

以指示线标明。 

（5）按照标准分幅编制地籍图时，若地籍区、地籍子区、宗地被图幅分割，其相应的编号应分别在

各图幅内按照规定注记。如分割的面积太小注记不下时，允许注在空白处并以指示线标明。 

（6）地籍图上应注记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名称、单位名称和住宅小区名称。个人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

名称一般不需要注记。 

（7）可根据需要在地籍图上绘出土地级别界线，注记土地级别。 

1.3 地形要素 

界址线依附的地形要素（地物、地貌）应表示，不可省略。1:5000、1:1 万、1:5 万比例尺地籍图上主

要地形要素包括居民地、道路、水系、地理名称等。1:500、1:1000、1:2000 比例尺地籍图上主要地形要

素包括建筑物、道路、水系、地理名称等。注记表示方法按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执行。可根据

需要表示地貌，如等高线、高程注记、悬崖、斜坡、独立山头等。 

1.4 数学要素 

数学要素包括内外图廓线、内图廓点坐标、坐标格网线、控制点、比例尺、坐标系统等。 

1.5 图廓要素 

图廓要素包括分幅索引、密级、图名、图号、制作单位、测图时间、测图方法、图式版本、测量员、

制图员、检查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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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籍图的精度 

表 5.5.1 地籍图平面位置精度要求 

序号 项目 图上中误差 图上允许误差 备注 

1 相邻界址点的间距误差 ±0.3 ±0.6 
荒漠、高原、山

地、森林及隐蔽

地区等可放宽

至 1.5 倍 

2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 ±0.3 ±0.6 

3 界址点相对于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 ±0.3 ±0.6 

4 邻近地物点的间距误差 ±0.4 ±0.8 

5 地物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点位误差 ±0.5 ±1.0 

 

3 地籍图的比例尺、分幅与编号 

3.1 地籍图的比例尺 

地籍图可采用 1:500、1:1000、1:2000、1:5000、1:1 万和 1:5 万等比例尺。 

（1）土地所有权地籍图比例尺选用：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其地籍图基本比例尺为 1:1 万。有条件的

地区或城镇周边的区域可采用 1:500、1:1000、1:2000 或 1:5000 比例尺。在人口密度很低的荒漠、沙漠、

高原、牧区等地区可采用 1:5 万比例尺。 

（2）土地使用权地籍图比例尺选用：土地使用权调查，其地籍图基本比例尺为 1:500。对村庄用地、

采矿用地、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铁路用地、公路用地等区域可采用 1:1000 和 1:2000 比例尺。 

3.2 地籍图的分幅与编号 

1:500、1:1000、1:2000 的地籍图可采用正方形分幅（50cm×50cm）或矩形分幅（40cm×50cm）。

图幅编号按照图廓西南角坐标公里数编号，X 坐标在前，Y 坐标在后，中间用短横线连接。 

小比例尺地籍图的分幅规则和相应比例尺地形图一致。（见第 9 章第 3 节） 

 

4 地籍图的测绘方法 

现有的地形图测绘方法都可用于地籍图的测绘。测绘地籍图的方法有全野外数字测图、数字摄影测量

成图和编绘法成图等。 

（1）全野外数字测图 

全野外数字测图方法用于测绘 1:500、1:1000、1:2000 比例尺地籍图。解析界址点、明显地形要素主

要采用极坐标法测量、符合 RTK（含 CORS）观测条件的也可采用 RTK（含 CORS）方法。其他观测困

难的地形要素可采用角度交会法、距离交会法、直角坐标法和截距法施测。 

（2）数字摄影测量成图 

当需要大范围测制地籍图时，可以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方法。数字摄影测量方法可用于所有比例尺地籍

图的测绘。如果要求界址点精度符合表 5.4.1 的规定，则界址点坐标应采用解析法施测。 

将解析法测量的界址点坐标文件导入数字摄影测量系统，解析界址点与数字摄影测量的地物点实地为

同一位置时，应以解析界址点坐标代替地物点坐标。根据工作底图、土地权属调查成果和地形要素调绘成

果，按照地籍图的内容和表示方法进行编辑处理生成地籍图。地籍图的数据内容、数据质量、数据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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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代码等应符合数据库建设的要求。 

（3）编绘法成图 

以工作底图为基础，可采用全野外数字测量方法修补测地形要素，也可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方法修补测

地形要素。如果要求界址点精度符合表 5.4.1 的规定，则界址点坐标应采用解析法施测。 

在工作底图上根据宗地草图的丈量数据、解析界址点坐标和修补测的地形要素，按照地籍图的内容和

表示方法进行编辑处理生成地籍图。地籍图的数据内容、数据质量、数据分层、要素代码等应符合数据库

建设的要求。 

以数字正射影像为基础，依据土地权属调查成果编绘地籍图。 

 

5 宗地图制作 

宗地图是描述宗地位置、界址点关系、相邻宗地编号的分宗地籍图，用来作为该宗土地产权证书和地

籍档案的附图。宗地图以地籍图为基础，与地籍图上的内容必须统一。 

5.1 宗地图的内容 

（1）宗地所在图幅号、宗地代码。 

（2）宗地权利人名称、宗地面积及地类号。 

（3）本宗地界址点、界址点号、界址线、界址边长。 

（4）宗地内的图斑界线、建筑物、构筑物及宗地外紧靠界址点线的附着物。 

（5）邻宗地的宗地号及相邻宗地间的界址分隔线。 

（6）相邻宗地权利人、道路、街巷名称。 

（7）指北方向和比例尺。 

（8）宗地图的制图者、制图日期、审核者、审核日期等。 

5.2 宗地图的特性 

（1）宗地图是地籍图的一种附图，是地籍资料的一部分。 

（2）图中数据都是实量或实测得到的，精度高且可靠。 

（3）其图形与实地有严密的数学相似关系。 

（4）相邻宗地图可以拼接。 

（5）识符齐全，人工和计算机都可方便地对其进行管理。 

5.3 宗地图的作用 

（1）宗地图是土地证上的附图，它通过具有法律手续的土地登记过程的认可，从法律上保证土地所

有者或使用者对土地的拥有权或使用权。 

（2）是处理土地权属问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图件。 

（3）在日常地籍测绘中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检核与修改，较快地完成地块的分割与合并等工作，直观

地反映了宗地变更的相互关系，也便于日常地籍管理。 

5.4 宗地图编制的要求 

宗地图是在分幅地籍图的基础上编制而成，当没有建立基本地籍图的成果资料时，也可按宗地施测宗

地图。施测的方法和要求与地籍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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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1 土地使用权宗地样图 

编绘宗地图时，应做到界址线走向清楚，坐标正确无误，面积准确，四至关系明确，各项注记正确齐

全，比例尺适当。 

宗地图图幅规格根据宗地的大小选取，一般为 32 开、16 开、8 开等，宗地过大时，原则上可按分幅

地籍图整饰；宗地图必须依比例尺真实绘制；宗地图上界址边长注记齐全；宗地图指北方向必须与相应的

地籍图指北方向一致；宗地图的整饰、注记规格同地籍图。 

 

6 地籍索引图的编制 

为便于检索和使用，地籍调查工作结束后，应以县级为单位编制地籍索引图。 

地籍索引图主要表达本调查区内地籍区、地籍子区以及大比例尺测图区域的分区界线及其编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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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铁路、河流及和图幅分幅的关系。 

地籍索引图在地籍图分幅结合表的基础上参照地籍图缩小编制而成。地籍索引图的比例尺以一幅图能

包含全调查区范围而定。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我国土地证附图是（ ）。 

A. 宗地图     B. 地籍图     C. 地形图     D. 地调底图 

2.（2012 年）地籍图上相邻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得大于图上（ ）mm。 

A. ±0.1     B. ±0.2     C. ±0.3      D. ±0.4 

3.（2012 年）下列测量对象中，属地籍要素测量的有（ ）。 

A. 建筑物           B. 永久性构筑物  

C. 为地块上建筑物服务的地下管线     D. 行政区域界线 

E. 地类界线 

4.（2013 年）下列地籍图要素中，属于地籍要素的有（ ）。 

A. 行政界线    B. 地籍图分幅编号    C. 土地使用者    D. 水系  

E. 界址点 

5.（2013 年）按现行地籍测绘规范，地籍图上界址点与邻近地物点关系距离的中误差不应大于图上（ ）

mm。 

A. ±0.2     B. ±0.3     C. ±0.4     D. ±0.5 

6.（2016 年）地籍图上相邻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得大于图上（ ）mm。 

A. ±0.1     B. ±0.2     C. ±0.3     D. ±0.4 

7.（2015 年）地籍图上某宗地编号为 GB00005/071，其中分母“071”表示（ ）。 

A. 宗地号     B. 地籍区号     C. 地籍子区号     D. 地类编号 

8.（2015 年）下列空间对象中，属于地籍要素测量对象的有（ ）。 

A. 界址点     B. 高程点     C. 行政区域界线    D. 建筑物  

E. 永久性构筑物 

9.（2019 年）1:1000 地籍图图幅编号按照图廓西南角坐标公里数进行编号，具体形式为（ ）。 

A. X 坐标在前，Y 坐标在后      B. Y 坐标在前，X 坐标在后 

C. X 坐标在上，Y 坐标在下      D. Y 坐标在上，X 坐标在下 

10.（2019 年）在地籍图上，某土地使用权宗地内有分式形式的注记，分子注宗地号，分母注（ ）。 

A. 地类代码    B. 土地所有权人名称  C. 土地使用权人名称   D. 宗地坐落 

 

 

[ 参考答案 ] 

1. A。根据 5.3 的内容，我国土地证附图是宗地图。 

2. D。根据表 5.5.1 作答。 

3. ABDE。根据《地籍测绘规范 CH5002-94》6.1.3 中的内容得出答案。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41 



第 5 章 地籍测绘 第 5 节 地籍图测绘 

4. CE。参照 1.2 中的内容作答。 

5. B。根据表 5.5.1 作答。 

6. D。根据表 5.5.1 作答。 

7. D。1.2 中的内容：对于土地使用权宗地，宗地号及其地类代码用分式的形式标注在宗地内，分子注宗地

号，分母注地类代码（地类代码按表 5.2.1 注记）。 

8. ACDE。同第 4 题。 

9. A。3.2 中的内容。图幅编号按照图廓西南角坐标数编号，X 坐标在前，Y 坐标在后，中间用短横线连接。 

10. A。1.2 中的内容。对于土地使用权宗地，宗地号及其地类代码用分式的形式标注在宗地内，分子注宗

地号，分母注地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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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面积量算 

→ 重要指数：★☆☆☆☆ 

 
1 面积量算方法 

面积量算是指水平投影面积量算或椭球面面积量算。《地籍调查规程》仅规定了高斯－克吕格投影面

面积的计算，椭球面面积的量算与汇总方法按照《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等标准执行。 

面积量算的项目有：县级行政区面积、乡级行政区面积、行政村面积、地籍区面积、地籍子区面积、

宗地面积、地类图斑面积、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等。 

面积量算是为城镇土地登记发证、汇总统计、出让、转让、征收土地等提供宗地准确面积数据的技术

服务型工作。面积量算结果经土地登记后，具有法律效力。面积量算方法分为解析法和图解法。 

1.1 解析法 

解析法是根据直接在实地量测得到的有关数据，通过计算求得土地面积的一种方法。解析法面积量算

包括坐标解析法和几何要素计算法。这是目前地籍测绘普遍采取的方法。 

（1）坐标解析法 

坐标解析法也称直接解析法。通常一个地块的形状是一个任意多边形，其范围内可以是一个街道的土

地，也可以是一个宗地，或一个特定的地块。根据直接在野外实地测得的地块周线各拐点的坐标，按坐标

计算面积的公式计算出土地的面积。 

𝑃𝑃 =
1
2
�(𝑥𝑥𝑖𝑖+1 + 𝑥𝑥𝑖𝑖)(𝑦𝑦𝑖𝑖+1 − 𝑦𝑦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式中，P 为宗地面积，xi、yi 为界址点坐标，i 为界址点序号，i =1,2,3，……，n。 

图 5.6.1 坐标法解析法（分解成梯形） 

上述公式的原理是把多边形按坐标分解成许多梯形进行几何解析运算，如图 5.6.1 中四边形 ABCD 的

面积可以写成： PdDCcPaADdPbBCcPaABbP −−+= ，由此可以推算得到上面的计算公式。 

当地块很不规则，甚至某些地段为曲线时，可通过增加拐点来形成折线，测量其坐标。曲线上加密点

越多，就越接近曲线，计算出的面积越接近实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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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几何要素计算法 

几何要素计算法是根据野外在实地测得的土地的有关边、角元素，按一定的几何公式计算出土地的面

积。几何要素计算法主要用于宗地内建筑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量算，不具备条件采用坐标解析法计算土地

面积的小城镇可以采用几何要素法计算土地面积。 

对于规则图形，可根据实地测量的有关要素，直接代入公式计算面积；对于不规则图形则应将其分割

成简单的几何图形（如矩形、梯形、三角形等）后，再分别计算面积并相加。 

1.2 图解法 

在一定比例尺的图上（地形图、地籍图或土地利用现状图），采用一定的仪器、工具和方法，量算地

块的图上面积，然后换算成实地面积的方法称为图解法。也就是说，凡是直接在图上测算面积（无论采用

何种工具和方法），均属于图解法面积量算。 

图解法量算面积的方法较多，如方格法、格点法、几何图形法、求积仪法等。当使用数字化采集设备

（如数字化仪、数字坐标仪、立体坐标量测仪等），在图上或航片上采集被量图形周边各拐点的坐标，然

后计算出土地面积，也属于图解法。 

在图解法中，各种方法的量算精度差别较大，有的方法精度也较高，但不如解析法。图解法主要用于

宗地内地类面积计算。征收（用）土地、城镇土地出让转让时不宜采用图解法计算宗地面积。对于图上面

积小于 5cm2的地块，不得使用图解法量算其面积。 

 

2 面积量算的要求 

2.1 图解法量算面积的精度要求 

面积量算应有校核，以防止粗差的产生并对面积量算成果进行控制与平差。对于采用图解法量算面积

的，均应独立进行两次量算，两次量算的较差在限差范围内取中数，两次量算的较差应满足下式： 

∆P ≤ 0.0003 × M × √𝑃𝑃 

式中，ΔP 为两次量算面积的较差，单位为 m2；M 为地籍图比例尺分母；P 为量算的面积，单位为 m2。 

2.2 面积的控制与检核 

面积的控制与检核原则为“从整体到局部，层层控制，分级量算，块块检核”。 

（1）采用图解法进行面积量算时，面积量算采用二级控制，首先以图幅理论面积为首级控制，图幅

内各地籍子区（街坊）面积之和与图幅理论面积之差不超过允许范围时，将闭合差按面积比例分配。然后

用平差后的各地籍子区（街坊）的面积去控制内部各宗地的面积，得出平差后的宗地面积。采用实测数据

解析法测算的宗地面积，只参加闭合差计算，不参加闭合差的配赋。 

（2）采用解析法时，各宗地面积之和与地籍子区（街坊）面积较差按面积比例配赋给各宗地。 

（3）县级行政区域的面积与内含地籍区的面积之和相等，地籍区面积与内含地籍子区面积之和相等，

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与内含地类图斑面积之和相等。 

 
3 面积汇总统计 

面积量算完成之后，要对面积量算的有关资料加以整理、汇总。面积计算与汇总的结果均以表格的形

式提供，报表的类型包括： 

（1）界址点成果表。输出范围：宗地、地籍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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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地面积计算表。输出范围：宗地、地籍子区。 

（3）宗地面积汇总表。输出范围：地籍子区、地籍区。 

（4）地类面积统计表。输出范围：地籍子区、地籍区、区（县）、市。 

面积统计汇总是在全面完成外业调查和内业数据建库工作的基础上，以县级土地调查成果为基础开展

各级数据汇总，数据汇总分为地市级汇总、省级汇总、全国汇总。通过汇总获得各级行政区域面积和各土

地分类面积。 

 

4 分摊土地面积的计算方法 

4.1 单幢房屋的土地分摊面积计算 

分摊得到的土地面积 =
权利人建筑面积

本幢建筑面积
× 本幢基底面积 

4.2 有共同院落的土地分摊面积计算 

分摊得到的土地面积 =  
权利人建筑面积

宗地总建筑面积
 ×  ( 宗地总面积−总基底面积 ) 

权利人土地面积 = 分摊得到的土地面积 + 权利人基底面积 

→ 基底面积即为建筑占地面积，指的是建筑物与地表相接的面积。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产权人甲、乙共用一宗地面积为 300m2 的土地，无独自使用院落。甲、乙分别拥有独立建

筑物建筑面积为 100m2、100m2。建筑物的占地面积分别为 100m2、50m2，问乙拥有的土地面积权益为（ ）

m2。 

A. 75      B. 100      C. 125      D. 150 

2.（2013 年）地籍测绘过程中，可用图解法计算土地面积的地块，其图上最小面积不应小于（ ）cm2。 

A. 4      B. 5      C. 6      D. 7 

3.（2014 年）采用图解法量算宗地面积时，面积量算采用两级控制，其中用于首级控制的面积是（ ）。 

A. 宗地丈量面积    B. 街坊平差面积    C. 图幅理论面积   D. 街道统计面积 

4.（2016 年）产权人甲、乙共用一宗土地，无独自使用院落。该宗地内，甲、乙分别拥有独立建筑面积为

100m2、200m2，建筑占地总面积为 150m2。不考虑其他因素，如甲分摊得到该宗地院落使用面积为 100m2，

则该宗地面积为（ ）m2。 

A. 150      B. 300      C. 450      D. 600 

5.（2019 年）某宗地内有甲、乙二幢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 100 平方米、200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均为

100 平方米，其中，甲房屋拥有独立使用院落面积 100 平方米，乙房屋拥有分摊院落面积 200 平方米，不

考虑其他因素，该宗地面积为（ ）平方米。 

A. 300     B. 400     C. 500     D.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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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 

1. C。根据 4.2 中的公式。乙拥有的分摊土地面积为 100 /（100 + 100）×（300 - 150）= 75m2，乙独自

拥有的土地面积为 50m2，乙拥有的总土地面积为 75 + 50 = 125m2。 

2. B。1.2 中的内容，对于图上面积小于 5cm2的地块，不得使用图解法量算其面积。 

3. C。2.2 中的内容，采用图解法进行面积量算时，面积量算采用二级控制，首先以图幅理论面积为首级控

制，图幅内各地籍子区（街坊）面积之和与图幅理论面积之差不超过允许范围时，将闭合差按面积比例分

配。 

4. C。根据 4.2 中的公式。设该宗地面积为 S，可列出 100/（100+200）（S-150）=100，可以求解得到

S=450。 

5. D。根据 4.2 中的公式。设该宗地面积为 S，可列出 200/（100+200）（S-100-100-100）=200，可以

求解得到 S=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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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地籍总调查成果的检查验收 

→ 重要指数：★☆☆☆☆ 

 
1 地籍总调查成果的内容 

地籍总调查成果按照类型可以分为文字、图件、簿册和电子数据等。文字资料包括工作方案、技术方

案、工作报告、技术报告等；图件资料包括地籍工作底图、地籍图、宗地图等；簿册资料包括地籍调查外

业记录手簿、地籍控制测量原始记录与平差资料、地籍测量原始记录、地籍调查表册、各级质量控制检查

记录资料等；电子数据包括地籍数据库、数字地籍图、数字宗地图、影像数据、电子表格数据、文本数据、

界址点坐标数据、土地分类面积统计汇总数据等。 

 
2 检查验收的组织实施 

地籍总调查成果实行“三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即作业员的自检、作业队的互检、作业单位的专

检和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验收。“三检”工作由作业单位组织实施，接受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和

指导。检查、验收过程应有记录，专检和验收结束后应编写检查（验收）报告。地籍总调查成果的验收由

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2.1 检查 

（1）自检 

自检是作业员在作业过程中或作业阶段结束时对作业质量的检查。自检比例为 100%。 

（2）互检 

互检是下一工序的作业队对上一工序的作业成果进行的全面检查。互检的检查比例，内业为 100%，

外业可根据内业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但实际操作的检查比例不得低于 30%，巡视检

查比例不得低于 70%。 

（3）专检 

专检是由作业单位质量管理机构组织的对成果质量进行的检查。专检的检查比例，内业为 100%，外

业实际操作的检查比例不低于 20%，巡视检查比例不低于 40%。 

专检除按照规定的内容进行检查外，还应检查：①全检记录；②技术方法的执行情况，总结报告、工

作报告等是否符合要求。 

2.2 验收 

（1）验收组先进行成果抽检和质量评定。内业随机抽检 5%-10%，外业实际操作的抽检比例视内业

抽检情况决定，但不得低于 5%，根据抽检情况进行质量评定。对抽检发现的问题，作业单位应积极采取

解决措施，及时进行返工。如果问题较多或较严重，质量评定为不合格的，要求作业单位整改后再申请验

收。 

（2）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评定为不合格，不予验收，退回整改后再申请验收：①作业中有伪造成

果行为的；②实地界址点设定不正确比例超过 5%的；③控制网点布局严重不合理，或起算数据有错误，

或控制测量主要精度指标达不到要求的；④界址点点位中误差或间距中误差超限或误差大于 2 倍中误差的

个数超过 5%的；⑤面积量算错误的宗地数超过 5%的。 

（3）验收组应出具验收报告和存在问题的书面处理意见。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数据准确、结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47 



第 5 章 地籍测绘 第 7 节 地籍总调查成果的检查验收 

论可靠。验收报告一份交被检单位，一份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存档。 

 
3 检查验收的内容 

3.1 土地权属调查 

（1）地籍区、地籍子区的划分是否正确。 

（2）权源文件是否齐全、有效、合法。 

（3）权属调查确认的权利人、权属性质、用途、年限等信息与权源材料上的信息是否一致。 

（4）指界手续和材料是否齐备，界址点位和界址线是否正确、有无遗漏，实地有无设立界标。 

（5）地籍调查表填写内容是否齐全、规范、准确，与地籍图上注记的内容是否一致，有无错漏。 

（6）宗地草图与实地是否相符，要素是否齐全、准确，四邻关系是否清楚、正确，注记是否清晰合

理。 

3.2 地籍控制测量 

（1）坐标系统的选择是否符合要求。 

（2）控制网点布设是否合理，埋石是否符合要求。 

（3）起算数据是否正确、可靠。 

（4）施测方法是否正确，各项误差有无超限。 

（5）各种观测记录手簿记录数据是否齐全、规范。 

（6）成果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7）资料是否齐全。 

3.3 界址测量与地籍图测绘 

（1）地籍、地形要素有无错漏；图上表示的各种地籍要素与地籍调查结果是否一致。 

（2）观测记录及数据是否齐全、规范。 

（3）界址点成果表有无错漏。 

（4）界址点、界址边和地物点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5）地籍图精度是否符合规定。 

（6）图幅编号、坐标注记是否正确。 

（7）宗地号编列是否符合要求，有无重、漏。 

（8）各种符号、注记是否正确。 

（9）房屋及地类号、结构、层数、坐落地址等有无错漏。 

（10）图廓整饰及图幅接边是否符合要求；地籍索引图的绘制是否正确；面积量算方法及结果，分类

面积汇总是否正确等。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下列资料中，属于地籍调查成果的有（ ）。 

A. 地籍平面控制测量原始记录       B. 面积量算原始记录 

C. 地籍图分幅结合表        D.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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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地籍图图式 

2.（2017 年）地籍测量工作中，内业互检的检查比例应为（ ）。 

A. 100%     B. 70%     C. 50%     D. 30% 

3.（2020 年）地籍测量成果内业部分互检的检查比例为（ ）。 

A. 30%     B. 50%     C. 70%     D. 100% 

4.（2022 年）下列不属于地籍总调查成果的是（ ）。 

A. 测量原始记录   B. 宗地图    C. 不动产登记簿   D. 文本数据 

 

 

[ 参考答案 ] 

1. ABC。根据 1 中的内容得出答案。 

2. A。2.1（2）中的知识。互检的检查比例，内业为 100%。 

3. D。同上。 

4. C。1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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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日常地籍调查 

→ 重要指数：★★☆☆☆ 

 
日常地籍调查指初始土地登记后，因土地权属、土地用途等地籍要素发生变化而进行的地籍调查。其

工作内容包括准备工作，日常土地权属调查，日常地籍测量，成果资料的检查、整理、变更与归档等工作。 

 

1 准备工作 

1.1 资料准备 

（1）根据日常地籍调查任务，做好土地权属来源等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 

（2）根据有关规定，制作发送地籍调查资料协助查询单到国土、房产、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档案

室或在数据库中查询、核对并获取被调查对象的档案资料和数据，并要求出具证明或在资料复印件上加盖

档案资料专用章。档案查阅的类型有：①土地登记、抵押、查封、地役权和土地权利限制等情况；②集体

土地征收、转用和审批情况；③土地供应情况；④相邻土地权利人的情况；⑤相关控制点、界址点坐标；

⑥其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1.2 技术准备 

（1）档案资料、数据的分析与整理。 

（2）发放指界通知书。 

（3）计算测量放样数据。 

（4）地籍调查表、绘图工具、测量仪器等。 

（5）调查人员的身份证明等。 

 

2 日常土地权属调查 

调查人员接收到土地登记人员初审的变更土地登记或初始土地登记申请文件后，会同土地权利人在现

场对宗地权属状况和界址的变化进行调查核实，并在现场重新标定土地权属界址点，绘制宗地草图，调查

土地用途，填写变更地籍调查表等工作。日常土地权属调查的基本单元是宗地。 

2.1 一般规定 

（1）核实指界人的身份。 

（2）对照权属来源资料和档案资料、数据，现场核实土地权属状况。 

（3）对界址线有争议、界标发生变化和新设界标等情况，应现场记录并拍摄照片。 

（4）县级行政区界线变化引起宗地代码变化的，在确定新移交宗地的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后，重新宗

地编码，并在原地籍调查表复印件的宗地编码位置上加盖“变更”字样印章，在地籍调查变更记事栏注明

新的宗地编码。 

2.2 界址未变化的土地权属调查 

（1）根据土地登记申请书或地籍调查任务书，查询档案资料、数据，经分析后，确定是否需要进行

实地调查。 

（2）如不需要到实地进行调查的，在复印后的地籍调查表内变更部分加盖“变更”字样印章，并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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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新的地籍调查表，不重新绘制宗地草图。 

（3）经实地调查，发现土地权属状况与相关资料完全一致的，按步骤（2）办理。经实地调查，发现

丈量错误，须在宗地草图的复制件上用红线划去错误数据，注记检测数据，重新绘制宗地草图，并填写新

的地籍调查表。 

（4）土地权属类型发生变化的宗地，原宗地代码不再使用，新宗地代码在该地籍子区内相应宗地特

征码的最大宗地顺序号后续编。 

2.3 新设界址与界址变化的土地权属调查 

（1）宗地代码和界址点号的变更 

① 新设宗地、界址发生变化的宗地，原宗地代码不再使用，新宗地代码在该地籍子区内相应宗地特征

码的最大宗地顺序号后续编。 

② 新增界址点点号，在地籍子区内的最大界址点号后续编。 

（2）宗地草图变更 

① 新设宗地，按照地籍总调查中宗地草图的绘制规定绘制宗地草图。 

② 界址发生变化的宗地，根据实际情况可按照地籍总调查中宗地草图的绘制规定重新绘制宗地草图，

原宗地草图复印件一并归档；也可在原宗地草图复印件上修改制作成变更后的宗地草图。 

③ 在原宗地草图复印件上修改制作宗地草图的方法如下：1）废弃的界址点、界址线打“X”，变化

的数据用单红线划去；2）新增的界址点用界址点符号表示，新增的界址线用单实线表示，注明相应的丈

量距离；3）变化和新增部分使用红色标记。 

 

3 日常地籍测量 

日常地籍测量包括界址检查、界址放样与测量、地形要素测量、宗地面积计算和日常地籍测量报告编

制等工作。 

3.1 界址检查 

（1）解析法测量的界址点，如检查值与原值的差数在表 5.4.1 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则不修改原来

数据，并做检查说明；如检查值与原值的误差超过表 5.4.1 规定的允许误差，经分析确系原有技术原因造

成的，经相关土地权利人同意后，应重新进行界址测量，并说明原因。 

（2）如界标丢失、损坏或移位，应恢复原界址点位置，并说明原因。有解析坐标且精度满足规定要

求的，应按照原解析界址点精度的要求进行界址放样，并重新设立界标；只有图解坐标的，不得通过界址

放样恢复界址点位置，应根据宗地草图、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等资料，采用放样、

勘丈等方法放样复位，重新设立界标。 

3.2 界址放样与界址测量 

宗地分割或界址调整的，可根据给定的分割或调整几何参数，计算界址点放样元素，实地放样测设新

界址点的位置并埋设界标；也可在权利人的同意下，预先设置界标，然后测量界标的坐标。 

3.3 地形要素变更测量 

对地物、地貌的变化部分按照地籍测绘对地形要素的测绘要求进行变更测量。 

3.4 宗地面积计算与变更 

（1）面积变更采取高精度代替低精度的原则，即用高精度的面积值取代低精度的面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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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更前后均为解析法量算的宗地面积，如原界址点坐标或界址点间距满足精度要求，则保持原

宗地面积不变。原面积计算有误的，在确认重新量算的面积值正确后，须以新面积值取代原面积值。 

（3）变更前为图解法量算，变更后为解析法量算的宗地面积，取代原宗地面积。 

（4）变更前后均为图解法量算的宗地面积，两次面积量算差值满足规定限差要求的，保持原宗地面

积不变；两次面积差值超限的，应查明原因，取正确值。 

（5）对宗地进行分割，分割后宗地面积之和与原宗地面积的差值满足规定限差要求的，将差值按分

割宗地面积比例配赋到变更后的宗地面积，如差值超限，则应查明原因，取正确值。 

（6）在一幅图或者一个街坊内宗地面积变更超过 1/2 时，必须重测基本地籍图，不论变更宗地的界址

是否发生变化，都必须重新绘制新的宗地图。 

 

4 日常地籍调查成果资料的检查、整理与归档 

（1）地籍数据维护和管理单位应对日常地籍调查成果进行检查，并给出检查意见。 

（2）如果地籍数据的维护和管理单位检查认定成果资料正确，则更新地籍数据库，同时按要求整理

调查资料，上交档案管理部门归档，并用于土地登记等相关工作；否则，责成任务承担单位检查修正成果

资料，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当一幅地籍图内变更面积超过（ ）时，应对该图幅进行更新测量。 

A. 1/4      B. 1/3       C. 1/2       D. 2/3 

2.（2012 年）一宗地分割为数宗地后，各分割宗地面积之和与原宗地面积差值在规定限差内时，差值按（ ）

配赋。 

A. 各分割宗地平均  B. 各分割宗地价值比例 C. 各分隔宗地面积比例  D. 地籍管理部门要求 

3.（2019 年）日常地籍测量的主要内容有（ ）。 

A. 布设首级控制   B. 宗地面积计算   C. 界址放样测量  D. 地形要素变更测量 

E. 日常地籍报告编制 

 

 

[ 参考答案 ] 

1. C。3.4（6）中的内容，在一幅图或者一个街坊内宗地面积变更超过 1/2 时，必须重测基本地籍图，不

论变更宗地的界址是否发生变化，都必须重新绘制新的宗地图。 

2. C。3.4（5）中的内容，对宗地进行分割，分割后宗地面积之和与原宗地面积的差值满足规定限差要求

的，将差值按分割宗地面积比例配赋到变更后的宗地面积。 

3. BCDE。3 中的内容。日常地籍测量包括界址检查、界址放样与测量、地形要素测量、宗地面积计算和

日常地籍测量报告编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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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 地籍数据库和地籍信息系统建设 

→ 重要指数：☆☆☆☆☆ 

 

地籍总调查结束后，应将成果资料按照地籍数据库建设的要求入库，并建设地籍信息系统。日常地籍

调查后，应对地籍数据库进行更新，维护升级地籍信息系统。 

 
1 地籍数据库建设 

1.1 地籍数据库的内容 

地籍数据库包括地籍区、地籍子区、土地权属、土地利用、基础地理等数据。 

（1）土地权属数据主要包括宗地的权属、位置、界址、面积等。 

（2）土地利用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含行政村）图斑的权属、地类、面积、界线等。 

（3）基础地理数据主要包括数学基础、境界、交通、水系、居民地等。 

1.2 地籍数据库的建设、更新与维护 

地籍数据库建设、更新与维护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准备工作、资料预处理、数据库结构设计、数据

采集和编辑处理、数据建库、质量控制、成果输出、文字报告编写、检查验收、成果归档、数据库更新与

应用、数据库运行与管理等。 

数据采集和编辑处理：图形数据采集和属性数据采集、建立图形数据的拓扑关系、建立图形与属性逻

辑关系、图形编辑和属性编辑、拓扑错误的处理、属性数据的检校、图形与属性逻辑一致性的检校等。 

数据库建设：按照地籍调查数据文件命名规则、空间数据分层要求和属性数据库结构，建立空间数据

库和属性数据库，形成标准的数据交换文件、数据字典和元数据文件。 

检查验收：检查库体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性，图形分层的正确性，层间和层内图形拓扑关系的正确性、

属性内容的正确性、图形和属性的逻辑一致性、数据字典和元数据描述的正确性等，检查验收后出具验收

报告。 

 
2 地籍信息系统建设 

2.1 建设原则 

地籍信息系统建设的原则：实用性、稳定性、易操作性、安全性、先进性与开放性。 

2.2 主要功能 

（1）数据采集与交换 

① 数据采集方式：能实现数字化仪、屏幕数字化、扫描数字化和 GPS 接收机、全站仪、数字测图和

数字摄影测量等系统的数据导入与编辑等。 

② 数据格式交换：能与主流的地理信息系统（GIS）、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等软件系统所支持的

数据格式进行交换。数据交换后应做到有效信息无损失、数据转换精度在允许的范围内、符号系统自动匹

配等。 

（2）坐标转换与投影变换 

① 地籍信息系统所采用的平面坐标系应能够与 1980 西安坐标系、1954 北京坐标系、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地方坐标系、独立坐标系等建立有效的转换关系，能够进行坐标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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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地籍信息系统所采用的高程基准应与 1956 黄海高程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和独立高程系统等高

程基准之间建立有效的转换关系，能够进行高程转换。 

③ 地籍信息系统所采用的投影应与高斯投影 3°带、6°带之间建立有效的变换关系，能够进行投影

变换。 

（3）数据编辑与处理 

应有数据复制、修改、移动、增加、删除、剪切等图形编辑及属性增加、插入、修改、删除等功能。

图形编辑能够实现空间几何实体拓扑错误检查和拓扑关系维护，确保图形数据与属性数据的一致性。 

（4）数据检查 

应实现数据的完整性检查，数据结构正确性检查，数据内容完备性检查，层间与层内图形拓扑关系检

查，图形与属性数据一致性检查等。 

（5）工作流程管理 

实现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土地统计等业务的流程管理。 

（6）查询统计 

能够实现单一条件的图形、属性信息查询；能够实现任意时间点、任意时间段、组合条件的图形、属

性信息查询；能够实现报表的定制、报表的统计和统计图的制作等。 

（7）空间分析 

提供空间数据的叠加、抽取、裁剪、临近、缓冲等空间分析功能。 

（8）元数据管理 

提供元数据的采集、编辑、检索、查询、维护与更新等管理功能。 

（9）系统维护与升级 

提供用户的操作权限和口令密码维护、数据字典和日志管理维护、系统安全管理与升级更新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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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本章平均每年出现 3 题。（20 年 3 题，21 年 3 题，22 年 4 题） 

案例分析：未曾出现。 

 

第 1 节 概述 
→ 重要指数：★★★☆☆ 

 

行政区域界线，是指各级行政区域之间的行使区域管辖权的分界线，是国家依法实施分级行政管理的

重要依据。 

 

1 界线测绘的目的和内容 

界线测绘的目的是通过对行政区域界线的位置和走向等信息的分析确认，勘定一条公平合理的行政区

域边界，为各级政府边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界线测绘的内容包括界线测绘准备、界桩埋设和测定、边界点测定、边界线及相关地形要素调绘、边

界协议书附图制作与印刷、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的编写。 

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后，应定期进行界线联合检查工作，界线联合检查内容包括：界桩维修更新、增设

界桩、调整界线、重新测量界桩坐标与高程，修改协议书、重新测绘协议书附图等。 

 

2 界线测绘的基准和比例尺 

2.1 测绘基准 

界线测绘应采用国家统一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2 比例尺 

界线测绘中，边界地形图和边界协议书附图的比例尺视情况选用：①同一地区，勘界工作用图和边界

协议书附图应采用相同比例尺；②同条边界，协议书附图应采用相同比例尺；③省级行政区选用 1:5 万或

1:10 万比例尺；④省级以下行政区采用 1:1 万比例尺；⑤地形地物稀少地区可适当缩小比例尺，地形地物

稠密地区可适当放大比例尺。 

 

3 界线测绘的基本精度要求 

界线测绘的基本精度包括界桩点的精度和边界协议书附图的精度。 

3.1 界桩点的精度 

界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应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0.1mm，高程中误差不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

图上十分之一基本等高距（特殊困难地区可放宽 0.5 倍）。资源开发利用价值较高地区可执行地籍测绘规

范中界址点精度的规定。 

→ 界桩点的精度要求同地形图测量图根点相同。 

3.2 边界协议书附图的精度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55 



第 6 章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第 1 节 概述 

边界协议书附图中界桩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超过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0.2mm，补调的与确定边界

有关的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固定地物点的间距中误差不超过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0.5mm。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界线测绘的内容包括界线测绘准备、（ ）、边界点测定、边界线及相关地形要素调绘、边

界协议书附图制作与印刷、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的编写。 

A. 界桩埋设和测定   B. 边界地形图测绘  C. 边界线情况图编制  D. 边界主张线图标绘 

2.（2011 年）按现行《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边界协议书附图中界桩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应超过相应

比例尺地形图图上（ ）mm。 

A. ±0.1     B. ±0.2     C. ±0.3     D. ±0.4 

3.（2011 年）现行界线测绘应采用的坐标系统与高程基准是（ ）。 

A.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B. 1980 西安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C.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56 年黄海高程系  D. 1980 西安坐标系和 1956 年黄海高程系 

4.（2012 年）某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所用边界地形图比例尺为 1:50000，根据现行《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规范》，界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大于（ ）m。 

A. ±2.5     B. ±5.0     C. ±7.5     D. ±10.0 

5.（2012 年）某县级行政区域界线位于地形地物稠密地区。根据现行《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边界协

议书附图的比例尺宜选（ ）。 

A. 1:5000     B. 1:10000     C. 1:25000     D. 1:50000 

6.（2013 年）现行界线测绘采用的平面坐标基准是（ ）。 

A. WGS-84 坐标系    B. 任意坐标系  C. 地方坐标系   D.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7.（2014 年）省级以下行政区边界地形图应采用的比例尺为（ ）。 

A. 1:10000      B. 1:25000    C. 1:50000    D. 1:100000 

8.（2016 年）下列工作中，属于界线测绘工作内容的有（ ）。 

A. 制作边界地形图         B. 界桩埋设和测定 

C. 边界线相关地形要素调绘       D. 制作边界协议书 

E. 编写边界线走向说明 

9.（2020 年）以下不属于界线测绘工作任务的是（ ）。 

A. 拟定边界协议书  B. 绘制边界协议书附图 C. 制作边界地形图  D. 绘制边界主张线图 

 

 

[ 参考答案 ] 

1. A。1 中的内容，界线测绘的内容包括界线测绘准备、界桩埋设和测定、边界点测定、边界线及相关地

形要素调绘、边界协议书附图制作与印刷、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的编写。 

2. B。3.2 中的内容，边界协议书附图中界桩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超过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0.2mm。 

3. A。2.1 中的内容，界线测绘应采用国家统一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4. B。3.1 中的内容，界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应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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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2.2 中规定，省级以下行政区采用 1:1 万比例尺，地形地物稠密地区可适当放大比例尺。 

6. D。2.1 中的内容，界线测绘应采用国家统一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7. A。2.2 中的内容，省级以下行政区采用 1:1 万比例尺。 

8. ABCE。同第一题。 

9. A。1 中是界线测绘的工作内容，没有提到拟定边界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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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界线测绘准备与界桩点埋设 
→ 重要指数：★★★☆☆ 

 
1 界线测绘准备 

1.1 边界地形图制作 

边界地形图是制作界线测量成果资料的底图。是指利用国家最新的 1:5000、1:1 万、1:5 万、1:10 万

地形图作为资料，按照一定的经差、纬差自由分幅，图内内容范围为垂直界线两侧图上各 10cm 或 5cm（1:10

万）内，沿界线走向制作呈带状分布的地形图，供界线测绘工作时使用。 

1.2 边界调查 

边界调查工作包括实地调查、绘制边界情况图、编写边界情况说明与绘制边界主张线图等。 

（1）实地调查 

边界调查应核实法定边界线、习惯边界线、行政管辖线和与边界线有关的资源归属范围线等界线的实

地位置，并调查边界争议的有关情况。根据内部调查资料可以在边界地形图上编制边界线情况图和边界主

张线图，作为界线测绘方案的参考。 

（2）绘制边界情况图 

在边界地形图上绘制法定边界线、习惯边界线、行政管辖线和与边界线有关的资源归属范围线等边界

现状和历史沿革等情况。 

（3）边界情况说明的编写 

以文字形式描述边界线的划定情况及其历史沿革等情况。 

（4）边界主张线图的绘制 

在绘制边界线情况图的基础上，由界线相邻两行政区域，根据确定边界线的原则，将各自的边界主张

线标绘在边界地形图上。主张线采用 0.3mm 的实线绘出，颜色一方用红色，另一方用蓝色，可压盖图上

任何要素。 

 

2 界桩点埋设 

2.1 边界点与界桩点 

（1）边界点 

实地在边界线上，选取一定数量能确定边界线走向、有明确固定位置、可在边界地形图上准确判读平

面位置的地物点，称为边界点（含界桩点）。边界点分设置界桩的边界点和不设置界桩的边界点。 

（2）界桩点 

界桩点指具有实测平面坐标和高程，在界线上或界线两侧的界线标志物。界桩按一定的规格和类型，

用钢筋混凝土或其他石质材料制成。界桩点分为单立、同号双立和同号三立 3 种。界桩的形式可分为双面

型和三面型两种。边界线交汇处设置三面型界桩，其他处设置双面型界桩。 

→ 界桩点是为了表达边界点设立的界标物，当边界上不便设立标志物时，如界河，只能在边界附近设立

方位标志物来表示边界点，这样就出现了同号双立和同号三立两种形式。 

2.2 界桩点的埋设 

（1）预设界桩点和边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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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界地形图上，根据行政区域界线历史沿革情况，双方确定界线走向情况与界桩点和边界点位置选

定原则，预设界桩点和边界点。 

（2）界桩位置的选定 

界桩位置应选在对反映边界线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的边界点上或边界点附近，一般为实地地形不易辨别

的边界线转折处、界线与河流相交处、过境道路与边界线相交处、以线状地物为边界线起讫处等。 

（3）界桩的埋设密度 

各级行政区域界桩埋设的密度，以能控制边界的基本走向、尽量少设为原则，具体由双方视边界线地

形情况共同商定。 

界线走向实地明显，且无道路通过的地段，一般不埋设界桩；有天然或人工标志的地段，也可不埋设

界桩。界河两岸设置同号双立界桩；界河交叉口岸设置同号三立界桩。 

 
3 界桩点的编号与书写 

3.1 两省界线 

（1）边界线命名 

省级界线名称由相邻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加“线”字组成，省简码小的省简称排列在前，

如“皖赣线”。 

（2）界桩编号 

界桩完整编号共 8 位，由边界线的编号、界桩序号及类型码三部分组成，完整编号形式如下： 

XXXX        XXX       X 

边界线的编号 + 界桩序号 + 类型码 

   （4 位）     （3 位）   （1 位） 

边界线的编号由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简码由小至大顺序排列组成。 

界桩序号一般是在一个边界线编号内沿边界线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用阿拉伯数字从 001开始按顺序编

号。 

同号双立界桩的类型码分别用 A、B 表示，省简码小的为 A，省简码大的为 B；同号三立界桩的类型

码分别用 C、D、E 表示，当一方只有一个界桩时，该界桩类型码为 C，其他界桩类型码顺时针依次为 D、

E；单立界桩的类型码为 Q。 

3.2 三省交汇处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边界线交汇处（简称三交点）界桩的完整编号也由三部分组成。前 6 位由界

线交汇处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简码组成，省简码按数值大小由小至大顺序排列；第 7 位为界桩序

号；第 8 位为等级码，用“S”表示。三省（自治区、直辖市）边界线只存在唯一交汇处，界桩序号为“0”；

交汇处不唯一时，则按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自 1 开始顺编。 

→ 一般情况下，三省交汇处都是某条边界线的起点或终点，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一条边界线上存在非唯

一的三省交会点（京津冀地区）。 

3.3 界桩的书写 

在界桩的两个或三个宽面，书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名，内蒙古、广西、西藏、新疆四自治区

在其汉字下加注自治区通用民族文字。同号双立界桩书写界桩序号有效数字及类型码，三面型界桩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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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桩编号。所有界桩均应书写“国务院”和界桩设置年代等文字。 

省以下行政区域的界桩编号，一般情况下遵循省级行政区域界桩编号原则，具体编排方法由省以下行

政区域双方共同商定。边界线的编号与命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规定。 

图 6.2.1 界桩编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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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双面型界桩                               三面型界桩 

 

[ 历年真题 ] 

1.（2013 年）江西省行政区划代码为 360000，福建省行政区划为 350000，则按现行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

范，江西、福建两省边界线名称为（ ）。 

A. 福江线     B. 江福线     C. 闵赣线     D. 赣闵线 

2.（2014 年）下列界桩号中，表示同号三立界桩的有（ ）。 

A. 3132001B    B. 3233001B    C. 4243105D    D. 3536003E   

E. 3334002Q 

3.（2014 年）在边界地形图上绘制边界主张线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主张线应采用 0.3mm 虚线绘制      B. 主张线颜色统一采用红色 

C. 主张线可压盖图上任何要素      D. 主张线由相邻两行政区域之一绘制 

4.（2015 年）湖北省行政区域代码为 420000，湖南省行政区域代码为 430000，则湖北湖南省级界线的编

号为（ ）。 

A. 4243      B. 4342      C. 420000430000   D. 430000420000 

5.（2015 年）下列关于界线测绘界桩埋设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界桩埋设的密度要能控制边界走向，尽量多埋设 

B. 界线走向实地明显且无道路通过的地段，必须埋设 

C. 有天然或人工标志地段，可不埋设     

D. 界河两岸应设置同号双立界桩 

E. 界河交岔口岸应设置同号三立界桩 

6.（2017 年）行政区域界线测量工作中，完整的界桩编号共有 8 位，其中表示边界线编号的数字位数有（ ）

位。 

A. 1      B. 2      C. 3      D. 4 



第 6 章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第 2 节 界线测绘与界桩点埋设 

7.（2019 年）现行规范规定，行政区域界线测量中，界桩点的种类分为（ ）种。 

A. 2      B. 3      C. 4      D. 5 

8.（2020 年）界河交岔口位置应设置的界桩类型是（ ）。 

A. 异号双立界桩   B. 同号双立界桩   C. 异号三立界桩   D. 同号三立界桩 

9.（2021 年）下列关于边界点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 边界点在界线两侧        B. 边界点有明确固定位置  

C. 边界点是地物点        D. 边界点可确定边界线走向 

10.（2021 年）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测量工作中，同号三立界桩的类型码分别用（ ）表示。 

A. A、B、C    B. B、C、D    C. C、D、E    D. D、E、F 

11.（2022 年）边界调查实地调查应核实的内容不包括（ ）。 

A. 行政管辖线   B. 法定边界线   C. 习惯边界线   D. 流域范围线 

12.（2022 年）若三省边界线只存在唯一交汇处，编号正确的是（ ）。 

A. 3643440S    B. 4336440S    C. 4336441S    D. 3643441S  

13.（2022 年）下列关于边界点与界桩点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边界点分为不设界桩和设置界桩的边界点  

B. 界桩点以能控制边界的基本走向、尽量多设为原则 

C. 省行政区划的界桩均应书写“国务院”和界桩设置年代等文字 

D. 走向明显且无道路通过的地段一般不设置界桩 

E. 界河两岸设置同号三立界桩 

 

[ 参考答案 ] 

1. C。3.3（1）①中的内容，省级界线名称由相邻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加“线”字组成，省简

码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简称排列在前，如“皖赣线”。本题中福建省简码小，福建的简称是闵，江

西简称是赣，所以应该是闵赣线。 

2. CD。根据 3.3 中的知识，特征码 A、B 代表同号双立界桩，特征码 Q 代表单立界桩，特征码 C、D、E

表示同号三立界桩。 

3. C。2.2 中的内容。在绘制边界情况图的基础上，由界线相邻两行政区域，根据确定边界线的原则，将各

自的边界主张线标绘在边界地形图上。主张线采用 0.3mm 的实线绘出，颜色一方用红色，另一方用蓝色，

可压盖图上任何要素。 

4. A。根据 3.3（1）②中的内容，边界线的编号由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简码由小至大顺序排列

组成。 

5. CDE。2.2 中的内容。各级行政区域界桩埋设的密度，以能控制边界的基本走向、尽量少设为原则，具

体由双方视边界线地形情况共同商定。界线走向实地明显，且无道路通过的地段，一般不埋设界桩；有天

然或人工标志的地段，也可不埋设界桩。界河两岸设置同号双立界桩；界河交叉口岸设置同号三立界桩。 

6. D。根据 3.1（2）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7. B。2.1 中的内容。界桩点分为单立、同号双立和同号三立 3 种。 

8. D。2.2 中的原话，界河交叉口岸设置同号三立界桩。 

9. A。2.1 中的内容，在边界线上，选取一定数量能确定边界线走向、有明确固定位置、可在边界地形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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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判读平面位置的地物点，称为边界点。 

10. C。3.1 中的内容，同号三立界桩的类型码分别用 C、D、E 表示。 

11. D。1.2 中的内容。 

12. A。3.2 中的内容。 

13. 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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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边界点测绘、边界地形图修测与边界线标绘 

→ 重要指数：★☆☆☆☆ 

 

1 边界点测绘 

1.1 控制测量 

边界点测绘的基础控制成果包括已有的国家控制点和城市控制点及相应等级的控制成果。对已有成果

应充分利用，如果已有控制点不能满足要求，则须补测基础控制点。 

1.2 精度要求 

界桩点坐标一般要求实测。当实地测量确有困难，但能在图上准确判定界桩点位时，可在现有最大比

例尺地形图上量取，误差不得超过图上±0.3mm，同时必须保证与周边地物相应位置正确。 

1.3 界桩成果 

测定界桩点坐标和高程所采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要与所利用的地形图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

统相一致。界桩点的平面和高程测量结果应记入界桩成果表，必要时需备注。界桩成果表见下表。 

表 6.3.1 界桩成果表（单位：m） 

界桩编号 
平面坐标 

高程 备注 
X Y 

1112131S 4455791.89 39533567.69 648.2 3°带成果 

1112001Q 4449702.09 39531652.69 158.1  

1112002A 4395810.59 39492368.44 16.4  

1112002B 4395820.56 39492401.59 15.2  

1112132S 4387831.88 39484325.53 13.1  

     

     

填表者： 章 XX              X 年 X 月 X 日                      校对者： 李 XX 

1.4 界桩点测量方法 

界桩点的平面坐标，宜采用 GPS 定位、光电测距附合导线、光电测距支导线、测边测角交会等方法

进行测量。当点位中误差小于或等于 1m 时，采用 GPS 定位测量。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量的要求不应超过

下表规定。 

表 6.3.2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 

地图比例尺 导线全长

/km 

导线边数/条 测角中误差/

（″） 

测距中误差

/m 

方位角闭合

差/（″） 

导线全长相

对闭合差 

1:50000 80 40 12 0.02 n25  1/8000 

1:10000 25 25   n20  1/6000 

注：n 为导线转折角个数。 

界桩点的高程与平面坐标同时施测，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或 GPS 大地水准面拟合计算等方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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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5 界桩点方位物的测绘 

一般情况下界桩点不设方位物，但当界桩点对边界走向影响较大且容易破坏时，为便于寻找确认可设

界桩点方位物。设立原则是：方位物应利于判定界桩点的位置；方位物必须明显、固定、不易损毁；每个

界桩的方位物不少于三个；以大物体作为方位物时，要明确测点在方位物的具体部位。 

界桩点至方位物的距离，一般应在实地测量，要求量至 0.1m，界桩点相对于邻近固定地物点间距误差

不大于 2.00m。 

1.6 特殊边界点的测绘 

对在边界线两侧设置界桩而边界点本点上未设置界桩的边界点，除按规定测定所有界桩点位置外，对

同号双立的界桩还应测绘每一界桩点至该双立界桩连线与边界线交点的距离；对同号三立的界桩则应测绘

每一界桩点至边界线在该交叉口处转折点的距离。距离测量的误差限差不大于 2.00m。 

在地形图上能准确可靠地判断其点位未设界桩的边界点，可以在该地形图上量取其坐标与高程。点位

量测精度应满足不大于所用最大比例尺地形图图上 0.20mm、高程精度应小于地形图的 1/3 基本等高距。 

对野外施测坐标困难，又无准确地图可以量取其坐标的边界点，可量取其至 3 个以上永久性的固定地

物点或永久性的固定地形特征点的距离加以表述。 

1.7 界桩登记表的填写 

界桩登记表的内容主要包括：边界线编号，界桩编号、类型、材质，界桩所在地（两处或三处），界

桩与方位物的相互位置关系，界桩的平面直角坐标、地理坐标和高程，界桩位置略图，备注，双方（或三

方）负责人签名等。界桩位置略图应标绘出边界线、界桩点、界桩方位物、边界线周边地形等，详见图 6.3.1。 

 

2 边界地形图修测与边界线标绘 

2.1 边界地形图修测 

当边界线附近的地形要素发生变化，影响到边界线走向的确定和表示时，应对边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

的地形要素进行调绘。调绘内容主要是与确定边界线及界桩点位置有关的地形要素、地理名称等。 

地形要素变化的地区一般采用判读法直接标绘在地形图上或采用正射影像图进行调绘，地形要素变化

多的地区应用仪器在实地进行修测。 

2.2 边界线标绘 

确定了的边界线、界桩点位置，都应准确地标绘在经调绘整理后的边界地形图上。 

边界线标绘一般要求在边界调绘的基础上进行，对地形要素变化不大的地区，也可与边界调绘内容一

并进行。对有明显分界线（如分水线、道路、河流等）且地形要素变化不大的边界地段或以边界点连线作

为边界线的地段，也可由界线测绘双方在室内直接将边界线标绘在边界地形图上。 

界桩点、界线转折点及界线经过的独立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固定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大于

图上±0.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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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界桩登记表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某基于 1:10000 比例尺地形图的行政区域界线测绘项目，采用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量方法测

定界桩点的平面坐标。该导线全长 15km，共 15 条边，根据现行《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其方位角闭

合差不应超过（ ）。 

A. ±60″     B. ±80″     C. ±100″     D. ±120″ 

2.（2012 年）当界桩点对边界走向影响较大且容易破坏时，为便于寻找确定界桩点可设方位物，方位物的

设立和测定的主要要求有（ ）。 

A. 方位物应有利于判定界桩点的位置    B. 方位物必须明显、固定、不易破坏 

C. 方位物不能选择大的物体      D. 每个界桩点的方位物不少于两个 

E. 界桩点至方位物的距离一般应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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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行政区域界线测量方位物最少应设（ ）个。 

A. 4      B. 3      C. 2      D. 1 

4.（2020 年）界桩成果表的内容不包括（ ）。 

A. 界桩类型    B. 界桩材质    C. 界桩编号    D. 方位物位置 

E. 界桩位置略图 

 

 

[ 参考答案 ] 

1. B。根据表 6.3.2，1:10000 方位角闭合差不应超过 20 n ，n 为转折角个数，15 条边共有 16 个转折角，

代入公式得出答案。 

2. ABE。根据 1.5 中的内容作答。方位物设立原则是：方位物应利于判定界桩点的位置；方位物必须明显、

固定、不易损毁；每个界桩的方位物不少于三个；以大物体作为方位物时，要明确测点在方位物的具体部

位。界桩点至方位物的距离，一般应在实地测量。 

3. B。1.5 中的知识。方位物设立原则：方位物应利于判定界桩点的位置；方位物必须明显、固定、不易损

毁；每个界桩的方位物不少于三个；以大物体作为方位物时，要明确测点在方位物的具体部位。 

4. ABDE。见表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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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边界协议书附图及边界位置说明 

→ 重要指数：★☆☆☆☆ 

 
1 边界协议书附图 

边界协议书附图是描述边界线地理位置的法律图件，是边界信息与修测后的边界地形图叠加一起制作

而成，与界线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作用。 

边界协议书附图是以地图形式反映边界线走向和具体位置，并经由界线双方政府负责人签字认可的重

要界线测绘成果。其内容应包括边界线、界桩点及相关的地形要素、名称、注记等，各要素应详尽表示。

当在边界协议书附图上无法详尽表示局部地段边界线的位置和走向时，应利用更大比例地形图加绘放大图。

放大图以岛图形式加绘在边界线两侧的适当位置，放大图宜绘平面图，将界线与相关地物关系表达清楚。 

 
2 边界协议书附图集 

编纂边界协议书附图集是为了完整反映行政区域边界的情况。边界协议书附图集是根据双方边界协议

书附图以及界桩成果表编纂而成的带状地图集，其内容包括边界协议书附图、图幅接合表、图例、界桩坐

标表、编制说明等。图集宜以每一条边界线为单元进行装订。边界线较短时，可将若干条界线合并装订成

册，边界线较长时，也可将其分上、下两册装订。 

 
3 边界点的位置说明 

边界点位置说明应描述边界点的名称、位置、与边界线的关系等内容。对埋设界桩的边界点还应描述

界桩号、类型、材质、界桩坐标和高程、界桩与边界线的关系、界桩与方位物的关系、界桩与周围地形要

素的关系等内容。 

 
4 边界线的走向说明 

边界线走向说明是对边界线走向和边界点位置的文字描述，是边界协议书的核心内容。边界线走向说

明与边界协议书附图配合使用。 

边界线走向说明以描述边界实地走向为原则，其内容一般包括每段边界线的起讫点、界线的长度、界

线依附的地形、界线转折的方向、两界桩间界线长度、界线经过的地形特征点等。 

边界线走向说明中的距离及界线长度等数据，均以米为单位，实地测量的距离精确到 0.1m，图上量取

的距离精确到图上 0.1mm。边界线走向说明中涉及的方向，采用 16 方位制（以真北方向为基准）描述。 

边界线走向说明应根据界线所依附的参照物编写，参照物包括各种界线标志（如界墙、界桩、河流、

山脉、道路等）、地形点、地形线等。边界线走向说明根据界线所依附的参照物的实际情况分为若干条，

每条分为若干自然段。每一自然段一般是对相邻两界桩间边界线情况的文字描述。 

→ 边界线走向说明示例：从 5253165 号界桩起，边界线向东穿过南贵公路沿山脊上山，经 652m 高地到

637m高地，再向东偏东南顺沟下至美林河底后，转南偏东南沿美林河中心线顺流下行至桃花岛东南侧

约 460m 处，转西南上岸经 450m洼地后，再大体向西偏西南沿山脊上到 610m高低，又沿山脊下到鞍部，

跨一乡村后，继续沿山脊上至 605m高地，再下到 5253166 号界桩。这段界线长度为 9.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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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1 以真北为基准的方向 16 方位制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边界协议书附图的内容包括边界线、界桩点及相关的地形要素、名称、注记等，各要素应（ ）

表示。 

A. 系统      B. 简要      C. 详尽     D. 突出 

2.（2011 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边界协议书附图集》要求表示的内容包括（ ）。 

A. 图例      B. 边界地形图    C. 边界主张线图   D. 编制说明  

E. 界桩登记表 

3.（2013 年）界线测绘时，下列边界走向角度中（以真北方向为基准），属于东南方位的有（ ）。 

A. 117°     B. 127°     C. 137°     D. 147°  

E. 157° 

4.（2015 年）界线测绘中常用十六个方位描述边界走向，边界走向角度为 10°（以真北方向为基准）的

方位是（ ）。 

A. 北      B. 北偏东北     C. 东北     D. 东偏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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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 年）边界线走向说明中，某边界线走向为东南方位，则下列边界线走向角度（以真北方向为基准）

中，符合这一方位描述的是（ ）。 

A. 90°      B. 122°     C. 145°     D. 168° 

6.（2017 年）下列界线测量信息中，不属于边界线走向说明应描述的是（ ）。 

A. 各段边界起讫点  B. 界线转折的方向  C. 边界点和边界线的关系 D. 界线依附的地形 

7.（2019 年）下列关于边界协议书中边界走向方位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边界走向方位以真北方向为基准，采用 8 方位制 

B. 边界走向方位以磁北方向为基准，采用 8 方位制 

C. 边界走向方位以真北方向为基准，采用 16 方位制 

D. 边界走向方位以磁北方向为基准，采用 16 方位制 

 

 

[ 参考答案 ] 

1. C。1 中的内容，边界协议书附图的内容应包括边界线、界桩点及相关的地形要素、名称、注记等，各

要素应详尽表示。 

2. AD。2 中的内容，边界协议书附图集是边界协议书附图和界桩成果表集合而成的矢量带状地图集，其内

容包括图例、图幅接合表、边界协议书附图、编制说明、界桩坐标表等。 

3. BC。根据图 6.4.1 得出答案。 

4. A。同上。 

5. C。同上。 

6. C。4 中的知识。边界线走向说明以描述边界实地走向为原则，其内容一般包括每段边界线的起讫点、

界线的长度、界线依附的地形、界线转折的方向、两界桩间界线长度、界线经过的地形特征点等。 

7. C。解析。4 中的知识。边界线走向说明中涉及的方向，采用 16 方位制（以真北方向为基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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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成果整理与验收 
→ 重要指数：★☆☆☆☆ 

 

1 界线测绘成果整理 

界线测绘成果包括：界桩登记表、界桩成果表、边界点成果表、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边界协

议书附图。 

在实测界桩的过程中，起始点成果、作业中的计算成果、作业的最终成果，除要填写纸质文档外，还

要生成电子文档。 

 

2 界线测绘成果检查、验收与归档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工作，对保证行政区域边界清晰、便于管理意义重大。界线测绘

成果资料必须接受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检验，并须由界线双方指定的负责人签字。 

界线测绘成果的质量检查与验收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控制测量的质量。包括控制测量的数学精度、观测质量和计算质量。 

二是境界图的质量。包括境界图的数学精度、境界要素质量、境界描述质量以及整饰质量。 

三是资料的质量。包括资料整饰质量和完整性。 

勘定行政区域界线以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中形成的协议书、工作图、界线标志记录、备案材料、批准

文件以及其他与勘界记录有关的材料，应当按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立卷归档，妥善保

管。 

 

 

[ 历年真题 ] 

1.（2018 年）界线测绘的成果不包括（ ）。 

A. 界桩登记表   B. 边界点成果表   C. 边界协议书  D. 边界走向说明 

2.（2019 年）以下选项中，属于界线测绘成果的有（）。 

A. 界桩成果表   B. 边界点成果表   C. 主张线图   D. 边界走向说明 

E. 边界协议书附图 

3.（2021 年）下列选项中，属于边界测绘成果的是（ ）。 

A. 边界协议书附图  B. 界桩位置略图   C. 边界地形图  D. 边界情况图 

E. 边界主张线图 

 

 

[ 参考答案 ] 

1. C。1 中的内容。界线测绘成果包括：界桩登记表、界桩成果表、边界点成果表、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

向说明、边界协议书附图。 

2. ABDE。同上题。 

3. AB。同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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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测绘航空摄影 
→ 本章讲述的是为了获取像片进行的航空摄影，下一章讲述的是对获取的像片进行处理。课本上学习的

 主要是大飞机，近年来流行的无人机是作为新技术在第 4节中有简单介绍。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5 题。（20 年 4 题，21 年 4 题，22 年 6 题） 

案例分析：基本都是和第 8 章结合出题，航摄因子和一些参数的计算是重点。 

 
第 1 节 航空摄影基础知识 

→ 本节的内容是航空摄影的基础。 

重要指数：★★★★★ 
 

1 概念 

航空摄影指在飞机上安装航空摄影仪，从空中对地面进行摄影获取像片的过程。航空摄影的目的是为

了获取指定范围内、一定比例尺和重叠度的航空影像。 

 

2 航空摄影仪 

2.1 航摄像片中一些概念 

图 7.1.1 航摄像片中重要的点、线、面 

（1）摄影机主距（f）： 

透镜中心与像主点之间固定而精确的距离（图中的 So）。 

（2）主光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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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机透镜两侧圆心连线，图中的 SoO。 

（3）像主点和地主点： 

像平面与主光轴的交点（图中的 o），及对应地面点（图中的 O）。 

（4）像底点和地底点： 

像平面与过摄影中心铅垂线的交点（图中的 n），及对应的地面点（图中的 N）。 

（5）内方位元素：摄影机主距 f 以及像主点在框标坐标系中的坐标 x0、y0。 

（6）像片倾角：航摄仪向地面摄影时，主光轴偏离铅垂线的夹角（α）。 

（7）像场角：像场是在视场范围内能获得清晰影像的区域，像场角是像场直径对物镜光学中心的夹

角。航空摄影仪根据其主距和像场角可以分为窄角、常角、宽角、特宽角。 

一般来说，对于大比例尺单像测图、综合法测图等以及山区测图使用常角或窄角航摄仪，可以减小投

影差的影响，减少摄影死角的影响。在平坦地区立体测图等采用宽角或特宽角摄影，能提高立体量测精度。 

→ 像场角越大，对应主距越小，则立体测量精度越高。如不需要立体测量精度或考虑减小投影差时，如

综合测图法测图不需要进行立体量测，则像场角可调小。 

（8）摄影基线 

摄影的曝光过程是飞机在飞行中瞬间完成的，在这一曝光时刻，摄影机物镜所在的空间位置称为摄站

点。航线方向相邻两摄站点间的空间距离称为摄影基线，通常用 B 表示。 

图 7.1.3 摄影基线 

2.2 航摄仪分类 

航空摄影仪可分为胶片航摄仪和数字航摄仪。 

（1）胶片航摄仪 

胶片航摄仪是将搜集到的地物反射光在感光胶片上曝光成像。主要代表是框幅式胶片航空摄影仪，所

谓框幅式是指每次摄影机只能取得一帧影像，胶片幅面的大小有小像幅（18cm × 18cm）、正常像幅（23cm 

× 23cm）和大像幅（30cm × 30cm）。大多数设有两种类型的框标，即位于承片框每边中央的机械框标和

四角的光学框标。以框标连线交点为原点，可建立框标坐标系。 

胶片航摄仪的感光材料可分为黑白感光材料和彩色感光材料。感光材料的感光特性通常可用感光度、

反差系数、宽容度、灰雾密度、显影动力学曲线等进行描述。 

感光度，即感光灵敏度；反差系数，即影像反差和景物反差之比；宽容度，影像可以表示的亮度反差

范围；灰雾密度，未曝光的胶片冲洗后产生的密度，越低越好；显影动力学曲线，反差系数、灰雾密度、

感光度随显影时间变化的曲线。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73 



第 7 章 测绘航空摄影 第 1 节 航空摄影基础知识 

图 7.1.4 框标与框标坐标系 

航摄胶片的冲洗主要包括显影、定影、水洗、干燥等过程。 

我国常用的框幅式胶片航空摄影仪主要有 RC 型航摄仪（产自瑞士）和 RMK 型航摄仪（产自德国）

两种，像幅均为 23cm × 23cm。其中，RC-30 和 RMK-TOP 具有像移补偿装置和自动曝光控制设备，支

持进行 GPS 辅助的航空摄影。 

（2）数字航摄仪 

数字航摄仪是在胶片航摄仪的基础上发展产生的，它是利用电荷耦合器件（CCD），将镜头所成影像

的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再把这种电信号转化成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字信号记录下来，最后转换成影像。 

在数字航摄仪中，CCD 传感器相当于航空胶片，是数字航摄仪的核心元件，是由为数众多的微小光电

二极管构成的固态电子感光部件。光电二极管的排列方式有 2 种，一种是平面阵列，众多光电二极管排列

成一个平面，同时感受光信号；另一种是线状阵列，多个光电二极管排列成一条直线，逐行进行感光成像，

每条扫描线有独立的摄影中心，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面阵 CCD 传感器获取图像的方式与框幅式摄影机相似，某一瞬间获得一幅完整的影像，是一个单中

心投影。线阵传感器获取的图像与飞行方向垂直，在某一瞬间得到的是一条线影像，一幅影像由若干条线

影像拼接而成，又称为推扫式扫描成像。 

现有较成熟的框幅式面阵数字航摄仪主要有 DMC（德国）、UCD（美国）和 SWDC（国产）系列航

摄仪等，线阵数字航摄仪主要有 ADS（瑞士徕卡）系列航摄仪。 

DMC 数字航摄仪和 UltraCam-D 数字航摄仪属于多镜头组成的框幅式数字航摄仪，一次摄影可同时获

取黑白、彩色和彩红外影像；在航摄飞行中进行拍摄时，DMC 数字航摄仪的八个镜头同步曝光，而

UltraCam-D 则由计算机控制四个全色镜头的快门在同一地点上方一次开启曝光。SWDC 系列数字航空摄

影仪是基于多台非量测型相机，经过精密相机检校和拼接，集成测量型 GPS 接收机、航空摄影控制系统、

地面后处理系统，是一种能够满足航空摄影规范要求的大面阵数字航空摄影仪。 

→ 相比于量测型相机，非量测相机没有准确地测定内方位元素的设施或提供这方面的数据，透镜组的排

列没有进行严格的校正。当它用于测量时，需要对相机内参数进行检校，即求解相机内方位元素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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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畸变参数。 

ADS 系列数字航摄仪包括 ADS40/ADS80 机载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使用 GPS 和高精度惯性测量

装置（IMU）技术，是基于三行线阵 CCD 的推扫式测量型数字航摄仪。可以利用一次飞行获得前视、下视、

后视的具有 100%三度重叠、连续无缝的全色立体影像、彩色影像和彩红外影像。ADS40/ADS80 得到是

线中心投影的条带影像，每条扫描线有其独立的摄影中心，拍摄得到的是一整条带状无缝隙的影像。 

2.3 航摄影像的分辨率 

（1）胶片影像的分辨率：胶片摄影分辨率指成像系统对黑白相间、宽度相等的线状目标影像分辨的

能力，以每毫米线对数表示。“线对”是一条白线和宽度相等的间隔（黑色）。 

（2）数字影像的分辨率：影像分辨率是决定影像对地物识别能力和成图精度的重要指标。对于数字

航空影像或航天遥感影像而言，影像分辨率通常是指地面分辨率，一般以一个像素所代表地面的大小来表

示，即地面采样间隔（GSD，Ground Sampling Distance），单位为米/像素。 

（3）扫描影像的分辨率：扫描影像以扫描分辨率表示。扫描分辨率是指一个扫描像素在原始胶片上

的实际尺寸，常使用微米来表示扫描分辨率。在实际应用中，扫描影像的地面分辨率可通过原始胶片影像

的摄影分辨率、摄影比例尺及扫描分辨率测算。 

2.4 航摄仪的检定 

航摄仪在以下情况之一须进行检定：新购置，距前次检定的时间超过 2 年，快门曝光次数超过 20000

次，经过较大修理或主要部件更换以后，经过剧烈震动以后。摄影仪的检校内容主要包括： 

① 内方位元素，即像主点在框标坐标系中的坐标（x0，y0）与主距（f）的测定。 

② 径向畸变差。 

③ 最佳对称主点坐标。 

④ 自准直主点坐标。 

⑤ 框标距离。 

⑥ 镜头分辨率。 

⑦ 快门速度。 

→ 上述检定项目出自《1:5000-1:10 万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 

光学畸变是指光学系统对物体所成的像相对于物体本身而言的失真程度，光学畸变分为径向畸变和偏

 心畸变两类。径向畸变是像点以对称主点为中心沿辐射方向的畸变，而偏心畸变是沿辐射方向和垂直

 于辐射方向都有畸变。畸变以实际像点与理论像点的距离之差表示。 

最佳对称主点是检定时使径向畸变尽可能对称的一个对称中心点。 

自准直主点是物镜系统光轴与垂直于此光轴的理想成像平面的交点，是光学畸变为零的点。 

航摄仪检校的方法主要包括实验室检校法、试验场检校法和自检校法等，对航摄仪内方位元素的确定

和物镜光学畸变差的确定是航摄仪检校的主要内容。 

根据《数字航摄仪检定规范》，空对地检定的检定场范围按照中、大测图比例尺设计，且满足每条航

线上最少曝光 12 次，不少于 2 条航线的要求。控制点应均匀地、密集地分布于检定场内，且单张像幅最

少含有 9 个控制点，控制点尺寸设计应覆盖 6 个像元以上，且控制点中心颜色应与周围物体有较大的反差。 

 

3 测绘航空摄影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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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航摄像片倾角 

摄影瞬间摄影机的主光轴偏离铅垂线的夹角称为像片倾角。在实际航空摄影过程中，应尽可能获取像

片倾角小的近似水平的像片，一般不应大于 2°。 

→ 这种航空摄影方式称为竖直航空摄影。 

图 7.1.5 像片倾角 

3.2 航摄比例尺 

对于平坦地区拍摄的垂直摄影像片，像片比例尺为摄影仪主距 f 和像片拍摄处的相对航高 H 的比值，

即：S = 摄影仪主距/相对航高 = f / H（如下图）。摄影比例尺越大，像片地面分辨率越高，越有利于影像

的解译和提高成图的精度。 

图 7.1.6 航摄比例尺 

3.3 像片重叠度 

为满足像片立体量测与拼接的需要，航摄像片需要有一定的重叠度。像片重叠度分为航向重叠和旁向

重叠，同一航线相邻像片之间的重叠称为航向重叠，相邻航线像片间的称为旁向重叠。一般情况下，航空

摄影测量作业规范要求航向应达到 56%-65%的重叠，以确保在各种不同的地面至少有 50%的重叠。旁向

重叠度一般应为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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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像片重叠度 

3.4 航线弯曲度 

航线弯曲度（图中 l / L）是一条摄影航线内各张像片主点至首末两张像片主点连线的最大偏离度。通

常规定航线弯曲度不得大于 3%。 

图 7.1.8 航线弯曲度 

3.5 像片旋偏角 

相邻像片的主点连线与像幅沿航线方向的两框标连线之间的夹角，称航片旋偏角。像片旋偏角过大会

减小立体像对的有效作业范围，当按框标连线定向时，会影响立体观测的效果。具体要求见下表。 

表 7.1.1 旋偏角要求 

航摄比例尺 旋偏角 

α<1:7000 一般不大于 6°，个别最大不超过 8° 

1:7000≤α<1:3500， 一般不大于 8°，个别最大不超过 10° 

α≥1:3500 一般不大于 10°，个别最大不超过 12° 

3.6 航高保持 

同一条航线上相邻像片的航高差不应大于 20m；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不应大于 30m。 

→ 出自《1:500、1:1000、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规范》，1:5000-1:10 万规范及《低空数字航摄规范》

上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30m和 50m。 

航摄分区内实际航高与设计航高之差不应大于 50m；当相对航高大于 1000m 时，其实际航高与设计

航高之差不应大于设计航高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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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像片旋偏角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对航空摄影机进行检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精确获取摄影机的（ ）的值。 

A. 内方位元素    B. 变焦范围     C. 外方位元素    D. 外方位角元素 

2.（2011 年）数字航空摄影中，地面采样间隔（GSD）表示（ ）。 

A. 时间分辨率    B. 光谱分辨率    C. 空间分辨率    D. 辐射分辨率 

3.（2011 年）对平坦地区航空摄影而言，若航向重叠度为 60%，旁向重叠度为 30%，那么，航摄像片所

能达到的最大重叠像片数为（ ）张。 

A. 4      B. 6      C. 8      D. 9 

4.（2011 年）推扫式线阵列传感器的成像特点是（ ）。 

A. 每一条航线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B. 每一条扫描行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C. 每一个像元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D. 每一幅影像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5.（2012 年）根据《数字航摄仪检定规程》规范，规定检定场应满足不少于两条基线，每条航线最少曝光

（ ）次的条件。 

A. 10      B. 11      C. 12      D. 13 

6.（2012 年）航摄比例尺 S 的计算公式为（ ）。 

A. S=摄影机主距/相对航高       B. S=摄影机焦距/相对航高 

C. S=摄影机主距/绝对航高       D. S=摄影机焦距/绝对航高 

7.（2012 年）数字航摄影像的分辨率通常是指（ ）。 

A. 每毫米线对数    B. 每平方厘米点数  C. 每平方厘米像素个数  D. 每个像素实地尺寸 

8.（2013 年）按航摄仪检定要求，新购或前次检定已超过（ ）年的航摄仪须进行检定。 

A. 1      B. 2      C. 3      D. 4 

9.（2013 年）同一条航线相邻像片之间的重叠称为（ ）重叠。 

A. 航向      B. 旁向      C. 基线     D. 相邻 

10.（2013 年）下列参数中，不属于推扫式数字航空摄影成果技术参数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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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航摄仪主距    B. 摄区代号     C. 地面分辨率    D. 航摄时间 

11.（2013 年）航空摄影的像片倾角是指（ ）偏离铅垂线的夹角。 

A. 投影基线     B. 核线      C. 方位线     D. 主光轴线 

12.（2015 年）下列航摄参数中，影响航摄比例尺的有（ ）。 

A. 相对航高     B. 绝对航高     C. 摄影仪主距    D. 摄影仪框幅尺寸  

E. 像片重叠度 

13.（2016 年）下列影响航空摄影质量的因素中，导致倾斜误差产生的主要因素是（ ）。 

A. 地面起伏           B. 航摄仪主光轴偏离铅垂线 

C. 航线弯曲度         D. 像片旋偏角 

14.（2016 年）下列摄影仪检校内容中，不属于胶片摄影仪检校内容的是（ ）。 

A. 像主点位置    B. 镜头主距     C. 像元大小    D. 镜头光学畸变差 

15.（2016 年）航空摄影一般分为短焦、中焦、长焦三类，其对应的焦距分别为小于或等于 102mm，大于

102mm 且小于 255mm、大于或等于 255mm。如果相对航高为 3000m，下列摄影比例尺中，适合采用长

焦距镜头的是（ ）。 

A. 1:3 万     B. 1:2 万     C. 1:1.5 万    D. 1:1 万 

16.（2017 年）航空摄影测量中，相机主光轴与像平面的交点称为（ ）。 

A. 像主点    B. 像底点    C. 等角点    D. 同名点 

17.（2017 年）ADS80 传感器的成像方式属于（ ）。 

A. 单线阵推扫式成像  B. 双线阵推扫式成像  C. 三线阵推扫式成像  D. 框幅式成像 

18.（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下列航摄仪参数中，不属于规范要求的检定内容的是（ ）。 

A. 像幅     B. 主距     C. 镜头分辨率   D. 快门速度 

19.（2019 年）以下属于胶片航摄仪检定内容的有（ ）。 

A. 像元大小    B. 像主点测定   C. 主距测定    D. 框标间距测定 

E. 畸变差 

20.（2020 年）与非量测型相机比较，量测型相机的特点是能够记录（ ）。 

A. 外方位元素   B. 内方位元素   C. 目标影像    D. 摄影姿态 

21.（2021 年）航摄仪须进行检定的情况不包括（ ）。 

A. 距前次检定时间超过 2 年      B. 快门曝光次数超过 10000 次 

C. 航摄仪经过大修        D. 航摄仪受到剧烈震动 

22.（2022 年）航摄比例尺分母 M = H / f ，f 为（ ）。 

A. 相对航高    B. 绝对航高    C. 航摄仪主距   D. 航摄仪像幅尺寸 

23.（2022 年）航空摄影的像片倾角是指偏离（ ）的角度。 

A. 摄影基线    B. 铅垂线    C. 方位线    D. 主光轴线 

 

 

[ 参考答案 ] 

1. A。内方位元素是描述摄影中心与像片之间相互位置关系的参数，包括三个参数，即摄影机的主距和像

主点在像片框标坐标系中的坐标。对航摄仪内方位元素的确定和物镜光学畸变差的确定是航摄仪检校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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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 

2. C。对于数字航空影像或航天遥感影像而言，影像分辨率通常是指地面分辨率，一般以一个像素所代表

地面的大小来表示，即地面采样间隔（GSD，Ground Sampling Distance），单位为米/像素。 

3. B。由重叠度分析可知，航向最大重叠 3 张，旁向 2 张，能达到的最大重叠像片数为 6 张。 

4. B。线阵列传感器的每条扫描线有独立的摄影中心，对应着一组外方位元素。 

5. C。检定场要满足每条航线上最少曝光 12 次，不少于 2 条航线的要求。 

6. A。航摄比例尺为摄影仪主距 f 和像片拍摄处的相对航高 H 的比值，即：S = 摄影仪主距/相对航高 = f / 

H。 

7. D。数字影像的分辨率：影像分辨率是决定影像对地物识别能力和成图精度的重要指标。对于数字航空

影像或航天遥感影像而言，影像分辨率通常是指地面分辨率，一般以一个像素所代表地面的大小来表示，

即地面采样间隔（GSD，Ground Sampling Distance），单位为米/像素。 

8. B。出现以下情况应进行检定：新购置，前次检定时间超过 2 年，曝光次数达到 20000 次，经过较大修

理，经过剧烈震动。 

9. A。为满足像片立体量测与拼接的需要，航摄像片需要有一定的重叠度。像片重叠度分为航向重叠和旁

向重叠，同一航线相邻像片之间的重叠称为航向重叠，相邻航线像片间的称为旁向重叠。 

10. A。航摄仪主距是摄影仪的参数，不是摄影成果的参数。 

11. D。3.1 中的内容。摄影瞬间摄影机的主光轴偏离铅垂线的夹角称为像片倾角。 

12. AC。航摄比例尺为摄影仪主距 f 和像片拍摄处相对航高 H 的比值。 

13. B。3.1 中的内容，摄影瞬间摄影机的主光轴偏离铅垂线的夹角称为像片倾角。 

14. C。对航摄仪内方位元素的确定和物镜光学畸变差的确定是航摄仪检校的主要内容。像主店位置和镜头

主距是航摄仪的内方位元素。 

15. D。航摄比例尺等于主距/相对航高，航空摄影机物镜焦距与像片主距近似相等，所以本题中长焦距镜

头对应的航摄比例尺应该大于或等于 1:1.18 万。 

16. A。根据 2.1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17. C。2.2（2）中的内容。ADS 系列数字航摄仪包括 ADS40/ADS80 机载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统，是基

于三行线阵 CCD 的推扫式测量型数字航摄仪。 

18. A。根据 2.4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19. BCDE。2.4 中的内容，像元大小是数字航摄仪的检定内容。 

20. B。2.2（2）中的内容。 

21. B。2.4 中的内容，航摄仪在以下情况之一须进行检定：新购置，距前次检定的时间超过 2 年，快门曝

光次数超过 20000 次，经过较大修理或主要部件更换以后，经过剧烈震动以后。 

22. C。3.2 中的内容。 

23. B。3.1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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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航空摄影技术设计 
→ 重要指数：★★★★☆ 

 
1 任务分析 

航空摄影项目均应依据航空摄影合同、相关的法规和技术标准进行技术设计，设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

任职资格。技术设计书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1.1 设计分析 

资料收集：技术设计前，应根据航摄项目的要求和航摄区域特点，准备设计用图，收集和分析航摄区

域的自然地理概况、技术设备情况。 

方案选择：根据项目要求和作业区实际情况，从摄区的自然地理情况、技术设备情况、资金情况、飞

行空域概况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实际出发选择最佳方案。 

确定主要设计因子：按照航摄主要技术要求，分析确定航摄精度指标、主要技术参数、使用的软硬件

装备设施、质量控制要求、提交的成果内容、工程进度设计等。 

1.2 航摄主要技术要求 

（1）航摄设计用图的选择 

航摄设计用图应是摄区新近出版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一般根据成图比例尺按下表选择。 

表 7.2.1 成图比例尺与设计用图比例尺关系 

成图比例尺 设计用图比例尺 

≥1:1000 1:1 万或 1:1 万 DEM 

≥1:1 万 1:2.5 万 - 1:5 万或 1:5 万 DEM 

≥1:10 万 1:10 万 - 1:25 万或 1:5 万 DEM、1:10 万 DEM、1:25 万 DEM 

（2）航摄比例尺的选择 

① 对于胶片航摄仪，成图比例尺与航摄比例尺关系见下表。 

表 7.2.2 成图比例尺与航摄比例尺关系 

成图比例尺 航摄比例尺 

1:500 1:2000-1:3500 

1:1000 1:3500-1:7000 

1:2000 1:7000-1:1.4 万 

1:5000 1:1 万-1:2 万 

1:1 万 1:2 万-1:4 万 

1:2.5 万 1:2.5 万-1:6 万 

1:5 万 1:3.5 万-1:8 万 

1:10 万 1:6 万-1:10 万 

→ 上表出自《航空摄影技术设计规范》。 

② 对于数字航摄仪，成图比例尺与地面分辨率的关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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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3 成图比例尺与数码相机像素地面分辨率的对应参考关系 

成图比例尺 地面分辨率/m 

1:500 优于 0.05 

1:1000 优于 0.1 

1:2000 优于 0.2 

1:5000 优于 0.4 

1:1 万 优于 0.5 

1:2.5 万 优于 0.6 

1:5 万 优于 1 

→ 上表出自《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及《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3）航摄仪的选择 

航空摄影时，应根据测图方法、仪器设备、成图比例尺和测图精度等要求综合选择与其相匹配的航摄

仪。对于胶片摄影仪，应根据摄区的地理位置、摄影季节、地面照度、地物反差和光谱特性等因素，选择

合适的航空胶片。对于数码摄影仪，除考虑相机的技术参数外，还要考虑机载数据存储和处理单元的各项

指标是否能达到摄影要求。 

（4）航摄分区的确定 

根据测图要求的比例尺及地区情况选择摄影比例尺及航高，划分航摄分区。航摄分区划分时，要遵循

以下原则： 

① 分区界线应与测图的图廓线相一致。 

② 分区内的地形高差一般不大于 1/4 相对航高（以分区的平均高度平面为摄影基准面的航高）；当航

摄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1:7000（或地面分辨率小于等于 20cm）时，不应大于 1/6 相对航高。分区内的地形

高差 Δh = h 高平均 - h 低平均。 

③ 分区内的地物景物反差、地貌类型应尽量一致。 

④ 根据成图比例尺确定分区最小跨度，在地形高差许可的情况下，航摄分区的跨度应尽量划大。 

⑤ 当地面高差突变，地形特征显著不同或有特殊要求时，可以破图廓划分航摄分区。 

⑥ 划分分区时，应考虑航摄飞机侧前方安全距离与安全高度。 

⑦ 当采用 GPS 辅助空三航摄时，还应确保分区界线与加密分区界线相一致或一个摄影分区内可涵盖

多个完整的加密分区。 

→ 分区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地形高差的限制、分区内地貌尽量一致以及在满足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少分区，

即上述 2、3、4条是最重要的。 

（5）航线敷设原则 

① 通常情况下航线应按东西向直线飞行，特定条件下也可根据地形走向按南北向或沿线路、河流、海

岸、境界等任意方向飞行。 

② 常规方法敷设航线时，航线应平行于图廓线。位于摄区边缘的首末航线应设计在摄区边界线上或边

界线外。旁向覆盖超出界线一般不少于像幅的 50%，最少不得少于 30%。航向超出测区不少于一条基线。 

③ 水域、海区航摄时，航线敷设要尽可能避免像主点落水；要确保所有岛屿达到完整覆盖，并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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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像对。 

④ 荒漠、高山区隐蔽地区等和测图控制作业特别困难的地区，可以敷设构架航线。构架航线根据测图

控制布点设计的要求设置。 

⑤ 根据合同要求航线按图幅中心线或按相邻两排成图图幅的公共图廓线敷设时，应注意计算最高点对

摄区边界图廓保证的影响和与相邻航线重叠度的保证情况，当出现不能保证的情况时，应调整航摄比例尺。 

⑥ 采用 GPS 领航时，应计算出每条航线首末摄站的经纬度（坐标）。 

（6）架构航线 

架构航线指在困难地区，为减少野外像片控制点的布设，加飞的若干条与测图航线近似垂直的航线。 

构架航线又叫作航空摄影控制航线，其主要作用是在基本航线的两端起到控制点的作用，减少测区内

地面外业像控点的布设工作量，增强区域网模型之间的连续性，提高加密平差精度。 

架构航线应比测图航线的航摄比例尺大 25%左右，应有不小于 80%的航向重叠度，要保证隔号像片能

构成正常重叠的立体像对。位于摄区周边的架构航线，要保证其像主点落在摄区边界线上或边界线之外，

两端要超出摄区或分区边界线 4 条基线。控制航线间的交叉衔接处，要保证有不少于四条基线的相互重叠。 

（7）航摄时间的选择 

选择最佳航摄季节，应在合同规定的航摄作业期限内，综合考虑下列主要因素：摄区晴天日数多；大

气透明度好；光照充足；地表植被及其覆盖物（如洪水、积雪、农作物等）对摄影和成图的影响最小；彩

红外、真彩色摄影，在北方一般避开冬季。 

航摄时间的选定原则如下： 

① 既要保证具有充足的光照度，又要避免过大的阴影，一般按表 7.2.4 规定执行。对高差特大的陡峭

山区或高层建筑物密集的特大城市，应进行专门的设计。 

表 7.2.4 航摄时间的选定原则 

地形类别 太阳高度角（°） 阴影倍数（倍） 

平地 >20 <3 

丘陵地、小城镇 >30 <2 

山地、中等城市 ≥45 ≤1 

高差特大的陡峭山区和高层建筑

物密集的大城市 

限在当地正午前后各 1 小时进行

摄影 
<1 

② 沙漠、戈壁滩等地面反光强烈的地区，一般在当地正午前后各 2 个小时内不应摄影。 

③ 彩红外与真彩色摄影应在色温 4500K - 6800K 范围内进行，雨后绿色植被表面水滴未干时不应进

行彩红外摄影。 

（8）航摄因子计算 

航摄因子包括地区困难类别、分区面积、航摄比例尺、分区平均平面高程、绝对航高、基线长度、航

线间隔、航线长度、分区像片数等。 

基线长度 = 影像宽度 ×（1 - 航向重叠）× 摄影比例尺分母 

航线间隔 = 影像高度 ×（1 - 旁向重叠）× 摄影比例尺分母 

分区航线条数 = 分区宽度 / 航线间隔，摄区边界分区加一条线 

航线长度 = 分区长度 + 两条基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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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航线影像数 = 航线长度 / 基线长度 

分区总像片数 = 分区航线条数 × 每航线影像数 

总模型数 = 总像片数 - 航线数 

最高点航向重叠度 = 航向重叠度 +（1 - 航向重叠度）×（基准面 - 最高点）/ 相对航高 

最低点航向重叠度 = 航向重叠度 +（1 - 航向重叠度）×（基准面 - 最低点）/ 相对航高 

最高点旁向重叠度 = 旁向重叠度 +（1 - 旁向重叠度）×（基准面 - 最高点）/ 相对航高 

最低点旁向重叠度 = 旁向重叠度 +（1 - 旁向重叠度）×（基准面 - 最低点）/ 相对航高 

 
2 技术设计书编写 

航摄项目应根据航摄活动的需求编写技术设计书，技术设计书的内容包括项目概况、摄区基本技术要

求及技术依据、项目技术设计、实施方案等。 

（1）项目概况 

任务来源及基本概况，摄区地理位置、地貌、地物情况、气象状况、执行任务的有利与不利因素，飞

行空域状况，特别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如国界、禁区、安全高度保证等。 

（2）摄区基本技术要求及技术依据 

（3）项目技术设计 

项目技术设计包括航摄分区设计、航线设计、技术参数设计、摄影时间等。 

技术参数设计包括：航摄因子计算表、飞行时间计算表、航摄材料消耗计算表和 GPS 领航数据表等。 

（4）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包括项目实施过程的飞行保障、软硬件设备选择、主要技术标准及精度要求、质量控制、

成果提交、人员及进度安排等，在生产进度安排时，要注意考虑计划进行中的意外因素，在时间上预留一

定的缓冲空间。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对 18cm×18cm 像片进行建模时，如要求航向重叠度为 60%，则该像对的基线长度为（ ）
cm。 
A. 7.2      B. 9.0      C. 10.0      D. 12.0 
2.（2013 年）下列要求中，符合航空摄影规范关于航摄分区划分原则的是（ ）。 
A. 分区界线应与图廓线相一致       B. 首末航线应在分区边界线上或边界线外 
C. 摄区内地貌类型应尽量一致      D. 应充分考虑航摄飞机飞行的安全距离 
3.（2014 年）根据现行测绘航空摄影规范，采用航测法生产地物点精度达到±0.5m 的地形图时，航摄规

划设计用图比例尺为（ ）。 
A. 1:5000     B. 1:10000     C. 1:50000     D. 1:100000 
4.（2014 年）在中等城市进行航摄，要求阴影倍数应小于 1，则对应的太阳高度角最小为（ ）。 
A. 20°     B. 30°     C. 45°     D. 60° 
5.（2015 年）制定航摄计划时需考虑季节因素，其主要原因是考虑（ ）。 
A. 太阳高度角对航摄的影响       B. 地表覆盖对航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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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太阳光照强度对航摄的影响      D. 大气透明度对航摄的影响 
6.（2016 年）对于地形图测绘航空摄影，下列关于架构航线的描述中，不符合要求的是（ ）。 
A. 架构航线摄影比例尺应与测图航线比例尺相同  B. 航向重叠度不小于 80% 
C. 应保证隔号像片能构成立体像对     D. 周边架构航线像主点应落在边界线之外 
7.（2016 年）下列航摄技术要求中，确定航摄分区需考虑的有（ ）。 
A. 地形高差一般不大于 1/4 相对航高    B. 航摄飞机两侧与前方安全距离应达到规范要求 
C. 地物景物反差、地貌类型应尽量一致    D. 要尽可能避免像主点落水 
E. 飞机一般应东西向直线飞行 
8.（2017 年）进行 1：1000 成图的航摄规划设计时，采用的 DEM 比例尺宜为（ ）。 
A. 1:500     B. 1:1 万     C. 1:2.5 万    D. 1:5 万 
9.（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通常情况下航线一般应按（ ）方向直线飞行。 
A. 南北     B. 东北-西南    C. 东西     D. 东南-西北 
10.（2019 年）某航摄分区的航摄比例尺为 1:6000，所用航摄仪主距为 100mm，则分区内地形高差最大

应不超过（ ）m。 
A. 200     B. 150     C. 100     D. 50 
11.（2019 年）北方地区采用彩红外或真彩色航摄成图，其航摄季节应避开（ ）。 
A. 春季     B. 夏季     C. 秋季     D. 冬季 
12.（2020 年）不属于测绘航空摄影设计分析工作内容的是（ ）。 
A. 资料收集    B. 像控点布设   C. 飞行方案选择   D. 确定主要设计因子 
13.（2020 年）某平坦测区采用航测法生产 1:1 万地形图，如果航摄仪主距为 200mm，航摄比例尺要求为

1:2 万~1:4 万，地面高程为 2000m，则绝对航高的范围是（ ）m。 
A. 4000-8000   B. 5000-9000   C. 6000-10000   D. 7000-11000 
14.（2021 年）下列选项中，属于航摄技术要求的是（ ）。 
A. 航摄比例尺的选择  B. 航片控制点布设要求 C. 太阳高度角选择 D. 摄区内地形高差要求 
E. 影像增强要求 
15.（2022 年）测绘航空摄影的工作内容不包括（ ）。 
A. 像控点布设   B. 航线敷设    C. 航高保持    D. 划分航摄分区 
 

 

[ 参考答案 ] 
1. A。根据 1.2（8）中的公式，基线长度等于影像宽度×（1-航向重叠度）=18cm×（1-60%）=7.2cm。 
2. A。根据 1.2（4）中的内容得出答案。 
3. B。地形图的地物点精度达到 0.5m，该地形图的比例尺应该是 1:1000，相应的航摄规划设计用图比例

尺应该为 1:1 万。 
4. C。根据表 7.2.3 得出答案。 
5. B。季节因素影响最大的应该是 B。 
6. A。根据 1.2（6）中的内容，架构航线应比测图航线的航摄比例尺大 25%左右。 
7. ABC。根据 1.2（4）中的内容作答。DE 是航线敷设的内容。 
8. B。根据表 7.2.1 得出答案。 
9. C。1.2（5）中的内容。通常情况下航线应按东西向直线飞行，特定条件下也可根据地形走向按南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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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沿线路、河流、海岸、境界等任意方向飞行。 
10. C。相对航高 = 100mm×6000 = 600m，根据 1.2 中的知识，当航摄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1:7000 时，

分区内的地形高差不应大于 1/6 相对航高，所以分区内地形高差最大不应大于 600m×1/ 6 = 100m。 
11. D。1.2（7）中的内容。彩红外、真彩色摄影，在北方一般避开冬季。 
12. B。1.1 中的内容，设计分析的内容包括资料收集、方案选择、确定主要设计因子。 

13. C。相对航高=主距/航摄比例尺，计算得到其范围是 4000-8000，再加上地面高程得到绝对航高。 
14. ACD。本节出现到的内容即为此题答案。 
15. A。像控点布设是下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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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测绘航空摄影工作的实施 
→ 重要指数：☆☆☆☆☆ 

 

1 航摄准备 

（1）航摄实施前，应制订详细的飞行计划，且应针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制订应急预案。 

（2）航摄应遵照民航、通航和空域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3）使用机场时，应按照机场相关规定飞行；不使用机场时，应根据飞行器的行囊要求，选择起降

场地和备用场地。 

（4）航摄实施前对工程使用的设备、材料进行认真的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5）派出经验丰富的项目负责人现场组织安排和指挥生产，严格掌握天气标准，经常和气象台联系，

不错过航摄天气，确保飞行质量、摄影质量与生产工期。 

（6）摄影尽量协调、安排在碧空天气进行，确保影像清晰、色调均匀、层次丰富。 

 

2 航摄实施 

（1）每次起飞之前，需仔细检查系统设备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2）进入摄区前，要组织飞行员和摄影员进行航线设计的技术讲评。 

（3）严格按规范规定的太阳高度角要求选择摄影时间。 

（4）在航摄飞行时，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 

（5）飞行时，应保持航高，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不大于规范限值。 

（6）每次飞行结束后，要对旁向重叠、范围保证等元素进行逐一检查，做出详细的质检记录，凡不

符合要求的产品，必须及时进行补摄或重摄。 

（7）航摄中出现的相对漏洞、绝对漏洞和其他严重缺陷均应及时补摄，漏洞补摄必须按原设计航迹

进行，补摄航线的两端应超出漏洞之外不少于一条基线。 

（8）每次飞行结束后，应填写航摄飞行记录表。 

在正式作业前，以下情况应进行试飞或试摄：新改装的航摄飞机，应进行试飞；新购进、检修后和油

封后重新启用的航摄仪，应进行试摄；新编成的航摄机组，应组织试飞和试摄；地形或气象条件复杂的摄

区，应组织视察飞行。 

 

 

[ 历年真题 ] 

1.（2020 年）下列哪些情况应进行试飞或试摄（ ）。 

A. 航摄飞机为新近改装 B. 新编成的航摄机组  C. 航摄仪每年正式作业前  D. 航摄仪检定后 

E. 航摄仪为新购 

2.（2021 年）下列属于测绘航空摄影准备工作的是（ ）。 

A. 航高保持          B. 航摄系统设备工作状态检查 

C. 航线布设          D. 航摄漏洞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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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 

1. ABE。本节最后一句话。 

2. C。ABD 均是 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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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航空摄影中的新技术应用 
→ 重要指数：★★☆☆☆ 

 
1 GPS 在航摄中的应用 

（1）航摄飞行导航：控制航空摄影飞机在一定的高度沿设计的航线飞行，以保证所得影像具有一定

的摄影比例尺、航向重叠度及旁向重叠度。 

（2）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中的导航与定位：利用 GPS 高精度相位差分动态定位精确的测定摄影

曝光瞬间航摄仪物镜中心的位置，将所测数据应用于摄影测量内业加密，以便尽可能减少对地面控制点的

数量要求。 

 

2 激光扫描技术的应用 

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单点测量方法，采用非接触主动测量方式获取高精度三维点云数

据，能够对任意物体进行扫描，快速将现实世界的信息转换成可以处理的数据，具有扫描速度快、实时性

强、精度高、主动性强、全数字特征等特点。可分为机载、车载、地面和手持型几类。 

→ 三维激光扫描仪每次测量的数据不仅仅包含点的 X,Y,Z坐标信息，还包括 R,G,B颜色信息，同时还有

 物体反色率的信息。三维激光扫描仪已经从固定式朝移动方向发展，如车载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机载三

 维激光雷达。 

机载 LIDAR（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机载激光雷达系统是一种集三维激光扫描仪、GPS、

IMU（惯性测量装置）以及高分辨率数码相机等技术于一身的集成系统，用于获取激光点云数据并生成精

确的数字高程模型、数字表面模型、数字正射影像信息，通过对激光点云数据的处理，可得到真实的三维

场景图。 

 

3 机载侧视雷达技术的应用 

机载侧视雷达是利用装于飞机机身两侧或下方的天线，随着飞机向前飞行而扫描飞机下方两侧的带状

地面，进行高分辨率地形测绘的雷达。机载侧视雷达分辨率可分为距离分辨率（垂直于飞行的方向）和方

位分辨率（平行于飞行的方向）。 

（1）合成孔径雷达 

合成孔径雷达（SAR，Synthetic Aperture Radar）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雷达，它利用合成孔径原理，

可以在能见度极低的气象条件下得到类似光学照相的高分辨雷达图像。 

合成孔径雷达利用雷达与目标的相对运动把尺寸较小的真实天线孔径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合成一较大的

等效天线孔径的雷达，也称综合孔径雷达，其特点是分辨率高、全天候工作，所得到的高方位分辨率相当

于一个大孔径天线所能提供的方位分辨力。 

机载合成孔径侧视雷达在农业、地质勘探、资源考察、环境保护和海洋调查等方面已获广泛应用。 

（2）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雷达干涉测量（InSAR，interometry SAR）指采用干涉测量技术的合成孔径雷达。它通过两条侧视天

线同时对目标进行观测（单轨道双天线模式），或一定时间间隔的两次平行观测（单天线重复轨道模式），

来获得地面同一区域两次成像的复图像对（包括强度信息和相位信息）。由于目标与两天线位置的几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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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地面目标回波形成相位差信号，经两个复图像的复相关形成干涉图。根据干涉图的相位值，得出两次

成像中微波的路程差，从而计算出目标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表面的微小变化。 

InSAR 技术的应用领域涉及地形测量、地壳形变监测、土地利用变化监测、海面洋流监测及舰船的跟

踪以及火山灾害监测等。 

 

4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系统的应用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系统主要包括超轻型飞行器航摄系统和无人飞行器航摄系统。 

4.1 超轻型飞行器航摄系统 

超轻型飞行器航摄系统是指采用 2000 万像素以上框幅式数码相机和有人驾驶超轻型固定翼飞机、三

角翼飞行器、动力滑翔伞、直升机等飞行平台进行航空摄影的系统。 

4.2 无人飞行器航摄系统 

无人飞行器航空系统是指采用 2000 万像素以上框幅式小像幅数码相机和无人驾驶的固定翼飞机、直

升机、多旋翼直升机、飞艇等飞行平台进行航空摄影的系统。低空无人机航摄相比于传统航摄受天气因素

和起飞场地条件影响小，效率高，灵活性强，显著降低了工作成本。 

多旋翼无人机的优点有体积小、重量轻、可以垂直起降，飞行灵活，成本低等。缺点是飞行速度慢，

飞行距离短。固定翼无人机的优点有飞行距离长，巡航面积大，飞行速度快等。缺点是：不能悬停获取某

处连续影像，只能按照固定航线，飞行不够灵活，操作难度较大，上手难，风险高，成本较高。 

4.3 低空数字航摄系统的要求 

（1）相对航高一般不超过 1500m，最高不超过 2000m；在平原丘陵地区使用的低空数字航空摄影系

统的飞行平台升限应不小于海拔 3000m，在高山地、高原等地区使用的飞行平台升限应不小于海拔 6000 

m。 

（2）低空数字航空摄影系统的飞行平台的续航时间须大于 1.5h。 

（3）超轻型飞行器航摄系统应具备 5 级风力条件下安全飞行的能力，无人飞行器航摄系统应具备 4

级风力条件下安全飞行的能力。 

（4）航空摄影时巡航速度不大于 120km/h，最快不超过 160km/h。 

（5）航路点和曝光点的存储数量不宜少于 1000 个。 

（6）有人驾驶的超轻型飞行器航摄系统应装备符合民航和空域管理部门规定的应答机和语音通话系

统，接受当地空管监控指挥。无人飞行器航摄系统应配备数传电台和地面监控站，监控半径应大于 5km。 

（7）无人飞行器平台的任务载荷（包括相机和其稳定装置）不宜小于 3kg。 

（8）无人机航摄时，设计飞行高度应高于摄区和航路上最高点 100m 以上（避免无人机撞山）。设

计总航程应小于无人机能到达的最远航程（避免动能耗尽造成飞行事故）。 

→ 相比于传统的航摄，无人机有着明显的优点，近年来刚进入市场就得到迅速推广，诞生了大疆等著名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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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多旋翼无人机 

图 7.4.2 固定翼无人机 

 

5 定位定姿系统的应用 

定位定姿系统（POS）辅助航空摄影，是指利用惯性测量单元（IMU）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组

合测量技术，获取摄影瞬间摄影中心的位置参数及影像的姿态参数（即像片外方位元素）的一种航空摄影

技术。又可分为直接定向法和辅助定向法。 

直接定向法：采用 POS 辅助航空摄影技术，得到每张像片的外方位元素，实现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航

空摄影测量方法。 

辅助定向法：采用 POS 辅助航空摄影技术，得到每张像片的外方位元素，与地面控制点共同参与空

中三角测量，再进行定向测图的航空摄影测量方法。 

航摄系统一般由航摄仪、机载 POS 系统和地面基站组成，当采用 GPS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时无需地面

基站。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GPS 辅助航空摄影测量中，机载 GPS 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用来测定（ ）的初值。 

A. 外方位线元素    B. 内定向参数    C. 外方位角元素   D. 地面控制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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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2 年）根据《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规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应高于摄区内最高点（ ）m

以上。 

A. 50      B. 100      C. 150      D. 200 

3.（2013 年）在遥感领域，SAR 指（ ）。 

A. 激光测地雷达    B. 卫星测高雷达    C. 合成孔径雷达   D. 地下管线探测雷达 

4.（2013 年）机载侧视雷达方位分辨率的方向与飞行方向的关系为（ ）。 

A. 垂直于飞行方向   B. 平行于飞行方向  C. 成 45°夹角    D. 成 135°夹角 

5.（2014 年）与常规航摄相比，低空无人机航摄的主要优点包括（ ）。 

A. 降低摄影测量工作成本  B. 减少对天气的依赖  C. 提高航摄质量   D. 提高航摄灵活性 

E. 提高航摄工作效率 

6.（2016 年）某航摄区最高点海拔高度为 550m，则无人机最低飞行高度为（ ）m。 

A. 600      B. 650      C. 700      D. 750 

7.（2016 年）下列传感器的特点中，不属于机载 LIDAR 特点的是（ ）。 

A. 主动式工作方式         B. 可直接获取地表三维坐标 

C. 可获取光谱信息         D. 可全天候工作 

8.（2019 年）某地需快速完成一条开阔地带 10km 长的 1:1000 道路施工图测绘，宜采用的施测方法是（ ）。 

A. 利用卫星立体影像进行测绘      B. 利用无人机航摄方法测绘 

C. 利用大飞机航摄方法测绘      D. 全野外法测绘 

9.（2020 年）下列关于 LiDAR 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LiDAR 的外业工作量小       B. LiDAR 的激光脉冲信号能部分穿透植被的叶冠 

C. LiDAR 是一种被动式测量方式     D. LiDAR 可以进行电力线检查 

10.（2021 年）下列关于机载侧视雷达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采用斜距投影的方式成像      B. 雷达影像色调与地物表面粗糙度有关 

C. 侧视雷达成像是一种被动式测量方式    D. 雷达影像上会出现山体前倾重影现象 

11.（2022 年）定位定姿系统（POS）在航空摄影测量中获取的是（ ）。 

A. 航摄仪的内方位元素       B. 像片的外方位元素 

C. 空三加密点的坐标        D. 地面控制点的坐标 

 

[ 参考答案 ] 

1. A。GPS 可以测定坐标，属于外方位线元素，外方位角元素可以通过定位定姿系统测得。 

2. B。4.3（8）的内容，无人机航摄时，设计飞行高度应高于摄区和航路上最高点 100m 以上（避免无人

机撞山）。 

3. C。3（1）中的内容。 

4. B。3 中的内容，机载侧视雷达分辨率可分为距离分辨率（垂直于飞行的方向）和方位分辨率（平行于

飞行的方向）。 

5. ABDE。4.2 中的内容，低空无人机航摄相比于传统航摄受天气因素和起飞场地条件影响小，效率高，灵

活性强，显著降低了工作成本。 

6. B。同第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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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根据 2 中的知识作答。 

8. B。此项目无人机比大飞机效率更高，更节省时间。 

9. C。雷达是主动式遥感。 

10. C。同上。 

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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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航摄成果的检查验收 
→ 重要指数：★☆☆☆☆ 

 
1 质量控制 

航摄质量控制包括过程质量控制及成果质量控制。在航空摄影技术设计中，应根据项目需要和相关的

技术规范对飞行质量和摄影质量提出要求，航摄执行单位应按照规定的要求对飞行质量和摄影质量进行检

查，航摄执行单位检查合格后，应将全部成果资料整理齐全，移交航摄委托单位代表验收。航摄委托单位

代表验收合格后，应出具验收报告。 

（1）飞行质量检查。航摄飞行质量包括：航摄像片的重叠度，像片倾斜角，像片旋偏角，航线弯曲

度，航高保持，摄区、分区、图廓覆盖保证，飞行记录资料的填写等等。 

（2）摄影质量检查。影像应清晰，层次丰富，反差适中，色调柔和；应能辨认出与地面分辨率相适

应的细小地物影像，影像上不应有云、云影、烟、大面积反光、污点等缺陷。 

 
2 成果整理 

航摄工作完成后，要提供的航摄成果有航摄影像成果及各类文本资料。 

（1）胶片航摄包括： 

① 摄区范围图（摄区略图）； 

② 摄区航线、像片结合图； 

③ 航摄底片、晒印的像片、像片索引图底片和像片（份数按合同规定提供）； 

④ 航摄仪检定记录和数据； 

⑤ 航摄底片压平质量检测数据表； 

⑥ 航摄底片密度抽样测定数据表； 

⑦ 附属仪器记录数据和资料； 

⑧ 成果质量检查记录、航摄鉴定表； 

⑨ 有关的登记表和移交清单； 

⑩ 合同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 

（2）数码航摄，包括：影像数据、航片输出片、浏览影像、航摄像片中心点坐标数据、航摄像片中

心点接合图、航线及像片结合图、摄区范围完成情况图、航摄技术设计书、航摄仪技术参数检定报告、航

摄军区批文、航摄飞行记录、航摄鉴定表、航摄资料移交书、航摄资料审查报告、其他有关资料。 

在资料提交清单上，需注明资料的类型或存储介质。提交航摄成果的注记和包装需符合相关标准。 

 

 

[ 历年真题 ] 

1.（2017 年）下列航摄成果检查项中，属于影像质量检查项的是（ ）。 

A. 像片重叠度   B. 航线弯曲度   C. 航高保持    D. 影像反差 

2.（2019 年）下列质量检查项中，属于航摄飞行质量检查项的是（ ）。 

A. 像片倾斜角   B. 像片反差    C. 像点位移误差   D. 像片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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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下列质量检查项中，属于航摄飞行质量检查项的是（ ）。 

A. 像片倾斜角   B. 影像反差    C. 像点位移误差   D. 影像清晰度 

 

 

[ 参考答案 ] 

1. D。根据 1 中的知识可得出答案。 

2. A。同上。 

3. A。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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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摄影测量与遥感 
→ 上一章讲述的是为获取像片而进行的航空摄影，本章是对获取的像片进行处理。这两章内容高度关联，

常综合考查。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16 题。（20 年 18 题，21 年 17 题，22 年 17 题） 

案例分析：每年至少 1 题，且近年来有增多迹象。“4D”产品、像控点布设、空中三角测量等是案例

考试的重点。 

 

第 1 节 概要 
→ 重要指数：★★☆☆☆ 

 
1 摄影测量及其发展 

（1）概念 

摄影测量是利用胶片或数码摄影机摄影得到的影像，研究和确定被摄物体的形状、大小、位置、性质

和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和技术。摄影测量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影像获取瞬间像点与对应物点之间所存在的几

何关系。 

航摄得到的像片是地面的中心投影，而地形图是地面的正射投影，将中心投影的航摄像片转换为正射

投影的地形图，是摄影测量的核心课题。 

图 8.1.1 中心投影（像片）和正射投影（地形图） 

（2）分类 

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摄影测量可分为地形摄影测量和非地形摄影测量两大类；按摄影站位置或传感

器平台分为航天摄影测量、航空摄影测量、地面摄影测量等。航空摄影测量的主要任务是测制各种比例尺

的地形图和影像地图、建立地形数据库，并为各种地理信息系统和土地信息系统提供基础数据。航空摄影

测量测绘的地形图比例尺一般为 1:500-1:5 万。 

（3）摄影测量发展阶段 

摄影测量经历了模拟法、解析法和数字化三个发展阶段。下表列出了摄影测量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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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 摄影测量发展的三个阶段 

发展阶段 原始资料 投影方式 仪器 操作方式 产品 

模拟摄影测量 像片 物理投影 模拟测图仪 作业员手工 模拟产品 

解析摄影测量 像片 数字投影 解析测图仪 机助作业员操作 
模拟产品 

数字产品 

数字摄影测量 
数字化影像 

数字影像 
数字投影 

计算机 

+ 外围设备 

自动化 

+ 作业员干预 

模拟产品 

数字产品 

① 模拟摄影测量 

模拟摄影测量仪器是一台精密的、机械的、模拟计算器。由于这些仪器均采用光学投影器或机械投影

器“模拟”摄影过程，用它们交会被摄物体的空间位置，所以称之为模拟测图仪。 

这个时期的全部摄影测量测图仪都以同样的原理为基础，这个原理可以称为“模拟原理”。该模拟计

算器用两根精密的空间导杆模拟前方交会，从像点坐标直接解算，给出其模型坐标。 

② 解析摄影测量 

计算机的出现和自动控制技术、模数转换技术的实用化，为摄影测量立体测图仪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

术条件，于是出现了用“数字投影代替物理投影”的概念。“数字投影”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实时地进行

共线方程的计算，从而交会被摄物体的空间位置。 

解析摄影测量是依据像点与相应的地面点间的数学关系，用计算机解算像点相应地面点的坐标并进行

测图解算的技术。在解析摄影测量中，利用少量的野外控制点，加密测图用的控制点或其它用途的更加密

集的控制点的工作，叫做解析空中三角测量，也称为电算加密。电算加密和解析测图仪的出现标志着摄影

测量进入解析摄影测量的时代。 

③ 数字摄影测量 

数字摄影测量利用一台计算机，加上专业的摄影测量软件，就代替了过去传统的、所有的摄影测量的

仪器。其中包括纠正仪、正射投影仪、立体坐标仪、转点仪、各种类型的模拟测量仪以及解析测量仪。这

些仪器设备曾经被认为是摄影测量界的骄傲，但是，目前除解析测图仪还有少量的生产外，其他所有的摄

影测量光机仪器已经完全停止生产。这种发展已经引起了产业界的变革，即精密的光学、机械制造业转为

信息产业，其重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2 遥感及其发展 

遥感泛指通过非接触传感器遥测物体的几何与物理特性的技术。遥感技术主要建立在物体反射或发射

电磁波的原理基础之上。遥感技术主要由遥感图像获取技术和遥感信息处理技术两大部分组成。遥感主要

是回答观测目标是什么（定性），分布在何处（定位），有多少（定量）的问题。 

遥感技术的分类方法很多。按电磁波波段的工作区域，可分为可见光遥感、红外遥感、微波遥感和多

波段遥感等。按传感器的运载工具可分为航天遥感（或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遥感，其中航空遥感

平台又可细分为高空、中空和低空平台。按传感器的工作方式可分为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两种。 

 
3 摄影测量与遥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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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为摄影测量提供了多种数据来源，从而扩大了摄影测量的应用领域；摄影测量成熟的理论与

方法对遥感技术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航空摄影采用的投影为（ ）。 

A. 中心投影     B. 正射投影     C. 圆锥投影   D. 高斯投影 

2.（2013 年）摄影测量经历的发展阶段有（ ）。 

A. 航空摄影测量    B. 模拟摄影测量    C. 解析摄影测量  D. 近景摄影测量 

E. 数字摄影测量 

3.（2022 年）航空摄影投影属于（ ）。 

A. 高斯投影    B. 正射投影    C. 中心投影   D. 圆锥投影 

 

[ 参考答案 ] 

1. A。根据 1（1）中的内容得出答案。 

2. BCE。1（3）中的内容，摄影测量经历了模拟法、解析法和数字化三个发展阶段。 

3. C。摄影是中心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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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摄影测量与遥感基础 
→ 重要指数：★★★★★ 

 
1 摄影测量基础 

1.1 像点位移 

地面点在像片上的构象相对于同摄站、同主距的水平影像的位置差异叫像点位移。像点位移主要有像

片倾斜产生的像点位移和投影差。 

（1）像片倾斜引起的像点位移：在理想情况下，像片是完全水平的，但实际上像片总会有倾斜。像

片倾斜引起的像点位移使得像片上的几何图形与地面上的几何图形产生变形，而且像片上影像比例尺处处

不等。像片倾斜引起的像点位移可用像片纠正的方法予以改正。 

（2）地形起伏引起的像点位移：地面起伏引起的像点位移使得地面目标物体在航摄像片上的构象偏

离了其正射投影的正确位置，又称投影差。投影差性质：①像底点没有投影差；②地面点相对于基准面的

高差越大，投影差越大；③摄影机的主距越大，相应的投影差越小。 

城区航空摄影时，为了有效减小航摄像片上投影差的影响，应选择焦距较长的摄影机进行摄影。 

图 8.2.1 像片倾斜引起的像点位移（左）和地形起伏引起的像点位移（右） 

投影差计算公式： 

 

 
式中  σ —— 投影差，a 与 a0之间的距离 

Δh —— 地面点相对于基准面的高 

H —— 相对航高（以平均高程面为基准面的航高） 

R —— 像点在像平面上与像底点的距离 an。 

（2）物理因素引起的像点位移 

由大气折光、物镜畸变差、地球曲率、底片变形等引起的像点位移，可以用系数改正。 

→ 在航摄原始像片生产过程中还有很多因素会导致像点位移，如飞机飞行速度造成的曝光像点位移残影

等。 

R
H
h∆

=σ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299 



第 8 章 摄影测量与遥感 第 2 节 摄影测量与遥感基础 

1.2 内、外方位元素 

（1）内方位元素。内方位元素是描述摄影中心与像片之间相互位置关系的参数，包括 3 个参数，即

像主点在框标坐标系中的坐标（x0，y0）及摄影中心到像片的垂距 f（主距）。内方位元素值一般视为已知，

它可通过对摄影仪的检定得到。 

（2）外方位元素。确定摄影光束在摄影瞬间的空间位置和姿态的参数，称为外方位元素。一张像片

的外方位元素包括 6 个参数：三个线元素（XS，YS，ZS）和三个角元素（φ，ω，κ）。线元素是用来描述

摄影瞬间，摄影中心 S 在所选定的地面空间坐标系中的坐标值；角元素是用来描述摄影瞬间，摄影像片在

所选定的地面空间坐标系中的空间姿态。 

图 8.2.2 外方位线元素（左）与外方位角元素（右） 

（3）外方位元素解算方法 

外方位元素可以利用地面控制点通过计算得到，或者利用 POS 系统（定位定姿系统）测定。POS 系

统由 IMU（惯性测量装置）和 GPS 组成，IMU 测定姿态，GPS 测定位置。 

利用影像覆盖范围内 3 个以上不在一条直线上的控制点，根据共线条件方程反求该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这种方法称为单幅影像的空间后方交会。 

空间后方交会的原理是：以单幅影像为基础，从该影像所覆盖地面范围内的若干控制点的已知地面坐

标和相应点的像平面坐标出发，根据共线条件方程，运用最小二乘间接平差，求解该影像在航空摄影时刻

的外方位元素（XS，YS，ZS，φ，ω，κ）。由于一共需要解求 6 个未知数，需要列出 6 个方程，故需要最

少 3 个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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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3 单幅影像的空间后方交会 

1.3 共线方程 

（1）共线方程就是指中心投影的构象方程，是摄影测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式。即在摄影成像

过程中，摄影中心 S（XS，YS，ZS）、像点 a（x，y）及其对应的地面点 A（X，Y，Z）三点位于一条直

线上。 

式中 x，y 为像点的像平面坐标； 

x0，y0，f 为像片的内方位元素； 

X，Y，Z 为对应地面点的地面坐标； 

XS，YS，ZS 为投影中心的地面坐标； 

ai，bi，ci（i =1，2，3）为像片的 3 个外方位角元素组成的 9 个方向余弦。 

图 8.2.4 共线方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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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线方程的主要应用包括：①单像空间后方交会和多像空间前方交会；②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光

束法平差中的基本数学模型；③构成数字投影的基础；④计算模拟影像数据（已知影像内外方位元素和物

点坐标求像点坐标）；⑤利用数字高程模型（DEM）与共线方程制作正射影像；⑥利用 DEM 和共线方程

进行单幅影像测图。 

1.4 立体像对测图 

（1）立体像对 

立体像对指由不同摄站获取，具有一定重叠区域的两张像片。影像沿拍摄顺序从左到右放置，左右像

片上同一地物点所构成的像点称为同名像点。同名像点是在不同摄站点对同一地物点摄影得到的。 

（2）立体像对测图 

进行立体像对测图前要先进行像对定向（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定向完成后就可以建立与

实地相符的立体模型，在模型中寻找地理要素的同名点并量测同名点的坐标，这就是立体像对测图。它代

替了传统的全野外碎部测量的方式，测图完成后的图形编辑、质量检查、成果整理与提交都与传统测图相

同。 

（3）同名像点自动匹配 

在数字摄影测量中，以影像匹配的方法代替传统的人工观测，达到自动确定左、右同名像点的目的。

因人们在最初的影像匹配中采用了相关技术，因而也常称影像匹配为影像相关。影像相关是利用两幅影像

的相关函数，评价它们的相似性以确定同名点。 

（4）左右视差和上下视差 

立体像对上同名像点的横坐标值之差（通常以 p 表示）称为左右视差。在理想像对上，各地面点的左

右视差等于按该点像片比例尺缩小后的摄影基线。立体像对上同名像点的纵坐标之差称为上下视差（通常

以 q 表示）。相对定向完成后，上下视差应为 0。 

1.5 立体像对定向建模 

（1）内定向 

内定向就是根据像片的框标坐标和相应的摄影机检定参数，恢复像片与摄影机的相关位置，即建立像

片坐标系。 

图 8.2.5 定向建模的过程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3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97%E6%91%84%E5%BD%B1%E6%B5%8B%E9%8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4%E4%BE%8B%E5%B0%BA/16969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1%84%E5%BD%B1%E5%9F%BA%E7%BA%BF/4947521


第 8 章 摄影测量与遥感 第 2 节 摄影测量与遥感基础 

（2）相对定向 

暂不考虑外方位元素，确定立体像对两张影像相对位置关系，建立任意比例尺和方位的像对立体模型

的过程称为相对定向。相对定向不需要外业控制点，同名点投影光线对对相交是相对定向的理论基础。描

述立体像对两张像片相对位置和姿态关系的参数，称为相对定向元素（共 5 个）。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中，

通过自动量测 6 对以上同名点的像点坐标，即可解出 5 个相对定向元素。 

相对定向有连续法和单独法两种方法。 

① 连续法相对定向原理：以立体像对的左片的坐标系为基础，右片的坐标系转换到左片，求解 2 个

线元素和 3 个角元素。 

② 单独法相对定向原理：以立体像对的左片摄影中心为原点，左主核面为 XZ 面，立体像对的基线为

X 轴，求解 5 个相对角元素。 

图 8.2.6 连续法相对定向的原理 

图 8.2.7 单独法相对定向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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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绝对定向 

将相对定向建立的立体模型进行平移、旋转和缩放，纳入到地面测量坐标系中的过程称为立体模型的

绝对定向。绝对定向需要借助地面控制点来进行。 

绝对定向元素共 7 个，其中 3 个线元素、3 个角元素、1 个缩放元素。为求解这 7 个元素，至少需要

两个平高控制点和一个高程控制点，或是两个平面控制点和三个高程控制点，且三个高程控制点不能在一

条直线上。 

图 8.2.8 绝对定向的原理 

 
2 遥感基础 

2.1 电磁波谱 

自然界中凡是温度高于-273°C 的物体都发射电磁波，电磁波的波长变化范围很大，组成一个电磁波谱。

目前遥感技术所应用的电磁波段仅占整个电磁波谱中的一小部分，主要在紫外、可见光、红外、微波波段。

为什么卫星遥感不使用所有的电磁波波段呢？这主要是因为电磁波必须透过大气层才能达到卫星遥感器，

人们把能透过大气层的波段形象的称为“大气窗口”。 

图 8.2.9 电磁波谱 

（1）可见光（0.4-0.7µm）：可见光是电磁波谱中人眼可以感知的部分，从波长长的一侧开始，人的

眼睛可以依次看到的红、橙、黄、绿、青、蓝、紫 7 种光谱。可见光波段是人们最早用来进行遥感的波段，

也是航空摄影测绘中最常用的工作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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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外线（0.76µm-1mm）：红外线可细分为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其中近红外和中红外统称

反射红外，远红外称为热红外或发射红外。近红外波段主要用于光学摄影，只能在白天工作。远红外（热

红外）由于是地物自身辐射的，主要用于夜间红外扫描成像。 

（3）微波（1.0mm-1m）：与可见光、红外遥感技术相比，微波遥感技术具有全天候昼夜工作能力，

能穿透云层，不易受气象条件和日照水平的影响；能穿透植被，具有探测地表下目标的能力；获取的微波

图象有明显的立体感，能提供可见光和红外遥感以外的信息。 

微波遥感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主动遥感和被动遥感两类。主动遥感是通过传感器（主要为雷达）向探

测目标发射微波信号并接收回波形成影像（如真实孔径雷达和合成孔径雷达）。被动遥感则是利用微波辐

射计或微波散射计等传感器接收自然状况下地面反射和发射的微波，通常不能形成影像。 

2.3 地物波谱特性 

地物波谱特性是指地面物体具有的反射、发射、吸收和透射一定波长范围电磁波的特性。不同类型的

地物，其波谱特性不同，因此地物的波谱特性是遥感识别地物的基础。（例如植被在可见光中反射绿色波

段最多，纯净水体在可见光中反射蓝绿光波段最多） 

地物波谱特性的变化与太阳和测试仪器的位置（太阳的高度角和方位角、传感器的观测角和方位角）、

地理位置、时间环境（季节、气候、温度等）和地物本身有关。 

目前对地物波谱的测定主要分三部分，即反射波谱、发射波谱和微波波谱。 
2.4 遥感图像特征 

遥感图像特征可归纳为几何特征、物理特征和时间特征，这三方面的表现特征即为空间分辨率、光谱

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 

（1）空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是指遥感图像上能够详细区分的最小单元的尺寸或大小，通常用地面分辨率和影像分辨率

来表示。一般说来，空间分辨率越高，其识别物体的能力越强。遥感器系统空间分辨率的选择，一般应选

择小于被探测目标最小直径的 1/2。 

（2）光谱分辨率 

光谱分辨率是指传感器所能记录的电磁波谱中，某一特定波长范围值，波长范围值越宽，光谱分辨率

越低。一般来说，传感器波段数越多，波段宽度越窄，地面物体的信息越容易区分和识别，针对性越强。

在某些情况下，波段太多，分辨率太高，接收到的信息量太大，形成海量数据，反而会“掩盖”地物辐射

特性，不利于快速探测和识别地物。所以要根据需要，恰当地利用光谱分辨率。 

（3）时间分辨率 

对同一目标进行重复探测时，相邻两次探测的时间间隔，称为遥感影像的时间分辨率。利用时间分辨

率可以进行动态检测和预报，可以进行自然历史变化和动力学分析，可以对历次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叠加

分析以提高地物识别精度。 

2.5 遥感图像的解译 

遥感解译人员需要通过遥感图像获取三方面的信息：目标地物的大小、形状及空间分布特点，目标地

物的属性特点，目标地物的变化动态特点。遥感影像的特征是遥感图像解译的基础，影像特征包括色（色

调、颜色、阴影等）、形（反映影像几何性质和空间关系的图形结构特征）两个方面。 

遥感图像的解译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目视解译，一是计算机的数字图像处理。 

（1）目视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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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视解译是遥感图像解译的一种，指专业人员通过直接观察或借助辅助判读仪器在遥感图像上获取特

定目标地物信息的过程。  

地面各种目标地物在遥感图像中存在着不同的色、形、位的差异。构成了可供识别的目标地物特征。

目视解译人员依据目标地物的特征，作为分析、解译、理解和识别遥感图像的基础。目视解译的主要步骤

是：从已知到未知，先易后难，先地表后深部，先整体后局部，先宏观后微观，先图形后线形。 

（2）计算机解译 

遥感图像的计算机解译以计算机系统为支撑环境，利用模式识别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根据遥

感图像中目标地物的各种影像特征（颜色、形状、纹理与空间位置），结合专家知识库中目标地物的解译

经验和成像规律等知识进行分析和推理，实现对遥感图像的理解，完成对遥感图像的解译。计算机解译的

结果需要运用目视解译的方法进行抽样核实或检验。所以目视解译是计算机解译的基础和起始点。 

遥感图像的计算机分类方法包括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 

① 监督分类：事先有类别的先验知识，根据先验知识选择训练样本，由训练样本得到分类准则。 

② 非监督分类：事先没有类别的先验知识，纯粹根据图像数据的统计特征和点群分布情况，根据相似

性程度自动进行归类，最后再确定每一类的地理属性。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航空摄影测量中，因地面有一定高度的目标物体或地形自然起伏所引起的航摄像片上的像点

位移称为航摄像片的（ ）。 

A. 倾斜误差     B. 辐射误差     C. 畸变误差    D. 投影差 

2.（2011 年）基于胶片的航测内业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内定向的主要目的是实现（ ）的转换。 

A. 像片坐标到地面坐标        B. 扫描仪坐标到地面坐标 

C. 像平面坐标到像空间坐标       D. 扫描仪坐标到像片坐标 

3.（2011 年）解析法相对定向中，一个像对所求的相对定向元素共有（ ）个。 

A. 4      B. 5      C. 6      D. 7  

4.（2011 年）GPS 辅助航空摄影测量中，机载 GPS 的主要作用之一是用来测定（ ）的初值。 

A. 外方位线元素    B. 内定向参数    C. 外方位角元素   D. 地面控制点坐标 

5.（2011 年）基于共线方程所制作的数字正射影像上仍然存在投影差的主要原因是（ ）。 

A. 计算所使用的共线方程不严密     B. 地面上的建筑物太多 

C. 计算所使用的 DEM 没有考虑地面目标的高度  D. 地形起伏太大 

6.（2012 年）摄影测量共线方程是按照摄影中心，像点和对应的（ ）三点位于一条直线上的几何条件构

建的。 

A. 像控点     B. 模型点     C. 地面点     D. 定向点 

7.（2012 年）遥感影像计算机解译中，监督分类的重要环节是（ ）。 

A. 合并      B. 控制      C. 检查     D. 训练 

8.（2012 年）摄影测量内定向是恢复像片（ ）的作业过程。 

A. 像点坐标     B. 内方位元素    C. 外方位元素    D. 图像坐标 

9.（2012 年）数字摄影测量中影像相关的重要任务是寻找像对左、右数字影像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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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名点     B. 共面点     C. 共线点     D. 视差点 

10.（2012 年）遥感图像的分辨率按特征分为（ ）。 

A. 影像分辨率    B. 像素分辨率   C. 地面分辨率    D. 光谱分辨率 

E. 时间分辨率 

11.（2013 年）摄影测量共线方程包括像点坐标、对应的地面点坐标、像片主距、外方位元素共（ ）个参

数。 

A. 8      B. 10      C. 12      D. 14 

12.（2013 年）摄影测量中，像片上地物投影差改正的计算公式为          ，当进行高层房屋的投影差

改正时，Δh指的是（ ）。 

A. 屋顶到平均海水面的高度       B. 屋顶到城市平均高程面的高度 

C. 屋顶到地面的高度        D. 屋顶到纠正起始面的高度 

13.（2013 年）单张像片后方交会中，需已知地面点坐标的点数至少为（ ）个。 

A. 1      B. 2      C. 3      D. 4 

14.（2014 年）下列测量作业方法中，基于前方交会原理的是（ ）。 

A. 利用 GPS 测量测定地面点位      B. 利用定位定姿数据进行航测成图 

C. 利用检验场对航摄仪进行精密检校     D. 利用管线探测仪进行地下管线探测 

15.（2014 年）航空摄影测量中，利用定位定姿系统可以直接获取的参数是（ ）。 

A. 影像曝光时外方位元素        B. 航摄仪内方位元素 

C. 空三加密点量测坐标        D. 地面控制点三维坐标 

16.（2014 年）航空摄影测量绝对定向的基本任务是（ ）。 

A. 实现两个影像上同名点的自动匹配     B. 恢复两个影像间的位置和姿态关系 

C. 将立体模型纳入地图测量坐标系统     D. 消除由于影像倾斜产生的像点位移 

17.（2014 年）遥感影像计算机自动分类中，主要根据像元间相似度进行归类合并的方法属于（ ）。 

A. 监督分类法    B. 非监督分类法    C. 目标分类法    D. 层次分类法 

18.（2014 年）下列参数中，与像点位移无关的是（ ）。 

A. 飞行速度     B. 曝光时间     C. 地面分辨率    D. 绝对航高 

19.（2014 年）下面措施中，能提高遥感影像解译质量的有（ ）。 

A. 使用更高分辨率、波谱范围更广的遥感影像数据 B. 利用定位定姿数据对影像进行纠正 

C. 使用高精度地面控制点进行空中三角测量   D. 使用高效可靠的影像处理算法 

E. 利用丰富的辅助资料和数据 

20.（2015 年）航摄影像投影差是由（ ）引起的像点位移。 

A. 镜头畸变     B. 像片倾斜     C. 大气折光    D. 地形起伏 

21.（2015 年）航空摄影测量相对定向完成后，下列关于其成果特征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模型比例尺是无约束的        B. 模型坐标系为地面坐标系 

C. 同名光线对对相交        D. 投影光线满足共线方程要求 

22.（2016 年）影像自动相关是指自动识别影像（ ）的过程。 

A. 定向点     B. 视差点     C. 像主点     D. 同名点 

23.（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在遥感影像图精度检测中，每幅图检测点一般不少于（ ）个。 

R
H
h∆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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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h∆σ =

A. 10      B. 20      C. 30      D. 40 

24.（2017 年）摄影像片的内外方位元素共有（ ）个。 

A. 6      B. 7      C. 8      D. 9 

25.（2017 年）航空摄影测量相对定向的基本任务是（ ）。 

A. 确定影像的内方位元素       B. 将扫描坐标系转换到像平面坐标系 

C. 确定两张影像间的相对位置和姿态关系   D. 将立体模型纳入地面测量坐标系 

26.（2018 年）航空摄影测量中，立体像对同名像点的纵坐标之差被称为（ ）。 

A. 上下视差    B. 左右视差    C. 投影差    D. 像点位移  

27.（2018 年）摄影测量中，将相对定向建立的立体模型纳入地面测量坐标系时，需要解算（ ）个绝对定

向参数。 

A. 3      B. 5      C. 7      D. 9 

28.（2018 年）下列传感器中，属于被动式成像的传感器是（ ）。 

A. 激光雷达    B. 合成孔径雷达   C. 微波高度计   D. 高光谱扫描传感器 

29.（2019 年）摄影测量共线方程是按照（ ）、像点和对应的地面点三点共线的几何条件构建的。 

A. 摄影中心    B. 像主点    C. 定向点    D. 像底点 

30.（2019 年）摄影测量中，像片上地物投影差改正值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R 是指像片上地

物点到（ ）的向径。 

A. 像主点    B. 等角点    C. 像底点    D. 定向点 

31.（2020 年）从卫星经某地上空开始计时，到再次回到该地上空所需要的时间称为（ ）。 

A. 发射周期    B. 生命周期    C. 运行周期    D. 重复周期 

32.（2020 年）关于数字航空影像，下列哪一项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像点坐标的变化（ ）。 

A. 行列号    B. 水平分辨率   C. 垂直分辨率   D. 像素灰度值 

33.（2020 年）下列关于立体像对相对定向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 立体像对相对定向的目的是建立立体几何模型，需要地面控制点进行 

B. 立体像对相对定向建立的立体几何模型空间方位和比例尺是任意的 

C. 通过消除标准点位上的同名像点的左右视差，可以完成相对定向 

D. 通过解析相对定向元素求得模型点在像空间辅助坐标系中的坐标 

E. 立体像对相对定向需要先进行绝对定向 

34.（2021 年）下列特征中，无法提高遥感影像解译分类精度的是（ ）。 

A. 纹理特征    B. 坡度     C. 像素坐标    D. 坡向 

35.（2021 年）数字摄影测量中不需要应用的技术是（ ）。 

A. 影像相关    B. 像片扫描    C. 影像镶嵌    D. 影像匀色 

36.（2021 年）摄影测量工作中，下列哪一个选项中的外业控制点无法进行绝对定向（ ）。 

A. 三个平高点         B. 两个平高点和一个高程点  

C. 二个平面点和三个高程点      D. 四个平面点 

37.（2021 年）下列因素中，会对地物波谱反射率造成影响的有（ ）。 

A. 太阳高度角   B. 季节     C. 地物所处地理位置  D. 反射形式 

E. 地物本身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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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22 年）以下内容立体测图可采集的是（ ）。 

A. 行政界线    B. 地理名称    C. 地下管线    D. 道路边线 

 

 

[ 参考答案 ] 

1. D。1.1（2）中的内容。地面起伏引起的像点位移使得地面目标物体在航摄像片上的构象偏离了其正射

投影的正确位置，又称投影差。 

2. D。胶片经过扫描会产生变形，内定向需要将扫描后的像片纠正到像平面坐标系的。 

3. B。1.5（2）中的内容，描述立体像对两张像片相对位置和姿态关系的参数，称为相对定向元素（共 5

个）。 

4. A。外方位元素可以利用地面控制信息通过平差计算得到，或者利用 POS 系统（定位定姿系统）测定。

POS 系统由 IMU（惯性测量装置）和 GPS 组成，IMU 测定姿态，GPS 测定位置。 

5. C。采用传统方法所制作的正射影像上仍然存在投影差的现象，是因为传统正射影像的制作是以 DEM

为基础进行数字纠正计算的，并没有顾及地面上目标物体的高度情况。 

6. C。1.3（1）中的内容。在摄影成像过程中，摄影中心 S（XS，YS，ZS）、像点 a（x，y）及其对应的

地面点 A（X，Y，Z）三点位于一条直线上。 

7. D。5（2）①中的内容。监督分类：事先有类别的先验知识，根据先验知识选择训练样本，由训练样本

得到分类准则。 

8. B。1.5（1）中的内容。内定向就是根据像片的框标坐标和相应的摄影机检定参数，恢复像片与摄影机

的相关位置。 

9. A。1.4（2）中的内容。影像相关是利用两幅影像的相关函数，评价它们的相似性以确定同名点。 

10. ACDE。4 中的内容。 

11. C。根据题意，像点坐标包含 2 个参数，对应的地面点坐标 3 个，像片主距 1 个，外方位元素 6 个，

加起来等于 12。 

12. D。1.1（2）中的内容。Δh指地面点相对于基准面的高度，这里的基准面指纠正起始面（一般是摄区

平面高程面）。 

13. C。1.2（3）中的内容。由于一共需要解求 6 个未知数，需要列出 6 个方程，故需要最少 3 个控制点。 

14. B。航测成图是利用立体像对空间前方交会测量出地面点坐标。 

15. A。1.2（2）中的内容。外方位元素可以利用地面控制信息通过平差计算得到，或者利用 POS 系统（定

位定姿系统）测定。POS 系统由 IMU（惯性测量装置）和 GPS 组成，IMU 测定姿态，GPS 测定位置。 

16. C。1.4（3）中的内容。将相对定向建立的立体模型进行平移、旋转和缩放，纳入到地面测量坐标系中

的过程称为立体模型的绝对定向。 

17. B。5（2）②中的内容。非监督分类：事先没有类别的先验知识，纯粹根据图像数据的统计特征和点群

分布情况，根据相似性程度自动进行归类，最后再确定每一类的地理属性。 

18. D。绝对航高不等于相对航高，在高海拔地区，绝对航高高，相对航高可能很低，像点位移和相对航高

有关。 

19. ADE。BC 是摄影测量里面的内容，与影像解译无关。 

20. D。1.1（2）中的内容。地面起伏引起的像点位移称为投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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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B。相对定向时未考虑地面控制点，经过绝对定向后模型坐标系才能纳入地面坐标系。 

22. D。同第 9 题。 

23. B。每幅图的检测点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不少于 20 个点。 

24. D。1.2 中的知识。 

25. C。1.5（2）中的知识。 

26. A。1.4（4）中的知识。立体像对上同名像点的纵坐标之差称为上下视差（通常以 q 表示）。 

27. C。1.5（3）中的知识，绝对定向元素共 7 个，其中 3 个线元素、3 个角元素、1 个缩放元素。 

28. D。高光谱传感器可以在电磁波谱的紫外、可见光、近红外和中红外区域，以数十至数百个连续且细分

的光谱波段对目标区域同时成像。 

29. A。1.3 中的内容，共线方程就是指中心投影的构象方程，即在摄影成像过程中，摄影中心 S（XS，YS，

ZS）、像点 a（x，y）及其对应的地面点 A（X，Y，Z）三点位于一条直线上。 

30. C。解析。根据 1.1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31. D。运行周期：卫星沿其轨道运行一周所需的时间。重复周期：卫星飞过地面同一位置所需时间。生命

周期：卫星从发射升空到生命终止的时间。 

32. D。像素灰度值或者色彩都是像元的属性，和坐标无关。 

33. BD。1.5（2）中的内容。 

34. C。解译：像素的坐标和影像解译无关。 

35. B。数字摄影测量中不存在像片扫描。 

36. D。1.5（3）中的内容。 

37. ABCE。2.3 中的内容。 

3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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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影像资料收集与预处理 
→ 重要指数：★★★★☆ 

 

1 影像资料分析 

1.1 航摄影像分析 

根据具体成图比例尺及相应技术指标要求，分析确定适宜的航摄影像资料。有模拟影像和数字影像两

种。航空摄影时间应有利于测绘成果地物、地貌量测和判绘。 

（1）模拟影像。成图比例尺与航摄比例尺的对应关系如表 8.3.1 所示。 

表 8.3.1 成图比例尺与航摄比例尺的对应参考关系 

成图比例尺 航摄比例尺 

1:500 1:2000-1:3500 

1:1000 1:3500-1:7000 

1:2000 1:7000-1:1.4 万 

1:5000 1:1 万-1:2 万 

1:1 万 1:2 万-1:4 万 

1:2.5 万 1:2.5 万-1:6 万 

1:5 万 1:3.5 万-1:8 万 

（2）数字影像。成图比例尺与数码相机像素地面分辨率的对应关系如表 8.3.2 所示。 

表 8.3.2 成图比例尺与数码相机像素地面分辨率的对应参考关系 

成图比例尺 地面分辨率/m 

1:500 优于 0.05 

1:1000 优于 0.1 

1:2000 优于 0.2 

1:5000 优于 0.4 

1:1 万 优于 0.5 

1:2.5 万 优于 0.6 

1:5 万 优于 1 

1.2 遥感影像分析 

遥感影像在测绘中主要被用来测绘地形图、制作正射影像或各种专题图。目前，常用卫星与影像成图

比例尺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8.3.3 所示。 

表 8.3.3 常用卫星分辨率与成图比例尺对应参考关系 

卫星影像名称 地面分辨率/m 最大成图比例尺 
仅用于一般判读的成

图比例尺 

MSS 全色 79 1:50 万 1:25 万 

TM 多光谱 30，全色 15 1:10 万 1: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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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ER 多光谱 30，全色 15 1:25 万 1:25 万 

SPOT 1-4 多光谱 20，全色 10 1:5 万 1:2.5 万 

RapidEye 全色 5 1:5 万 1:5 万 

SPOT 5 多光谱 10，全色 2.5 1:2.5 万 1:1 万 

IRS-P5 全色 2.5 1:2.5 万 1:1 万 

ALOS 多光谱 10，全色 2.5 1:2.5 万 1:1 万 

资源三号（中国） 多光谱 5，全色 2.5 1:2.5 万 1:1 万 

SPOT 6 多光谱 6，全色 1.5 1:2.5 万 1:1 万 

高分一号（中国） 多光谱 8，全色 2 1:2.5 万 1:1 万 

高分二号（中国） 多光谱 4，全色 1 1:1 万 1:5000 

IKONOS（依科诺斯，美国） 多光谱 4，全色 1 1:1 万 1:5000 

QuickBird（美国） 多光谱 2.44，全色 0.61 1:5000 1:2000 

WorldView 1-2（美国） 多光谱 1.8，全色 0.5 1:5000 1:2000 

Geoeye-1（地球眼，美国） 多光谱 1.65，全色 0.41 1:5000 1:2000 

WorldView 3（美国） 多光谱 1.24，全色 0.31 1:5000 1:2000 

 

2 收集影像数据源 

根据具体技术要求的成果规格和技术路线，结合工程期限，收集适宜、经济的影像数据源。或全为航

空遥感影像资料，或全为航天遥感影像资料，或两种影像都要收集。 

2.1 航空遥感影像资料 

航空遥感影像主要有模拟影像和数字影像两种，要按照设计要求收集航空遥感影像资料，收集的影像

范围应覆盖设计要求的相应任务区。当存在多种满足成图要求的航空摄影资料，应优先收集现势性好、影

像质量好、成图性价比高的资料。 

对于 IMU/DGPS 组合辅助航空摄影，还要收集 IMU/GPS 辅助航空摄影资料和相应的地面技术文档资

料。 

2.2 航天遥感影像资料 

航天遥感影像资料有全色数据和多光谱数据。全色波段，一般指使用 0.5 微米到 0.75 微米左右的单波

段。全色遥感影象也就是对地物辐射中全色波段的影象摄取，因为是单波段，在图上显示是灰度图片。全

色遥感影像一般空间分辨率高，但无法显示地物色彩。 

多光谱，又叫多波段，是指对地物辐射中多个单波段的摄取。得到的影像数据中会有多个波段的光谱

信息。对各个不同的波段分别赋予 RGB 颜色将得到彩色影像。例如，将 R，G，B 分别赋予 R，G，B 三

个波段的光谱信息，合成将得到模拟真彩色图像。多波段遥感影像可以得到地物的色彩信息，但是空间分

辨率较低。 

实际操作中，我们经常将两种影像融合处理，得到既有全色影像的高分辨率，又有多波段影像的彩色

信息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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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传感器的影像数据通常不能提取足够的信息来完成某些应用，而对多传感器的数据进行融合，可

以充分发挥各种传感器影像自身的特点，从而得到更多的信息。 

图 8.3.1 全色遥感影像（左）和多光谱影像（右） 

航天遥感影像资料分为定制的编程数据和存档数据。资料收集要按照设计要求收集满足要求的航天遥

感影像资料，且影像范围应覆盖设计要求的相应任务区。当存在多种满足成图要求的航天遥感资料，应优

先收集时相好、影像质量好、成图性价比高的资料。 

航天遥感影像收集：包括数据格式、应用级别等满足要求的单片或立体的全色数据、多光谱数据、完

整的卫星参数等资料。 

 

3 预处理 

3.1 航空遥感影像预处理 

航空遥感影像预处理包括模拟航空摄影获取的底片扫描和数字航空摄影获取的数字影像几何处理。 

（1）模拟影像的预处理主要包括：底片扫描分辨率的确定、扫描参数调整、扫描质量和影像增强。 

（2）数字影像的预处理主要包括：影像增强、降位处理、匀光处理、影像旋转等。 

3.2 航天遥感影像预处理 

航天遥感影像预处理主要包括：影像格式转换、轨道参数提取（严格几何成像模型、RFM 成像模型）、

影像增强、去除噪声和滤波、去薄云处理、降位处理、多光谱波段选取以及匀色处理。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多源遥感影像数据融合的主要优点是（ ）。 

A. 可以自动确定多种传感器影像的外方位元素  B. 可以充分发挥各种传感器影像自身的特点 

C. 可以提高影像匹配的速度      D. 可以自动发现地物的变化规律 

2.（2012 年）利用影像资料更新 1:10000 地形图数据时，影像的地面分辨率不得低于（ ）m。 

A. 1.0      B. 2.5      C. 5.0      D. 10.0 

3.（2013 年）下列遥感卫星中，影像地面分辨率不低于 1m 的有（ ）。 

A. SPOT5     B. ASTER     C. Quickbird    D. WorldView-1  

E. GeoEy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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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4 年）为分析某地 2014 年 9 月的土地利用状况，需利用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制作地面分辨率为 1m

的彩色正射影像图，下列数据中，可优先利用的是（ ）。 

A. 2014 年 8 月获得的 SPOT5 全色和多光谱影像数据 

B. 2014 年 8 月获得的 IKONOS 全色和多光谱影像数据 

C. 2014 年 9 月获得的 QuickBird 多光谱影像数据 

D. 2014 年 9 月获得的资源三号全色影像数据 

5.（2019 年）某地区采用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制作地面分辨率为 0.5m 的彩色正射影像图，下列数据中，可

利用的是（ ）。 

A. 资源三号全色和多光谱影像数据     B. QuickBird 全色和多光谱影像数据 

C. WorldView-3 全色和多光谱影像数据    D. 高分二号全色和多光谱影像数据 

6.（2020 年）下列遥感卫星中，全色波段影像空间分辨率最高的是（ ）。 

A. WorldView-3    B. 高分 1 号   C. IKONOS    D. QuickBird 

7.（2021 年）下列哪个卫星影像可以满足 1:1 万成图的精度要求（ ）。 

A. 高分 1 号     B. 高分 2 号   C. 高分 3 号    D. 高分 4 号 

8.（2021 年）全色波段属于下列哪一种电磁波（ ）。 

A. 远红外     B. 可见光   C. 紫外     D. 近红外 

9.（2022 年）航天遥感影像预处理的工作内容包括（ ）。 

A. 影像解译     B. 轨道参数提取  C. 波段选取    D. 影像格式转换 

E. 影像融合 

 

 

[ 参考答案 ] 

1. B。2.2 中的内容。单一传感器的影像数据通常不能提取足够的信息来完成某些应用，而对多传感器的数

据进行融合，可以充分发挥各种传感器影像自身的特点，从而得到更多的信息。 

2. A。根据表 8.4.2 得出答案。 

3. CDE。根据表 8.4.3 得出答案。 

4. B。SPOT5 和资源三号的影像分辨率低，而 QuickBird 虽然影像分辨率高，但缺少全色影像数据，故都

不能选。 

5. C。根据表 8.3.3，只有 WorldView-3 的地面分辨率小于 0.5m。 

6. A。表 8.3.3。 

7. B。表 8.3.3。 

8. B。2.2 中内容。 

9. BCD。3.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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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像片控制测量 
→ 重要指数：★★★☆☆ 

 

像片控制测量是指按规定的位置和数量选刺像片控制点并测定其坐标和高程的测量工作。其目的是为

内业成图和加密提供一定数量的并符合规范要求、精度较高的控制点。 

像片控制测量的基本作业流程包括：资料准备、确定像片控制点布设方案、控制点目标选取、控制点

野外施测、成果整理等。 

 

1 资料准备 
控制点方案设计之前应收集的资料包括：①大地测量资料（测区及周边的等级控制点、三角点、水准

点成果及点之记等）；②航摄资料（影像数据、航摄略图等）；③地图资料（测区及周边的地形图、交通

图等）。 

 

2 像片控制点布设方案 

像片控制点的布设方案可分为全野外法布点和非全野外法布点。 

2.1 全野外布点 

全野外布点方案是指所有像片控制点均通过野外控制测量获得，不需内业加密。这种布点方法精度高

但外业工作量大、费时，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使用。适用于内业加密无法保证成图精度，用图部门对成图精

度要求很高的情况。 

2.2 非全野外布点方案 

→ 此部分内容出自《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为了减少外业工作量，一般在外业只布设测定少量的控制点，以此为依据，按一定的数学模型进行平

差计算，解求加密点（即每张像片或每个立体像对内需要的平面和高程控制点）的平面和高程，这样的方

法称为非全野外布点。野外测定的少量控制点是作为内业加密的基础，这种布点方案可以减少大量的野外

工作量，提高作业效率，充分利用航空摄影测量的优势，实现数字化、自动化操作，是现在主要采用的一

种布点方案。按构网方式不同，该方案可分为航线网布点和区域网布点两种方案。 

（1）航线网布点 

航线网布点应按航线每分段布设六个平高点（见图 8.4.1）。航线首末端上下两控制点应布设在通过像

主点且垂直于方位线的直线上，困难时互相偏离不大于半条基线；上下对点应布在同一立体像对内。航线

中间两控制点应布设在首末控制点的中线上；困难时可向两侧偏离一条基线左右，其中一个宜在中线上；

应尽量避免两控制点同时向中线同侧偏离，出现同侧偏离时，最大不应超过一条基线。 

图 8.4.1 航线网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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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网布点 

区域网布点是以几条航线为单位进行布点，具有精度高、需要野外控制点少、野外工作量小的优点，

广泛应用于大面积航测成图中。区域网的划分一般按图廓线整齐划分，也可以根据航摄分区、地形条件等

情况划分，尽量使网的图形呈方形或矩形。 

① 当区域网用于加密平面控制点时，可沿周边布设 6 个或 8 个平高点，布设方案见下图。 

图 8.4.2 区域网布点方法 1                   区域网布点方法 2 

② 当区域网用于加密平高控制点时，可沿周边布设 6 个或 8 个

平高点；高程控制点跨度在 1: 2000 成图时，航线方向应间隔 4-6 条

基线；1:500、1:1000 成图的定向点高程宜采用全野外布点，采用内

业加密时，其跨度应为 2-4 条基线。 

 

 图 8.4.3 区域网布点方法 3 

③ 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可采用不规则区域网布点：应在凸出处布平高点，凹进处布高程点，当凹角

点与凸角点之间距离超过两条基线时，在凹角处应布设平高点。 

图 8.4.4 受地形影响的区域网 

 

3 控制点选取 

3.1 控制点在像片上的选取要求 

（1）像片控制点的目标影像应清晰、易判别。 

（2）像片控制点距像片上各类标志应大于 1mm。 

→ 像片控制点必须在影像上清晰可辨，所以不能被标志影响。 

（3）布设的控制点宜能公用，一般布设在航向及旁向 6 片或 5 片重叠范围内。 

（4）控制点应选在旁向重叠中线附近，离开方位线的距离应大于 3cm（18cm×18cm）或 4.5cm

（23cm×23cm）。当旁向重叠过大时，离开方位线的距离应大于 2cm（18cm×18cm）或 3cm（23cm×23cm），

否则应分别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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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线：立体像对上左像主点在右像片上的同名点与右像主点的连线。 

图 8.4.1 重叠度示意图 

图 8.4.2 立体像对上控制点的选取要求 

（5）像片控制点距像片边缘不小于 1cm（18cm×18cm）或 1.5cm（23cm×23cm）。对于数字影像

或卫星影像控制点距像片边缘不小于 0.5cm。 

（6）位于自由图边、待成图边以及其他方法成图的图边控制点，应布设在图廓线外。 

→ 自由图边指测区周围不满幅的或者超出图幅的图边。 

3.2 控制点在实地的选取要求 

（1）平面控制点（P）应选在影像清晰、能准确判定的位置上。宜选在线状地物交点或地物拐点上，

交角应良好（30°-150°），地物稀少地区，也可选在线状地物端点、稍尖的山顶、点状地物中心。森林地

区可选在能准确判别的树根或树冠上。弧形地物和阴影不应选作点位目标。 

→ 1:500 1:1000 1:2000测图要求点状地物影像小于 0.2mm。1:5000-1：10万测图要求点状地物影像小

于 0.3mm。 

（2）高程控制点（G）应选在高程变化不大的地方。以线状地物的交点和平山头为宜，狭沟、太尖的

山顶和高程变化急剧的斜坡不宜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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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高控制点（N）应同时满足平面和高程控制点的要求。 

→ 选取像控点的主导原则是影像清晰，易与周围地物区分，点位足够小。 

3.3 刺点 

在选定像控点后需要在像片上表示出其具体位置。刺点是用刺点针垂直于像片正面，在选定点位上刺

一小孔。刺点的要求有： 

（1）选用相邻影像最清晰的一张用于刺点。 

（2）每个像控点只需在一张像片上刺孔，相邻图幅公用的像控点须在邻图幅的另一张像片上转刺。 

（3）如果不小心刺偏或判错，不允许在同一张像片重刺，以免出现双孔、多孔等现象，这时应挑选

一张相邻像片，重新刺点，原像片作废。 

（4）刺点误差和针孔直径不大于 0.1mm。 

（5）国家等级平面和高程控制点都要刺点。 

（6）像控点根据刺点位置实地打桩以备后用。 

 3.4 控制点的编号 

实际作业中一般用 P 代表平面点，G 代表高程点，N 代表平高点。同期成图的一个测区内要分别统一

编号，采用字母后附加数字的方法。同航线内从左到右编号，航线间从上到下编号，编号中不得出现重号。 

3.5 整饰和注记 

像片控制点在刺点后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简要说明。在像片反面控制点刺点位置上，以相应的符号

标出点位、注记点名或点号及刺点日期、刺点者、检查者均应签名。 

 

4 控制点的施测 

4.1 测定控制点的平面坐标 

可采用 GPS 静态网、RTK、电磁波测距导线、交会及引点等方法。 

4.2 测定控制点的高程 

通常可采用测图水准、电磁波测距高程导线或 RTK 方法测定。 

4.3 精度要求 

 平面精度：对于 1:500 – 1:2000 地形图，像控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平面中误差不超过地物点平面中

误差的 1/5；对于 1:5000 - 1:10 万地形图，不超过图上±0.1mm。 

高程精度：对于 1:500 - 1:1 万地形图，高程中误差不超过 1/10 基本等高距。 

4.4 地形图的精度 

地物点对附近野外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应大于下表规定，特殊困难地区可以放宽 0.5 倍。 

表 8.4.1 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要求 

成图比例尺 平地和丘陵 山地和高山地 

1:500-1:2000 图上±0.6mm 图上±0.8mm 

1:5000-1:10 万 图上±0.5mm 图上±0.75mm 

→ 此表内容出自《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5 质量控制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318 



第 8 章 摄影测量与遥感 第 4 节 像片控制测量 

5.1 质量检查 

一级检查：对所有成果进行 100%室内外检查；二级检查：对所有成果进行 100%室内检查和 10%-20%

野外实地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1）检查像控点的布设是否合理。 

（2）刺点目标是否符合要求，略图表述与影像是否一致。 

（3）像控点联测方法及精度是否满足成图要求。 

（4）所有观测手簿、测量计算手簿、控制像片、自由图边以及接边情况，都必须经过自我检查、上

级部门检查验收，经修改或补测合格，确保无误后方可上交。 

5.2 成果整理 

（1）成果整理要求 

① 平面测量观测及计算手簿按控制网装订成册，按任务区上交。 

② 高程测量观测及计算手簿按任务区装订，邻区转抄的成果应注明抄自何区及何编号。 

③ 控制片以加密区域为单元，采用图号配合航线序号、像片序号等进行编号。 

（2）成果移交内容 

① 已知点成果表。 

② 平面控制测量观测手簿。 

③ 平面控制测量平差计算手簿。 

④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⑤ 水准测量平差计算手簿。 

⑥ 控制像片。 

⑦ 像控点成果表（坐标、高程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⑧ 像控点布点略图。 

⑨ 技术总结。 

⑩ 质量检查报告。 

⑪ 仪器检定资料。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航测法成图的外业主要工作是（ ）和像片调绘。 

A. 地形测量     B. 像片坐标测量    C. 地物高度测量   D. 地面控制点坐标 

2.（2012 年）航外控制测量过程中，要求在现场用刺点针把目标刺在主像片上，刺孔要小圆圈，刺孔直径

不得大于（ ）mm。 

A. 0.10      B. 0.15      C. 0.20      D. 0.25 

3.（2012 年）航摄法生产数字地形图时，若采用全野外布点法，无须进行的作业步骤是（ ）。 

A. 像控点测量    B. 数据采集     C. 数据编辑    D. 空中三角测量 

4.（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解析空中三角测量布点时，在区域网凸出处的最佳处理方法是（ ）。 

A. 布设平面控制点   B. 布设高程控制点  C. 布设平高控制点   D. 不布设任何控制点 

5.（2013 年）下列地形地物要素中，可作为中小比例尺航测外业高程控制点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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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圆山顶     B. 房屋墙角拐点    C. 电杆顶     D. 尖山顶 

6.（2013 年）航外控制测量方案设计时，应收集的资料包括（ ）。 

A. 重力资料     B. 地图资料     C. 航摄资料     D. 气象资料  

E. 水准资料 

7.（2014 年）规范规定，丘陵地区基本等高距为 1m 的 1:2000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成图项目，像控点高程

中误差最大为（ ）m。 

A. ±0.1     B. ±0.25     C. ±0.33     D. ±0.50 

8.（2017 年）下列地形地物要素中，可作为中小比例尺航测像片高程控制点的是（ ）。 

A. 峡沟     B. 尖山顶    C. 坡度较大的陡坡  D. 线性地物的交点 

9.（2018 年）利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对某一丘陵地区进行 1:2000 数字化测图，该区域的林地和阴影覆

盖隐蔽区等困难区域的地物点平面中误差最大值为多少（ ）m。 

A. ±1.5     B. ±1.8     C. ±2.0     D. ±2.5 

10.（2018 年）下列地形地物要素中，可作为中小比例尺航测像片平面控制点的是（ ）。 

A. 尖山顶    B. 圆山顶    C. 弧形地物    D. 鞍部 

11.（2019 年）下列关于航外控制点布设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数字影像控制点到像片边缘的最小距离为 0.5cm B. 像片控制点应选在旁向重叠中线附近 

C. 图边控制点应布设在图廓线内     D. 高程控制点应选在高程变化不大的地方 

12.（2019 年）现行规范规定，山地基本等高距为 2m 的 1:2000 数字航摄立体成图项目，像控点高程中误

差最大为（ ）m。 

A. ±0.1     B. ±0.2     C. ±0.6     D. ±1.2 

13.（2021 年）下列地形地物要素中，可作为航测像片平面控制点的是（ ）。 

A. 圆山顶    B. 弧形地物    C. 围墙拐点    D. 山区鞍部 

14.（2021 年）航摄法生产地形图时，若采用全野外布点法，无须进行的作业步骤是（ ）。 

A. 像控点测量    B. 立体测图     C. 外业调绘    D. 空中三角测量 

15.（2021 年）下列不属于摄影测量内业成果质量检查项的是（ ）。 

A. 像控点刺点精度  B. 模型接边    C. 地形图接边   D. 地物丢漏 

16.（2022 年）下列像控点布设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平面控制点应选在影像清晰、能准确判定的位置上 B. 中小比例尺航测可选用尖山顶作为高程控制点 

C. 高程控制点可选在线状地物的交点    D. 像片控制点应选在旁向重叠中线附近 

 

[ 参考答案 ] 
1. D。航测法测图外业主要是测定像片控制点坐标以及像片调绘。 

2. A。3.3 中的内容。刺点误差和针孔直径不大于 0.1mm。 

3. D。2.1 中的内容。全野外布点方案是指所有像片控制点均通过野外控制测量获得，不需内业加密。 

4. C。2.2（2）中的内容。区域网不规则时，应在区域网周边凸角处布设平高点，凹角处布设高程点；当

沿航向的凸凹角间距大于或等于 3 条基线时，则在凹角处也应布设平高点。 

5. A。3.2（2）中的内容。高程控制点（G）应选在高程变化不大的地方。一般选在地势平缓的线状地物的

交会处、地角等，在山区常选在平山顶以及坡度变化较缓的圆山顶、鞍部等处，狭沟、太尖的山顶和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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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急剧的斜坡不宜作为目标。 

6. BCE。1 中的内容。控制点方案设计之前应收集的资料包括：①大地测量资料（测区及周边的等级控制

点、三角点、水准点成果及点之记等）；②航摄资料（影像数据、航摄略图等）；③地图资料（测区及周

边的地形图、交通图等）。 

7. A。4.3 中的内容。像控点相对于基础控制点的平面中误差不超过地物点平面中误差的 1/5，高程中误差

不超过 1/10 基本等高距。 

8. D。3.2 中的知识。 

9. B。根据 4.4 中的知识求出答案。 

10. A。3.2（1）中的知识。平面控制点（P）应选在影像清晰、能准确刺点的目标点上。一般选在线状地

物交点或地物拐点上（拐角应在 30°-150°之间），地物稀少地区，也可选在线状地物端点，点状地物中

心，弧形地物和阴影不能作为目标。 

11. C。3.1 中的知识。 

12. B。4.3 中的内容。对于 1:500 - 1:1 万地形图，高程中误差不超过 1/10 基本等高距。 

13. C。3.2（1）中的内容。 

14. D。同第 3 题。 

15. A。A 是本节的内容，即外业成果。 

16. B。3.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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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影像判读与像片调绘 

→ 重要指数：★★★☆☆ 

 

1 影像判读 

1.1 基本概念 

影像判读是根据地物的光谱特性、成像规律、影像特征来识别地物，判断出类别及属性。 

1.2 影像判读原理 

（1）影像与地物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几何关系。 

（2）影像反映了地物的形状、大小、色调、阴影、相关位置、纹理等几何特征，也反映了地物的一

些物理特性以及人为因素的影响。 

（3）在相同的情况下，相同的地物反映出的影像也相同。 

1.3 解译标志 

解译标志的建立是解译的前提，用于识别和区分不同地物的典型影像特征称为影像解译标志。解译标

志是随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片种等多种因素而变化的。解译标志分为直接解译标志和间接解译标志。

直接解译标志包括：形状、大小、阴影、色调、颜色、纹理、图案、位置和布局。间接解译标志：通过综

合分析、相关分析，进行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逻辑推理，获得对目标的正确判断。 

对于假彩色合成图像、多光谱图像、热红外图像、雷达图像等，由于投影性质、波谱特征、色调和比

例尺等存在差异，目视解译中必须予以充分注意。 

① 假彩色合成图像 

人眼只能区分 20 余种不同等级的灰度，却可辨别几千种不同的色度与不同亮度。真彩色图像是指符

合人眼视觉习惯的颜色，即影像与实际地貌相一致。由于在进行图像分析时，肉眼难以鉴别色彩相近的各

个波段，因此，将真彩色图像转变为与实际地貌不一致的色彩，可以提高图像的可鉴别度。假彩色图像就

是图像的彩色显示中的一种，通过假彩色处理的图像，可以突出相关的专题信息，提取更加有用的专题信

息。 

若将近红外波段赋予红色，红光波段赋予绿色，绿光波段赋予蓝色得到的假彩色合成图像称为标准假

彩色图像。在标准假彩色合成图像中，三种主要的地表覆盖类型：植被呈红色系列，水体呈蓝色系列，裸

地呈浅色系列，易于识别。 

② 热红外图像 

热红外图像是通过热红外探测器收集、记录地物辐射出来的人眼看不到的热红外辐射信息，并利用这

种热红外信息来识别地物和反演地表参数（如温度、发射率、湿度、热惯量等）。热红外图像的获取不依

赖于外部光线，具有全天侯特点。温度高的物体的辐射反映在图像上就是高亮色调，而低温物体则是灰暗

色调。 

 

2 像片调绘 

像片调绘是以像片判读为基础，把航摄像片上的影像所代表的地物识别和辨认出来，并按照规定的图

式符号和注记方式表示在航测像片上。像片调绘可采用全野外调绘法或室内外综合调绘法。目前大多采用

先室内判绘，后野外检查补绘的办法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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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要求 

（1）像片调绘应判读准确，描绘清楚，图式符号运用恰当，各种注记准确无误，图面清晰易读。 

（2）应采用放大片调绘，放大倍数视地物复杂程度而定。调绘像片的比例尺，不宜小于成图比例尺

的 1.5 倍。 

（3）地形要素属性项原则上满足相应数据规定的要求，要素属性与要素实体一同表示在调绘影像图

上。 

（4）表示内容一般以影像获取的时间为准。影像获取后的新增重要地物应进行补测、补调。对影像

获取后消失的地物应在像片上用红色“×”划去，范围较大时应加说明。 

2.2 主要调绘内容 

外业调绘中的主要调绘内容有测量控制点、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地貌、植被与

土质、地理名称调绘。 

（1）水系：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涯线应绘在摄影时的水位处，摄影时间为枯水期，应调绘常水位，

摄影时间为洪水期，应提供常水位高程，由外业实测水涯线及被淹地段的地物地貌。 

（2）居民地及设施：描绘房屋应以墙基为准。当屋檐宽度大于图上 0.2mm 时，应在像片的相应处注

明实测宽度（量注至厘米），供内业进行屋檐宽度改正。围墙在 1:500、1:1000 图上依比例尺表示，图上

宽度小于 0.5mm 时，不依比例尺表示。1:2000 成图的围墙用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 

（3）交通：道路通过居民地不宜中断，公路进入城区时，公路符号应以街道线代替。 

（4）境界：大于 1:2000 比例尺时，县级以上境界应绘出，乡镇级境界应按用图需要调绘；小于 1:25000

比例尺时，只表示县级以上的境界。 

2.3 调绘片的整饰与接边 

通过调绘获取成果后需要对调绘像片进行整饰和接边。 

（1）调绘像片的整饰：调绘内容要及时清绘，清绘时各种地物的中心位置要准确，中心点、中心线

应按图式规定绘出。地物符号之间的关系要合理反映地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2）调绘像片的接边：调绘像片接边按范围可分为图幅内部接边、幅与幅之间接边。 图幅内部必须

完全接边。为了保证不产生调绘漏洞，像片调绘面积界线统一规定为右、下（东、南）为直线，左、上（西、

北）为曲线。自由图边应调绘出图外 6mm。地形图图幅接边的接合差不应大于平面、高程中误差的 22 倍。

小于该限差时应平均配赋，保持地物、地貌相互位置和走向的正确性。超过限差时，应到实地检查纠正。 

→ 自由图边指测区周围不满幅的或者超出图幅的图边。 

2.4 新增地物的补测 

新增地物是指在影像获取时不存在，作业时新增加的地物。新增地物必须在调绘时进行补测，通常可

采用交会法、截距法、坐标法和比较法确定新增地物的位置。在补测新增地物时应注意地物的方向、形状

和大小，补测线状地物时，各转折点的位置要准确。 

2.5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一级检查：对所有成果进行 100%检查；二级检查：调绘成果

进行 20%-30%的实地重点检查。具体内容如下： 

（1）居民地类型表示是否合理，综合取舍是否得当，主、次干道及支线表示是否分明，居民地轮廓

特征表示是否正确。 

（2）要素属性是否齐全、表示是否协调合理，注记是否准确无误；要素接边是否符合接边要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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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素是否遗漏未表示，补测数据的正确性，数据整合的正确性。 

（3）调绘片、元数据与图名接合图的图名是否一致。 

（4）资料是否齐全，数据是否准确，数量是否相符。 

2.6 成果整理 

调绘成果一般应分幅整理，也可按一定大小的区域整理，区域的大小以方便下工序作业为原则。一般

情况下中小比例尺图以 1:5 万图幅大小为整理区域，大比例尺图以解析空中三角测量解算区域的大小为整

理区域。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根据影像特征的差异可以识别和区分不同的地物，能够达到识别和区分地物目的的性质、类

型或状况，这些典型的影像特征称为（ ）。 

A. 判读特征     B. 解译区域     C. 判读标志    D. 解译标志 

2.（2012 年）1:50000 地形图境界调绘包括（ ）。 

A. 国界调绘     B. 省界调绘     C. 县界调绘    D. 乡镇界调绘  

E. 村组界调绘 

3.（2012 年）航测像片调绘的方法有（ ）。 

A. 室内判调法    B. 全野外调绘法   C. 室内外综合调绘法  D. 计算机辅助调绘法 

E. GPS 辅助调绘法 

4.（2013 年）对 LandsatTM 影像的近红外、红、绿三个波段分别赋予红色、绿色、蓝色合成假彩色后，

植被在该假彩色图像上的颜色为（ ）。 

A. 红色      B. 绿色      C. 蓝色     D. 黄色 

5.（2014 年）规范将像片调绘面积界线统一规定为右、下为直线，左、上为曲线，其主要目的是（ ）。 

A. 保持适当调绘重叠   B. 不产生调绘漏洞   C. 不分割重要地物   D. 保持调绘片美观 

6.（2014 年）利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制作 1:2000 数字线划图时，先进行立体测图，再进行调绘的作业模

式属于（ ）模式。 

A. 全野外     B. 全室内     C. 先外后内    D. 先内后外 

7.（2015 年）下列关于像片调绘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调绘像片的比例尺应小于成图比例尺     B. 像片调绘可采用综合判调法 

C. 调绘面积的划分不能产生漏洞      D. 调绘像片应分色清绘 

8.（2015 年）像片调绘中，低等级公路进入城区时，其符号的处理方式是（ ）。 

A. 用公路符号代替街道号        B. 公路符号与街道线重合表示 

C. 用街道线代替公路符号       D. 公路符号与街道线交替表示 

9.（2016 年）对现势性较好的影像进行调绘时，航测外业调绘为内业编辑提交的信息主要是（ ）信息。 

A. 属性      B. 位置      C. 地形     D. 拓扑 

10.（2017 年）下列关于热红外影像上水体色调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白天呈暖色调，晚上呈冷色调     B. 白天呈冷色调，晚上呈暖色调 

C. 白天晚上均呈冷色调       D. 白天和晚上均呈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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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0 年）像片调绘的主要目的是提供（ ）。 

A. 地物的位置   B. 像片控制点   C. 地物的属性   D. 地貌的形状 

12.（2020 年）下列摄影测量的工作中，不属于内业工作的是（ ）。 

A. 绝对定向    B. 像片调绘    C. 立体采集    D. 像片坐标测量 

13.（2022 年）标准假彩色遥感影像中，植被的颜色是（ ）。 

A. 绿色     B. 红色     C. 蓝色     D. 紫色 

14.（2022 年）影像的解译标志不包括（ ）。 

A. 色调     B. 阴影     C. 地物名称    D. 形状 

15.（2022 年）下列属于航测法成图的外业工作的是（ ）。 

A. 像片坐标量测   B. 影像定向    C. 像片调绘    D. 数据编辑 

E. 像片控制测量 

 

 

[ 参考答案 ] 
1. D。1.3 中的内容。用于识别和区分不同地物的典型影像特征称为影像解译标志。 

2. ABC。2.2（4）中的内容。小于 1:25000 比例尺时，只表示县级以上的境界。 

3. BC。2 中的内容。像片调绘可采用全野外调绘法或室内外综合调绘法。目前大多采用先室内判绘，后野

外检查补绘的办法来完成。 

4. A。在标准假彩色合成图像中，三种主要的地表覆盖类型：植被呈红色系列，水体呈蓝色系列，裸地呈

浅色系列，易于识别。 

5. B。2.3 中的内容。为了保证不产生调绘漏洞，像片调绘面积界线统一规定为右、下（东、南）为直线，

左、上（西、北）为曲线。 

6. D。先进行立体测图再进行调绘是先内后外的模式。 

7. A。2.1（3）中的内容。应采用放大片调绘，放大倍数视地物复杂程度而定。调绘像片的比例尺，不宜

小于成图比例尺的 1.5 倍。 

8. C。2.2（3）中的内容。公路进入城区时，公路符号应以街道线代替。 

9. A。现势性较好的影像，地物位置和地形变化都不大。 

10. B。水体因为其比热较大，温度变化比较慢，白天水体升温较小，夜晚降温较慢，所以表现为白天水体

为暗色调，夜晚反而是亮色调。 

11. C。像片调绘主要是提供地物的属性。 

12. B。像片调绘是外业工作。 

13. B。1.3 中的内容。 

14. C。1.3 中的内容。 

15.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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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空中三角测量 
→ 重要指数：★★★★☆ 

 

1 概述 

1.1 基本概念 

（1）概念 

空中三角测量是利用航摄像片与所摄目标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根据少量像片控制点，计算待求点的

平面位置、高程和像片外方位元素的测量方法。空中三角测量为影像纠正、DEM 建立和立体采集提供定向

成果，其主要输出成果是像片加密点大地坐标及像片的外方位元素。 

（2）方法分类 

空中三角测量分为模拟法和解析法两类。 

① 模拟法：用光学机械的方法，借助立体测图仪进行。 

② 解析法：俗称的电算加密。根据像点坐标同地面点坐标的解析关系或每两条同名光线共面的解析关

系，构成空中三角测量。建网方法常用航带法、独立模型法和光束法。 

（3）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利用装在飞机和地面基准站上的 GPS 接收机，在航空摄影的同时获

取航摄仪曝光时刻摄站的三维坐标，将其视为观测值引入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中，采用统一的数学模型和

算法整体确定点位并对其质量进行评定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4）PO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将 GPS 和 IMU 组成的定位定姿系统（POS）安装在航摄平台上，获

取航摄仪曝光时刻摄站的空间位置和姿态信息，将其视为观测值引入摄影测量区域网平差中，采用统一的

数学模型和算法整体确定点位并对其质量进行评定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1.2 精度指标 

空中三角测量的精度指标主要指定向误差和控制点残差。 

（1）内定向精度 

框标坐标残差绝对值一般不大于 0.010mm，最大不超过 0.015mm。 

（2）相对定向精度 

扫描数字化航摄影像连接点上下视差中误差为 0.01mm（1/2 像素），数码航摄仪获取的影像连接点上

下视差中误差为 1/3 像素。 

1.3 加密点的选取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计算前应将像控点位置刺于像片上，然后进行内业加密。加密点的选取与像控点的

选取要求基本一致，主要考虑选点在左右影像上要有可辨性、清晰性、反差性以及六个标准点位附近应该

选点。 

森林地区的点位应尽量选在林间空地的明显点上，如选不出时，可选在相邻航线和左右立体像对都清

晰的树顶上。 

沿河道、山谷布设的航线选点时应注意标准点之间的相对位置避免出现相对定向的不定性，在平坦地

急剧转为山地、高山地时，宜在地形变换线处，每像对增选 1-2 个地形特征点。 

 

2 基本作业过程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326 



第 8 章 摄影测量与遥感 第 6 节 空中三角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的作业过程主要包括准备工作、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和区域网平差计算、区域

网接边、质量检查、成果整理与提交七个环节。 

进行区域网平差计算时，对于 PO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和 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需导入摄站点坐标、

像片外方位元素进行联合平差。 

对于区域网接边，同比例尺不同地形类别接边或不同比例尺接边时，平面位置较差和高程较差满足规

定要求后，将实际较差按中误差的比例进行配赋作为平面和高程的最后使用值。与已成图或出版图接边，

当较差小于规定限差的二分之一时以已成图或出版图为准；当较差大于规定限差的二分之一，但小于限差

时，应取中数作为最后使用值；超限时，要认真检查原因，却系已成图或出版图错误，直接采用当前成果，

在图历簿中注明。 

 

3 主要作业方法 

3.1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解析空中三角测量指的是用摄影测量解析法确定区域内所有影像的外方位元素及待定点的地面坐标，

按数学模型可分为航带法、独立模型法和光束法。 

（1）航带法是以航带作为平差的基本单元。首先把许多立体像对所构成的单个模型连接成一条航带，

然后把一个航带模型视为单元进行解析处理。航带法解算参数最少，精度最低。 

（2）独立模型法是以单元模型作为平差的基本单元，利用模型间的公共点通过单元模型的空间相似

变换连成一个区域。为了避免误差的累积，可以以单模型为平差计算单元，由一个个相互连接的单模型既

可以构成一条航带网，也可以组成一个区域网，但是，构网过程中的误差却被限制在单个模型内，而不会

发生误差累积，这样，就可以克服航带法空中三角测量的不足，有利于加密精度的提高。独立模型法解算

参数较多，精度较好。 

（3）光束法解析空中三角是以每张像片相似投影光束为平差单元，以中心投影的共线方程作为平差

的基础方程，使公共点的光线实现最佳交会，并使整个区域最佳地纳入到已知的控制点坐标系统中。光束

法解析空中三角测量是最严密的一种平差方法，能最方便地顾及影像系统误差的影响，最便于引入非摄影

测量附加观测值。光束法解算参数多，精度高。 

3.2 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 

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的作业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现行航空摄影系统改造及偏心测定。 

（2）带 GPS 信号接收机的航空摄影。GPS 接收机在航摄过程中以 0.5s-1.0s 的数据更新率，用分别

设在地面基准站和飞机上的 GPS 接收机同时连续观测 GPS 卫星信号，运用差分定位的原理求解坐标。 

（3）解求 GPS 摄站坐标。对载波相位观测量进行数据后处理，解求航摄仪曝光时刻的坐标。 

（4）GPS 摄站坐标与摄影测量数据的联合平差。 

3.3 PO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 

将 POS 和航摄仪集成在一起，通过 GPS 获取航摄仪的位置参数及 IMU 测定的航摄仪姿态参数，经

IMU、DGPS 数据的联合后处理，可直接获得测图所需的每张像片的六个外方位元素，大大减少乃至无须

地面控制直接进行定位。 

航摄仪、GPS 天线和 IMU 三者之间的空间坐标系通过坐标变换来统一，并通过数据更新频率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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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接收机的地面基准站，以相对 GPS 动态定位方式来同步观测 GPS 卫星信号。机载 GPS 和地面基准

站 GPS 接收机数据采样间隔不应大于 1s。 

 
4 质量控制 

空中三角测量的质量控制主要包括原始资料使用正确性检查、各项参数使用和设置检查、平差精度检

查三个方面。 

（1）原始资料使用正确性检查：主要是检查航摄成果的飞行质量和摄影质量、区域网基本定向点的

坐标值、多余控制点的坐标值是否正确等。 

（2）各项参数使用和设置检查：检查航摄仪参数的使用、影像坐标系统、航摄仪焦距使用和航摄仪

镜头对称畸变差测定值输入是否正确等。 

（3）平差精度检查：主要是检查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和区域网接边等精度。 

 
5 成果整理 

成果整理以测区为单位，以区域网为单元进行整理。 

空中三角测量成果主要包括成果清单、相机文件、像片控制点坐标、连接点或测图定向点像片坐标和

大地坐标、每张像片的内外方位元素、连接点分布略图、保密检查点大地坐标、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

检查报告和验收报告以及其他资料等。 

数据成果、文档资料、生产过程成果及各种专业资料等，应按照设计要求统一整理并汇交。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在航空摄影生产的数据处理过程中，可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环节计算得到的参数包括（ ）。 

A. 航摄像片的外方位元素  B. 加密点的地面坐标  C. 外业控制点的坐标  D. 地物投影差的大小 

E. 地面目标物体的高度 

2.（2012 年）空中三角测量是利用航摄像片与所摄目标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计算待求点的平面位置、高

程和（ ）的测量方法。 

A. 内方位元素    B. 外方位元素    C. 像框坐标    D. 像点坐标 

3.（2013 年）空中三角测量有不同的像控点布点方式，下图表示的布点方式为（ ）布点。（黑点为高程

控制点，圆圈点为平高控制点） 

A. 全野外     B. 单模型     C. 区域网     D. 航线网 

4.（2014 年）采用 IMU/GPS 辅助航摄时，机载 GPS 接收机数据采样间隔最大为（ ）s。 

A. 1      B. 2      C. 5      D. 10 

5.（2014 年）航空摄影测量中，利用定位定姿系统可以直接获取的参数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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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影像曝光时外方位元素        B. 航摄仪内方位元素 

C. 空三加密点量测坐标        D. 地面控制点三维坐标 

6.（2015 年）定位定姿系统（POS）在航空摄影测量中的主要用途是（ ）。 

A. 稳定航摄仪    B. 提高航摄效率    C. 传输数据    D. 获取外方位元素 

7.（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同比例尺、不同地形类别空三加密网接边工作中，接边差满足要求后，最终

成果坐标的处理方法是（ ）。 

A. 按接连处坐标平均数据取值       B. 按中误差比例配赋接边差 

C. 按各自坐标取值         D. 按高精度区域坐标取值 

8.（2016 年）航空摄影中，POS 系统的惯性测量装置（IMU）用来测定航摄仪的（ ）参数。 

A. 位置      B. 姿态      C. 外方位元素    D. 内方位元素 

9.（2016 年）下列航空摄影测量成果中，可通过空三加密直接获得的有（ ）。 

A. 影像外方位元素   B. 数字地表模型   C. 测图所需控制点坐标  D. 正射影像图 

E. 影像分类图斑 

10.（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空中三角测量作业过程中，数码航摄影像连接点上下视差允许的最大残差

是（ ）像素。 

A. 1/6     B. 1/3     C. 2/3     D. 1 

11.（2019 年）下列工作中，不属于解析空中三角测量作业内容的是（ ）。 

A. 相对定向    B. 绝对定向    C. 区域网接边   D. 特征点线采集 

12.（2021 年）解析空中三角测量的方法可分为（ ）。 

A. 航带法    B. 独立模型法   C. 光束法    D. 数字微分法 

E. 光学机械模拟法 

 

 

[ 参考答案 ] 
1. AB。1.1 中的内容。空中三角测量是利用航摄像片与所摄目标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根据少量像片控制

点，计算待求点的平面位置、高程和像片外方位元素的测量方法。 

2. B。1.1 中的内容。空中三角测量是利用航摄像片与所摄目标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根据少量像片控制点，

计算待求点的平面位置、高程和像片外方位元素的测量方法。 

3. B。根据 3.1 中的内容此图应是单模型法，四个角点采用平高控制点，两个像主点处采用高程控制点。 

4. A。3.3 中的内容。机载 GPS 和地面基准站 GPS 接收机数据采样间隔不应大于 1s。 

5. A。3.3 中的内容。将 POS 和航摄仪集成在一起，通过 GPS 获取航摄仪的位置参数及 IMU 测定的航摄

仪姿态参数，经 IMU、DGPS 数据的联合后处理，可直接获得测图所需的每张像片的六个外方位元素，大

大减少乃至无须地面控制直接进行定位。 

6. D。同上。 

7. B。2 中的内容。同比例尺不同地形类别接边或不同比例尺接边时，平面位置较差和高程较差满足规定

要求后，将实际较差按中误差的比例尺进行配赋作为平面和高程的最后使用值。 

8. B。IMU 测定姿态，GPS 测定位置。 

9. AC。1.1 中的内容。空中三角测量是利用航摄像片与所摄目标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根据少量像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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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计算待求点的平面位置、高程和像片外方位元素的测量方法。 

10. C。1.2（2）中的知识。 

11. D。2 中的内容。空中三角测量的作业过程主要包括准备工作、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和区域网

平差计算、区域网接边、质量检查、成果整理与提交七个环节。 

12. ABC。3.1 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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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DLG、DEM、DOM 和 DRG 
→ 案例考试重点，必须熟记 4D产品的生产流程。 

重要指数：★★★★★ 

 

1 概念 

数字摄影测量的“4D”产品有数字线划图（DLG，Digital Line Graphic）、数字高程模型（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数字正射影像图（DOM，Digital Orthophoto Map）及数字栅格地图（DRG，

Digital Raster Graphic）。 

图 8.7.1 DLG（左）、DEM（中）、DOM（右） 

（1）DLG（Digital Line Graphic）是以点、线、面形式或地图特定图形符号形式表达地形要素的地理

信息矢量数据集。点要素在矢量数据中表示为一组坐标及相应的属性值；线要素表示为一串坐标组及相应

的属性值；面要素表示为首尾点重合的一串坐标组及相应的属性值。 

（2）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是一定范围内规则格网点的平面坐标（X，Y）及其高程（Z）

的数据集，它主要是描述区域地貌形态的空间分布。DEM 可用来查询单点高程、土石方计算、地表面积计

算、绘制断面图等，和 DOM 一起可制作三维景观图，同时它本身还是制作 DOM 的基础数据。 

图 8.7.2 三峡正射影像图（左）及三维景观图（右） 

→ DTM（Digital Terrain Model）数字地面模型是利用大量（x、y、z）数据集对连续地 面的一种模拟

表示。x、y表示该点的平面坐标，z值可以表示高程、坡度、温度等信息，当 z表示高程时，就是 DEM。

DEM 是 DTM的一个分支。DTM 是描述包括高程在内的各种地貌因子，而 DEM是单纯的数字地貌模型。 

DSM（Digital Surface Model）数字表面模型是指包含了地表建筑物、桥梁和树木等高度的地面高程

模型。和 DSM相比，DEM只包含了地形的高程信息，并未包含其它地表信息，DSM是在 DEM的基础上，

进一步涵盖了除地面以外的其它地表信息的高程。在一些对建筑物高度有需求的领域，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重视。DSM 表示的是最真实的地面起伏情况，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如在森林地区，可以用于

检测森林的生长情况；在城区，DSM 可以用于检查城市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巡航导弹，它

不仅需要数字地面模型，而更需要的是数字表面模型，这样才有可能使巡航导弹在低空飞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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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山让山，逢树让树。 

（3）DOM（Digital Orthophoto Map）是将地表影像经垂直投影纠正和镶嵌而形成的影像数据集，并

参照地形图要求对正射影像数据按图幅范围进行裁切，配以图廓整饰而成。它具有像片的影像特征和地图

的几何精度。 

→ 随着社会的发展，常规 DOM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常规 DOM是地球表面的正射影像，而人们希望地

球表面上的所有地物也是正射影像，这就是真正射影像（TDOM）。常规 DOM的获取，是在数字微分纠

正时基于数字高程模型 DEM；TDOM 的获取，是在数字微分纠正时基于数字表面模型 DSM。 

（4）DRG（Digital Raster Graphic）是以栅格数据形式表达地形要素的地理信息数据集。数字栅格

地图数据可由矢量数据格式的数字线划图转换后形成，也可由模拟地图经扫描、几何纠正及色彩归化等处

理后形成。 

数字栅格地图成果由栅格数据（包括地理定位信息）、元数据及相关文件（指需要随数据同时提供的

说明信息）构成。数字栅格地图按颜色可以分为单色和彩色两类，图面分辨率一般不低于 12 点/毫米（300 

dpi）。 

 

2 技术要求 

2.1 DEM 

数字高程的格网尺寸依据比例尺选择，通常 1:500 至 1:2000 的格网尺寸不应大于 0.001M 图（M 图为

成图比例尺分母），1:5000 至 1:10 万不应大于 0.0005M 图。 

DEM 成果按精度分为三级，用格网点的中误差表示，其高程中误差的 2 倍为采样点数据的最大误差。

内插点高程中误差是格网点高程中误差的 1.2 倍。 

2.2 DOM 

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地面分辨率应优于 0.0001M 图（M 图为成图比例尺分母）。 

数字正射影像图明显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应大于下表的规定。 

表 8.7.1 平面位置中误差 

比例尺 平地、丘陵地 山地和高山地 

1:500-1:2000 图上±0.6mm 图上±0.8mm 

1:5000-1:10 万 图上±0.5mm 图上±0.75mm 

数字正射影像图应与相邻影像图接边，接边误差不应大于 2 个像元。 

根据生产使用数据源的不同，数字正射影像图的色彩模式分为全色和彩色两种形式，全色影像为 8 位

（bit），彩色影像为 24 位（bit）；影像空间信息文件为 ASCII 文本格式，坐标起算点为影像左上角像素

中心坐标；元数据文件可采用 MDB 格式或文本格式存储。 

正射影像数据的交换格式，原则上采用国际工业标准无压缩的 TIFF 或 BMP 等格式，但需将大地坐标

在影像上的定位信息以及像素的地面分辨率等信息另写一个文件，和 TIFF 或 BMP 等格式的文件一起组成

正射影像数据。 

→ 在各种地理信息系统、摄影测量与遥感等应用中，要求图像具有地理编码信息，例如图像所在的坐标

系、比例尺、图像上点的坐标、经纬度、长度单位及角度单位等等。对于存储和读取这些信息，纯 TIFF

格式的图像文件是很难做到的，而 GeoTIFF作为 TIFF的一种扩展，在 TIFF的基础上定义了一些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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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来对各种坐标系统、椭球基准、投影信息等进行定义和存储，使图像数据和地理数据存储可以

在同一图像文件中。GeoTIFF 描述地理信息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而且容易实现与其他遥感影像格式

的转换，因此，GeoTIFF图像格式应用十分广泛。 

 

3 基本作业过程 

3.1 DLG 作业过程 

（1）资料准备 

包括资料收集（控制点资料、航摄资料、空中三角测量成果、地图资料）、资料分析和技术设计。 

（2）定向建模 

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建立立体模型。 

（3）立体测图 

立体测图对能够准确判读的地物、地貌要素，应全部采集。对不能准确判读的要素（包括隐蔽地区、

阴影部分和小的独立地物）应尽量采集，并做出标记，由调绘确定。影像不清晰、要素不确定而无法采集

时，用特殊符号标记，以便进行实地补测或补调。按立体模型测图范围采集的数据，应先相互拼接，再按

标准图幅进行裁切。立体测图数据应先经过检查再提供调绘使用。 

（4）调绘 

调绘与立体测图、数据编辑应有效衔接，保证地形要素表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5）野外补测 

当由于云影、阴影等影响无法进行立体测图或处理，航空摄影出现绝对漏洞且不补摄，新增大型工程

设施、大面积开发区或居民地变化较大等情况时，应进行野外补测。立体测图无法准确采集的城市建筑物

密集区，亦可进行野外补测。当立体测图无法达到高程注记点高程精度要求时，应野外实测足够的高程注

记点，等高线由立体测图采集。 

（6）数据编辑 

数据编辑主要是依据立体测图成果、调绘成果进行要素数据的图形编辑、属性录入。 

（7）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检查内容包括： 

① 空间参考系：大地基准、高程基准、地图投影。 

② 位置精度：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 

③ 属性精度：分类正确性和属性正确性。 

④ 完整性：多余和遗漏。 

⑤ 逻辑一致性：概念一致性、格式一致性、拓扑一致性。 

⑥ 时间精度：现势性。 

⑦ 表征质量：几何表达、地理表达、符号、注记和整饰。 

⑧ 附件质量：元数据、图历簿和附属文档。 

（8）成果整理与提交 

3.2 DEM 作业过程 

（1）资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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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资料收集（控制点资料、航摄资料、空中三角测量成果、地图资料）、资料分析和技术设计。 

（2）定向建模 

内定向、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建立立体模型。 

（3）特征数据采集 

对地形特征点、线、与高程有关的其他要素进行三维坐标量测。采集的特征点线数据是 DEM 高程数

据的来源，特征点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 DEM 精度。 

特征点（如山头、洼地、鞍部、沟心、谷底等）高程采集精度应符合高程注记点的精度要求。特征线

（如山脊线、山谷线、变坡线、陡坎，以及堤坝、沟渠等的上、下沿线）高程采集精度应符合等高线的精

度要求。 

水域线面包括双线河、面状静止水域等。双线河应根据实际情况采集河岸上、下沿线，其水涯线的高

程应依据上下游水位点高程分段内插赋值。面状静止水域采集水涯线，赋统一高程值，高程精度应符合等

高线的精度要求。 

无法准确量测高程的区域设为高程推测区，高程推测区应按照推测区区域采集范围线。 

→ 数据点的密度是影响 DEM的主要因素。数据点太密会增加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工作量，加大存储负担，

太稀会影响 DEM精度。 

（4）DEM 生成（构建 TIN 生成 DEM） 

DEM 的内插属于曲面内插的范畴，指根据一系列数据点上的高程信息来模拟地表特征，并内插出指定

点上的高程信息。目前常用的算法是通过等高线和高程点建立 TIN（不规则三角网），然后在 TIN 的基础

上生成 DEM。 

→ 不规则角网（TIN，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中的每个三角形可视为一个平面，平面的几何

 特征完全由三个顶点的坐标值决定。三角面的形状和大小取决于不规则分布的测点的密度和位置，能

 够避免地形平坦时的数据冗余，又能按地形特征点表示数字高程特征，在表示复杂表面时具有许多优

 越性。 

（5）DEM 检查和编辑 

DEM 数据编辑是指对内插形成的 DEM 格网点逐个进行编辑。 

（6）接边镶嵌 

DEM 接边，应保证不少于 2 排同名格网点。当同名格网点高程差小于 2 倍高程中误差时，取平均值

作为同名格网点最终高程；大于 2 倍高程中误差时，应分析原因，检查 DEM 数据、特征数据是否切准地

面，以修改或重新生成 DEM，符合要求后重新接边。 

若测区范围内所有单模型 DEM 数据的接边较差都符合规定要求，则可以进行 DEM 镶嵌，镶嵌时对参

与接边的所有同名格网点的高程取其平均值，作为各自格网点的高程值，同时形成各条边的接边精度报告。 

（7）图幅裁切 

DEM 镶嵌完成后，按照相关规定或技术要求进行裁切，做成以图幅为单元的 DEM。 

（8）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检查内容为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高程精度）、逻辑一致性（格式一致性）、时间精度、格网参数

和附件质量。 

（9）成果整理与提交 

3.3 DOM 作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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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准备 

包括资料收集（控制点资料、航摄资料、空中三角测量成果、地图资料）、资料分析和技术设计。 

（2）定向建模 

（3）影像纠正（如果采用的是遥感数据，则要加上影像融合） 

利用 DEM 对影像数据进行数字微分纠正，生成像片数字正射影像。如果采用的是遥感数据，则要加

上影像融合，即把卫星遥感影像的多光谱数据和全色波段数据进行融合，融合影像数据源必须是经过几何

正射纠正的数据。 

（4）匀色及影像处理 

对影像进行色彩、亮度和对比度的调整处理。匀色处理应缩小影像间的色调差异，使影像色调均匀、

反差适中、层次分明，保持地物色彩不失真。处理后的影像上不应有匀色处理的痕迹。 

对影像中的脏点、划痕等问题及现象，应查找和分析原因，并进行相应的影像处理。 

（5）影像镶嵌 

原始像片的幅面与最终所成图的幅面不一致，影像需要先拼接成一个整体，这个过程称为影像镶嵌。

影像镶嵌涉及几何位置的镶嵌和灰度（或色彩）的镶嵌两个过程。其中，几何位置镶嵌是指镶嵌影像间对

应物体几何位置的严格对应，无明显的错位现象；灰度镶嵌是指位于不同影像上的同一物体镶嵌后不因两

影像的灰度差异导致灰度产生突变现象。 

镶嵌线应避开大型建筑物和影像差异较大的地方，尽量选择线状地物，一般可选择河、路、沟、渠、

田埂等的边沿。镶嵌后的影像应确保无明显拼接痕迹，过渡自然，纹理清晰。 

（6）图幅裁切与图廓整饰 

按照内图廓线对镶嵌好的 DOM 进行裁切。也可外扩一排或多排栅格点进行裁切，所生成的 DOM 成

果应附有相关坐标，分辨率等基本信息参数。 

（7）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检查内容包括空间坐标系、位置精度（平面精度）、逻辑一致性（格式一致性）、影像质量和附件质

量检查。 

（8）成果整理与提交 

3.4 DRG 

纸质模拟地图通过扫描仪生成二维阵列数据，同时对灰度进行量化，再经二值化处理、图形定向、几

何校正、分层设色，即形成一幅数字栅格地图。 

（1）图形扫描：单色或彩色扫描仪扫描。 

（2）图幅定向：将栅格图幅由扫描仪坐标变换为高斯投影平面直角坐标。 

（3）几何校正：消除图底及扫描产生的几何畸变。 

（4）色彩纠正：用图像软件进行栅格编辑，对单色图按要素人工设色，对彩色图作色彩校正。 

（5）最终产品：经过无损压缩的 TIFF 文件。 

 

4 数据获取方法 

从数据获取方式来讲，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的作业方法。 

4.1 D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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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摄影法 

（2）航天遥感法 

（3）地形图扫描矢量化法 

以地形图扫描生成的 DRG 为背景进行 DLG 采集和属性录入，属性数据由 DRG 获取。 

（4）大比例尺 DLG 缩编 

随着社会发展加速，局部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更新速度很快，所以可以利用大比例尺地形图，采用

人机交互方式进行缩编采集，对原地形图数据进行数据选取和图形概括，更新 DLG 图像。 

（5）全野外解析测量 

4.2 DEM 

（1）航空摄影法 

（2）空间传感器方法 

利用 GPS、机载雷达或激光测距仪 LIDAR 等进行数据采集，快速获取 DEM 或数字表面模型 DSM。 

（3）地形图矢量化 

（4）全野外数据采集 

4.3 DOM 

（1）航空摄影测量法 

（2）航天遥感测量法 

 

5 质量控制 

5.1 DLG 

（1）数据比对 

与高精度数据、专题数据、生产中使用的原始数据、可收集到的国家各级部门发布的数据等参考数据

对比，确定是否错漏。 

（2）实地检查 

与野外测量、调绘的成果对比，确定是否错漏。 

（3）室内检查 

通过软件自动分析和判读结果，进行属性、逻辑一致性、接边等检查；也可通过人机交互检查。 

5.2 DEM 

包括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最终成果质量控制。 

（1）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检查原始资料使用的正确性、定向的准确性以及数据采集合理性。湖泊、水库、双线河的分层是否合

理，水涯线及海岸线的高程赋值是否合理正确。静止水域范围内的 DEM 高程值应一致，其高程值应取常

水位高程。流动水域内的 DEM 高程应自上而下平缓过渡，并且与周围地形高程之间的关系正确、合理。 

达不到规定高程精度要求的区域应划为高程推测区。无高程区域应划为高程空白区，空白区的格网应

赋予高程值-9999，对空白区的处理要完整记录在元数据中。 

（2）最终成果质量控制 

通过内插等高线，目视检查等高线是否有突变的地方，或用与地形图比较的方法来发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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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DOM 

（1）几何精度检查 

野外检查，套合检查，接边检查。 

（2）影像质量质量 

正射影像的影像质量主要是指影像的辐射（亮度、色彩）质量。一般采用目视检查方法进行，主要内

容包括：整张影像色调是否均匀，反差及亮度是否适中，影像拼接处色调是否一致，影像上是否存在斑点、

划痕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信息缺失的现象等。 

 

6 成果整理与提交 

以光盘为主要存储介质，也可使用磁带或磁盘等。成果外包装上应包括成果标记、生产单位、分发单

位等内容，成果标记应包含成果名称，所采用标准的标准号、成果代号、图幅分幅编号（成果比例尺、格

网尺寸、地面分辨率）、最新生产时间等内容，根据需要也可标识版本号。 

6.1 DLG 

DLG 数据文件、元数据文件、DLG 数据文件接合表、质量检查记录、质量检查（验收）报告、技术

总结报告等。 

6.2 DEM 

DEM 数据文件、原始特征点、线数据文件、元数据文件、DEM 数据文件结合表、质量检查记录、质

量检查（验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等。 

6.3 DOM 

DOM 数据文件、镶嵌线数据文件、元数据文件、DOM 数据文件结合表、质量检查记录、质量检查（验

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等。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下列航测数字化生产环节中，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是（ ）。 

A. 摄影内定向    B. DOM 的生产    C. DLG 的生产    D. 空中三角测量 

2.（2012 年）现行《遥感图像平面图制作规范》规定，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在平地和丘陵地不得大于图

上（ ）mm。 

A. 0.50      B. 0.75      C. 1.00      D. 1.50 

3.（2012 年）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地面分辨率在一般情况下应不大于（ ）M 图（M 图为成图比例尺分母）。 

A. 0.0005     B. 0.01      C. 0.001     D. 0.0001 

4.（2014 年）应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制作数字高程模型的主要工作包括（ ）。 

A. 影像定向     B. 特征点、线采集   C. 影像纠正    D. 影像融合  

E. 数据编辑 

5.（2014 年）应用数字摄影测量方法制作 1:5000 数字高程模型时，对采集的双线河水涯线，高程的正确

赋值方法是（ ）。 

A. 取上下沿水位高程的均值统一赋值    B. 依据上下游水位高程分段内插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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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高程空白区处理赋值高程值-9999    D. 按高程推测区处理分别赋予最大值、最小值 

6.（2014 年）下列情形中，利用摄影测量制作大比例尺数字线划图时，应进行野外补测的有（ ）。 

A. 航摄出现绝对漏洞   B. 图幅跨投影带接边  C. 居民地变化较大   D. 影像中有大片阴影 

E. 要素拓扑关系不正确 

7.（2015 年）下列工作内容中，不属于数字高程模型生产内容的是（ ）。 

A. 绝对定向     B. 特征点、线采集   C. 影像纠正    D. 数据编辑 

8.（2015 年）下列质量检查项中，属于 DLG 成果质量检查内容的有（ ）。 

A. 位置精度     B. 格网参数    C. 属性精度    D. 逻辑一致性 

E. 完整性 

9.（2015 年）数字三维地形景观一般由 DEM 与（ ）组合而成。 

A. DLG      B. DOM      C. DRG      D. DSM 

10.（2015 年）规则格网的数字高程模型行列号表示的是格网点的（ ）。 

A. 平面坐标     B. 高程      C. 坡度     D. 坡向 

11.（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相同比例尺、相同地形类别的数字高程模型成果按精度可划分为（ ）级。 

A. 1      B. 2      C. 3      D. 4 

12.（2015 年）下列数据类型中，适合制作地貌晕渲图的是（ ）。 

A. DLG      B. DOM     C. DEM     D. DRG 

13.（2016 年）下列地理信息成果中，可用于城市区域地形统计分析的是（ ）。 

A. 地表覆盖数据    B. 地理要素数据   C. 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D. 数字表面模型数据 

14.（2016 年）DSM 编辑中，采集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顶部特征点、线时，应切准的部位是（ ）。 

A. 房屋顶部外围    B. 房屋底部外围    C. 房屋顶部中心   D. 房屋底部中心 

15.（2016 年）下列地理信息数据中，适用于在三维 GIS 系统中进行房屋、树林等遮挡分析的是（ ）。 

A. DOM     B. DLG      C. DEM     D. DSM 

16.（2016 年）与原始航空影像比，DOM 具备的特征有（ ）。 

A. 正射影像     B. 比例尺统一    C. 分辨率更高    D. 色彩更丰富  

E. 可量测 

17.（2017 年）下列工作环节中，制作数字正射影像图不需要的是（ ）。 

A. DEM 采集    B. 数字微分纠正   C. 影像镶嵌    D. 像片调绘 

18.（2018 年）下列工作中，不属于航测法数字线划图生产环节的是（ ）。 

A. 立体模型创建   B. 地物要素采集   C. 图形编辑    D. 影像镶嵌 

19.（2019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能用于制作数字正射影像图的是（）。 

A.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 B. 全站仪野外测量法  C. 无人机摄影测量法  D. GPS-RTK 测量法 

20.（2019 年）下列数字高程模型质量检查内容中，不属于空间参考系检查项的是（ ）。 

A. 大地基准    B. 高程基准    C. 投影方式    D. 高程精度 

21.（2019 年）遥感正射影像图通常采用 （ ）格式存储。 

A. JPG     B. BMP     C. GeoTIFF    D. PNG 

22.（2019 年）数字高程模型接边工作中，当同名格网点高程较差小于 2 倍高程中误差时，该格网点最终

高程的正确赋值方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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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同名格网点的高程平均值      B. 取同名格网点的高程最小值 

C. 取同名格网点的高程最大值      D. 赋高程值-9999 

23.（2019 年）在摄影测量与遥感领域，TDOM 指的是( )。 

A. 数字线划图   B. 真正射数字影像图  C. 数字高程模型   D. 实景三维模型 

24.（2019 年）利用高精度检测方法对某一丘陵地区 1:5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平面位置精度进行检测，当

某检测点的较差最小超过（ ）m 时，将该点视为粗差点。 

A. 1      B. 2.5     C. 5      D. 10 

25.（2019 年）下列关于不规则三角网 TIN 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TIN 模型除了存储顶点坐标数据外，还存储了拓扑关系 B. TIN 的每个三角面都有一个恒定的倾斜度 

C. 高程变化大的地区采用大三角形表示     D. TIN把地表近似描绘成组互不重叠的三角面 

26.（2019 年）现行规范规定，印刷原图的数字栅格地图分辨率最小应为（ ）dpi。 

A. 200     B. 250     C. 300     D. 350 

27.（2020 年）下列数据中，目前无法自动生产的是（ ）。 

A. DOM 数据    B. 空三加密数据   C. 三维模型数据   D. DLG 数据 

28.（2020 年）下列不属于航测外业调绘工作内容的是（ ）。 

A. 测量像控点         B. 获取地物要素的属性 

C. 获取内业无法获取的地理名称     D. 补测立体测图无法或不能准确采集的要素 

29.（2020 年）下列表达高程的模型中，能更精确表达复杂地形表面的是（ ）。 

A. 等值线模型   B. 不规则三角网模型  C. 等值域模型   D. 格网数据模型 

30.（2020 年）下列哪一项利用数字高程模型 DEM 无法计算（ ）。 

A. 地形坡度    B. 楼房高度    C. 道路纵断面   D. 挖填方量 

31.（2020 年）下列要素中，航测内业立体测图能够获取的是（ ）。 

A. 房屋边线    B. 地下管线    C. 行政界线    D. 地理名称 

32.（2020 年）以下哪个不属于摄影测量“4D”产品（ ）。 

A. DEM     B. DRG     C. DLG     D. DSM 

33.（2021 年）下列不属于正射影像图生产工作内容的是（ ）。 

A. DEM 采集    B. 数字微分纠正   C. 像片调绘    D. 影像镶嵌 

34.（2021 年）下列方法中，无法用于评定 DOM 精度的是（ ）。 

A. 野外测量检测   B. 与地形图套合   C. 与 DEM 套合   D. 与已有 DOM 套合 

35.（2022 年）丘陵地区 1:2000 数字正射影像图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应不大于（ ）m。 

A. ±0.5     B. ±2.0     C. ±1.0     D. ±1.2 

36.（2022 年）数字正射影像图应与相邻影像图接边，接边误差不应大于（ ）个像元。 

A. 1      B. 2      C. 3      D. 4 

37.（2022 年）DSM 是（ ）。 

A. 数字地面模型   B. 数字高程模型   C. 数字表面模型   D. 数字线划图 

38.（2022 年）摄影测量 4D 产品中，可直接用于挖填方计算的是（ ）。 

A. DRG     B. DOM     C. DEM     D. DLG 

39.（2022 年）航测法生产数字高程模型的环节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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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特征点采集   B. 影像定向    C. 影像解译    D. 影像纠正 

E. 接边镶嵌 

 

 

[ 参考答案 ] 

1. C。DLG 和 DOM 相比，DLG 最需要人工的地方是将像片描绘成线划图，这一过程是目前机器难以完成

的，即本节 3.1（3）中的步骤。而 DOM 的生产工序中自动化水平较高。 

2. A。2.3 中的内容。平地、丘陵地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大于图上 0.5mm，山地、

高山地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大于图上 0.75mm。 

3. D。2.3 中的内容。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地面分辨率在一般情况下应不大于 0.0001M 图。 

4. ABE。根据 3.2 的内容作答。 

5. B。CD 显然不合理，B 选项最合理。 

6. CD。3.1 中内容。当由于云影、阴影等影响无法进行立体测图或处理，航空摄影出现绝对漏洞且不补摄，

新增大型工程设施、大面积开发区或居民地变化较大等情况时，应进行野外补测。 

7. C。同第 4 题，影像纠正是 DOM 作业过程中的内容。 

8. ACDE。3.1（7）中的内容。 

9. B。1 中的内容。DEM 和 DOM 一起可制作三维景观图。 

10. A。1（2）中的内容。DEM 是一定范围内规则格网点的平面坐标（X，Y）及其高程（Z）的数据集。 

11. C。2.2 中的内容。DEM 成果按精度分为三级，用格网点的中误差表示。 

12. C。由这 4 种数据的概念可知，DEM 是用于反映区域地貌形态的，所以 DEM 最符合题意。 

13. C。由 DEM 的概念可知最符合题意。 

14. A。采集房屋顶部外围才能反映建筑物的真实情况。 

15. D。根据 1（2）中的定义可知，DEM 仅反映地表自然形态，而 DSM 可以反映地表的房屋、树林等所

有物体。 

16. ABE。1（3）中的概念。数字正射影像图（DOM）是将地表影像经垂直投影纠正和镶嵌而形成的影像

数据集，并参照地形图要求对正射影像数据按图幅范围进行裁切，配以图廓整饰而成。它具有像片的影像

特征和地图的几何精度。 

17. D。根据 3.3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18. D。根据 3.1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19. C。只有 C 能获取影像图。 

20. D。根据 3 中的内容，高程精度不属于空间参考系检查项。 

21. C。根据 2.3 中的知识，应选 C。 

22. A。3.2 中的内容。当同名格网点高程差小于 2 倍高程中误差时，取平均值作为同名格网点最终高程。 

23. B。1 中的内容。常规 DOM 是地球表面的正射影像，而人们希望地球表面上的所有地物也是正射影像，

这就是真正射影像（TDOM）。 

24. C。根据 2.3 中的内容，平地、丘陵地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大于图上 0.5mm

（1:5000-1:10 万），较差超过中误差 2 倍时应视为粗差。 

25. C。TIN 在表示地形平坦区域时的三角形个数少，三角形应该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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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1（4）中的内容，DRG 图面分辨率一般不低于 12 点/毫米（300 dpi）。 

27. D。同第 1 题。DLG 是最需要人工的，因为必须人工描绘成线划图，这一过程是目前机器难以完成的。

其他基本都可以计算机自动完成。 

28. A。BCD 均属于内业测量之后针对内业无法识别的内容，进行的外业调绘工作。A 是在内业测量开始

前进行的。 

29. B。3.2 中介绍不规则三角网的时候，说三角面的形状和大小取决于不规则分布的测点的密度和位置，

能够避免地形平坦时的数据冗余，又能按地形特征点表示数字高程特征，在表示复杂表面时具有许多优越

性。所以应该选 B。 

30. B。1 中的概念。DEM 只表示地表的起伏，不表示地表上的地物。 

31. A。立体测图能够获取的只能是照片上拍到的地物。BCD 照片都拍不到。 

32. D。摄影测量的“4D”产品是 DLG、DEM、DOM、DRG。 

33. C。3.3 中的内容。 

34. C。DEM 上没有地物，无法用于 DOM 精度的评定。 

35. D。表 8.7.1。 

36. B。2.2 中的内容。 

37. C。1 中的内容。 

38. C。1 中的内容。 

39. ABE。3.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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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三维建筑模型建立 
→ 重要指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城市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

城市三维模型建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核心部分，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1 技术要求 

基础地理信息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是地形地貌、人工建（构）筑物等基础地理信息的三维表达，反映被

表达对象的空间位置、几何形态、表面纹理及属性等信息。《三维地理信息模型生产规范》中对于Ⅰ级建

筑物模型制作的规定有： 

→ 纹理：反映地理要素（不含地形）表面纹理和色泽特征的贴图影像。 

（1）模型宜根据精细仪器测量结构或建筑设计资料制作。 

（2）模型应真实反映建模物体的外观细节，模型观感与原物体保持一致。 

（3）纹理材料应与建筑外观保持一致，反映出纹理的实际图像、颜色、透明度等。 

（4）模型应反映建模物体长、宽、高等任意维度变化大于 0.5m 的细节，个别标志性古建筑反映 0.2m

的细节。 

（5）模型的屋顶应反映屋顶结构形式与附属设备等细节。 

（6）模型的高度精度应优于 1 米。 

（7）对于主体包含多种几何形状的复杂建筑物，要求表现建筑物的主体几何特征。 

（8）对于包含多种类型建筑物的复杂建筑物，可以拆分为不同类型建筑物再建模。 

（9）建筑模型的基底应与所处地形位置处于同一水平面上，与地形起伏吻合。 

 

2 基本作业过程 

三维模型的生产主要包括：资料准备、数据采集与属性录入、模型的制作、质量检查、成果整理和提

交五个环节。 

 

3 主要作业方法 

三维模型的几何、纹理信息可综合采用以下方法获取： 

（1）航空摄影测量方法 

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式，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信息，构建三维模型。 

（2）激光扫描方法 

通过机载、车载、地面激光扫描方式，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纹理信息，构建三维模型。 

（3）倾斜摄影方法 

采用倾斜摄影方式，获取地理要素的几何、纹理信息，构建三维模型。倾斜摄影技术是国际测绘领域

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术，它颠覆了以往正射影像只能从垂直角度拍摄的局限，通过在同一飞行平

台上搭载多台传感器，同时从一个垂直、四个倾斜等五个不同的角度采集影像，获取到丰富的建筑物顶面

及侧视的高分辨率纹理。它不仅能够真实地反映地物情况，高精度地获取物方纹理信息，还可通过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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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融合、建模等技术，生成真实的三维城市模型。 

→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以大范围、高精度、高清晰的方式全面感知复杂场景，通过高效的数据采集设备及

 专业的数据处理流程生成的数据成果直观反映地物的外观、位置、高度等属性，为真实效果和测绘级

 精度提供保证。同时有效提升模型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三维模型数据采集的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

 目前，国内外已广泛开展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倾斜摄影建模数据也逐渐成为城市空间数据框架

 的重要内容。 

（4）野外实地测量方法 

 采用经纬仪、全站仪、手持式测距与测高仪或皮尺等测量工具，以及照相机等摄影设备，获取地理要

素的几何、纹理信息，构建三维模型。 

 

4 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方法：模型检查方法包括文件替换、专业美工人员审验、针对项目管理软件控制和建

模软件插件控制等四类。 

（2）质量控制要求：模型数据质量元素包括完整性、几何精度、属性精度、现势性和逻辑一致性等

方面内容。 

（3）模型质量评定：模型的质量主要从数据组织、几何精度、结构精度、纹理质量、附件质量五个

方面进行评定。 

 

5 成果整理 

三维模型制作的数据生产提交的主要成果包括：模型几何源数据、模型纹理源数据、模型平台成果数

据、质量检查记录、质量检查（验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相关稳健参数等。 

 

 

[ 历年真题 ] 

1.（2013 年）下列测量方法中，最适合测绘建筑物立面图的是（ ）。 

A. 三角高程测量    B. 地面激光扫描    C. 精密水准测量   D. GPS-RTK 测量 

2.（2014 年）下列指标中，最能反映三维建筑物模型数据产品基本特征的是（ ）。 

A. 几何精度     B. 属性精度     C. 纹理质量    D. 细节层次 

3.（2015 年）下列测绘方法中，可用于三维城市建模的有（ ）。 

A. 激光扫描     B. 倾斜摄影测量    C. 卫星遥感解译   D. 水准测量  

E. 野外实地测量 

4.（2017 年）目前，倾斜航空摄影主要优势是用于生产（ ）。 

A. 数字线划图   B. 正射影像数据   C. 三维模型数据   D. 数字高程模型 

5.（2019 年）在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数据建设中，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主要用于（ ）。 

A. 影像解译    B. 三维建模    C. 数据挖掘    D. DLG 生产与更新 

6.（2021 年）以下哪个不属于三维模型的格式（ ）。 

A. OBJ     B. OSGB     C. 3DS    D. Shap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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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 ] 

1. B。激光扫描技术可直接获取点云数据，在本题的选项中最适合测绘立面图。 

2. C。纹理是反映地理要素表面纹理和色泽特征的贴图影像，最符合题意。 

3. ABE。根据 3 中列举的几种方法作答。 

4. C。根据 3（3）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5. B。根据 3 中的内容可得出答案。 

6. D。shapefile 是一种二维矢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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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节 遥感调查工作底图和专题遥感数据成果制作 
→ 重要指数：☆☆☆☆☆ 

 

利用遥感影像制作的工作底图可用于土地调查、资源调查等。 

 

1 遥感工作底图的制作要求 

（1）数据内容：由正射影像图和图廓整饰信息、行政界线、地名以及其他专题信息组成。 

（2）数据格式：遥感正射影像数据一般采用非压缩的 TIFF 格式存储；元数据文件可采用 MDB 格式

或文本格式存储；调查底图制图数据根据所使用的制图软件平台来确定；专题遥感数据一般包括矢量数据

格式和栅格数据格式。 

（3）分辨率：根据遥感调查的需求确定影像时间分辨率、地面分辨率和波谱分辨率。 

 

2 作业流程 

（1）收集遥感影像资料 

（2）制作正射影像图 

（3）制作遥感调查工作底图 

（4）调查与采样 

以底图为基础，实地调查，采集影像分类训练样本与检验样本。 

（5）影像解译 

（6）制作专题遥感数据成果 

 

3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包括 DOM 质量控制和专题遥感数据的质量控制。专题遥感数据成果的质量控制主要包括属

性精度和质量精度检查。 

 

4 成果整理 

遥感调查工作底图和专题遥感数据成果生产需要提交的主要成果包括：正射影像图数据、遥感调查工

作底图数据、专题遥感数据、成果质量检查记录、质量检查（验收）报告、技术总结报告、其他成果及各

种专业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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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地图制图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8 题。（20 年 5 题，21 年 5 题，22 年 9 题） 

案例分析：每年固定 1 题，制图资料的选取、重要地图要素的编绘是案例考试的重点。 

 

第 1 节 地图概述 
→ 重要指数：★★★★☆ 

 
1 地图的特性与分类 

地图是根据一定的数学法则，将地球上的自然和人文现象，使用地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缩小反映

在平面上，反映各种现象的空间分布、组合、联系、数量和质量特征及其在时间中的发展变化。它具有严

格的数学基础、符号系统、文字注记，并能用地图概括原则，科学地反映出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特

征及其相互关系。 

1.1 地图的特性 

（1）可量测行。可以在地图上精确量测点的坐标和高程、线的长度和方位、区域的面积、物体的体

积和地面坡度等。 

（2）直观性。利用地图可以直观、准确地获得地理空间信息。 

（3）一览性。地图需要通过制图综合的方法，使地面上任意大小的区域缩小制图，按照制图目的，

将读者需要的内容一览无遗地呈现出来。 

1.2 地图的分类 

（1）按内容分类 

① 普通地图。普通地图是综合、全面的反映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特征的地图。该地图内包

含有水系、地貌、土质、植被、居民地、交通线、境界及其它标志，而不是突出表示其中某一种要素。 

→ 地形图是表示基本地理要素和地表起伏形态的普通地图。 

② 专题地图。专题地图是根据需要着重反映自然或社会现象中的某一种或几种专业要素的地图，它集

中表现某种主题内容。 

→ 地貌图是反映各种不同地貌的外部形态特征及成因、年代、发展过程、发育程度以及相互关系的专题

地图。地势图强调表现地面的高低起伏、倾斜程度及其区域对比关系，以及与地势密切相关的水系，

少量居民点在地势图上则只作定位作用，土质、植被与行政区界线适当表示。 

（2）按比例尺分类 

普通地图按比例尺可分为：大比例尺地图（比例尺大于等于 1:10 万），中比例尺地图（比例尺在 1:10

万-1:100 万之间），小比例尺地图（比例尺小于等于 1:100 万）。 

（3）按制图区域范围分类 

按自然区域划分可分为：世界地图、大陆地图、洲地图等。 

按政治行政区域划分可分为：国家地图、省（区）地图、市地图、县地图等。 

（4）按使用方式分类 

按使用方式可分为：桌面用图（如地形图、地图集等）、挂图（如教学挂图）、随身携带的地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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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图册、折叠地图等）、专用地图（如盲文地图、航空地图、航海地图等）等。 

（5）按介质表达形式分类 

按介质表达形式可分为：纸质地图、丝绸地图、塑料地图，以及以磁盘、光盘为介质的电子地图、数

字地图等。 

（6）特种地图 

特种地图是利用特殊介质制成或以特殊形式显示的地图，如绸质地图、夜光地图、塑料拼图、立体地

图、盲文地图等。它是为适应一些特殊环境需要而制成的，在内容上与常规地图差别不大，主要是在地图

基质材料和生产工艺上有特殊要求，它的种类随着特种用途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段扩大。 

 

2 地图语言 

2.1 地图符号 

根据地理要素的抽象特征，地图符号可以分为点状符号、线状符号和面状符号。按比例尺关系可分为

不依比例尺符号、半依比例尺符号和依比例尺符号。按符号的形状可分为几何符号和象形符号。 

→ 图形构成可使人联想到制图对象的形状特征的符号叫象形符号，由几何图形简单构成，不具备象形意

 义的符号叫几何符号。 

地图符号有形状、尺寸、色彩、方向、亮度和密度六个基本变量。 

2.2 地图色彩 

我国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上一般用黑色表示地物要素及注记，棕色表示地貌要素及等高线注记，蓝色

表示水系要素及注记，绿色表示植被相关要素。 

颜色模型（颜色空间）就是用一组数值来描述颜色的数学模型。在彩色图像处理中，选择合适的彩色

模型是很重要的。常见的颜色模型有 RGB，HSI，CMYK。 

① RGB 颜色模型 

RGB 颜色模型是通过对红（Red）、绿（Green）、蓝（Blue）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

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这个标准几乎包括了人类视力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是目前运用最广

的颜色系统之一。 

② HSI 颜色模型 

HSI 颜色模型用 H（Hue）、S（Saturation）、I（Intensity）三参数描述颜色特性，其中 H 定义颜色

的波长，称为色调；S 表示颜色的深浅程度，称为饱和度；I 表示强度或亮度。HSI 色彩空间和 RGB 色彩

空间只是同一物理量的不同表示法，因而它们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 

③ CMYK 颜色模型 

CMYK 颜色模型应用于印刷工业，采用青（Cyan）、品红（Magenta）、黄（Yellow）、黑（blacK）

四色印刷，CMYK 与 RGB 模型也可以相互转换。 

2.3 地图注记 

地图注记通常分为名称注记、说明注记、数字注记和图外整饰注记等。地图注记的要素包括字体、字

大（字号）、字色、字隔、字位、字向和字形等，它们使注记具有符号性意义。地图上根据被注物体的特

点，注记有水平字列、垂直字列、雁行字列和屈曲字列四种布置方式。 

→ 不同字体用于区分不同地物，不同字大可以反映地物的重要程度和数量等级，不同字隔和排列方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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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映地物的伸展方向和分布范围。 

 水平字列：由左至右，名字中心的连线成一直线，且平行于南图廓。 

 垂直字列：由上至下，名字中心的连线成一直线，且垂直于南图廓。 

 雁行字列：名字中心的连线斜交于南图廓，与被注地物走向平行，但字向垂直于南图廓，如山脉名称、

河流名称等。当地物延伸方向与南图廓成 45°和 45°以下倾斜时，由左至右注记；成 45°以上倾斜时，

由上至下注记。 

 屈曲字列：各字字边垂直或平行于线状地物，依线状的弯曲排成字列，如街道名称注记、说明注记等。 

 

3 地图内容 

地图内容由数学要素、地理要素（或主题要素）、辅助要素构成，通称地图“三要素”。 

3.1 数学要素 

地图的数学要素包括地图的坐标网、控制点、比例尺、定向等内容，是地图制图的基础。 

（1）坐标网指地理坐标网（经纬线网）、直角坐标网（方里网）。 

（2）控制点指平面控制点（天文点、三角点）、高程控制点（有埋石点的水准点）。 

（3）比例尺指地图的缩小程度，是地图上某一线段的长度与实地相应位置水平距离之比。 

（4）地图定向指地图的三北方向，一般通过坐标网的方向来体现。 

3.2 地理要素 

（1）对于普通地图，地图的主体是基本地理要素，它表示了制图区域最基本的自然、社会经济要素

和其他要素，主要有独立地物、居民地、交通网、水系、地貌、土质与植被、境界线等要素。 

（2）对于专题地图，地图的主体是主题要素，它表示了制图区域所要反映的专题要素和为专题要素

进行地理定位的地理基础要素。 

3.3 辅助要素 

为方便使用地图，在地图的图廓（或主图）外，除注明图名，还配置有供读图用的工具性图表和说明

性内容，统称为地图的辅助要素。它分为读图工具和参考资料。 

（1）读图工具：主要包括图例、图号（图幅编号）、接图表、图廓间要素、分度带、比例尺、坡度

尺、附图、外图廓等。 

（2）参考资料：指说明性内容，主要包括编图及出版单位、成图时间、地图投影（小比例尺地图）、

坐标系、高程系、编图资料说明和资料略图等。 

→ 内图廓与地理要素空间位置精度有关，属于数学要素；比例尺和投影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地图的

数学法则之一，另一方面作为读图工具标示在图面上，故同时属于数学要素和辅助要素。类似的还有

控制点，控制点起着地图空间位置传递的功能，属于数学要素，而作为测量标志出现在地图上时就属

于地理要素。特别注意的是外图廓属于读图工具，而非数学要素。 

 

4 地图投影 

4.1 地图投影的概念 

地球旋转椭球体表面是一个不可展开的曲面。将其球面依据某种条件展开成平面的方法，也就是将地

球表面上的点、线、面投影到平面的方法，称为地图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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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影变形 

由于椭球面是一个不可展的曲面，投影必然会产生变形。投影变形可以分为长度变形、面积变形以及

角度变形。 

4.3 投影分类 

（1）按投影变形性质分类有等角投影、等面积投影、任意投影。 

① 等角投影 

等角投影也叫正形投影，依靠增大面积变形而达到角度不变形。等角投影同一点上任意方向上的长度

比相等，投影后的经纬线正交。投影后的平面上任意两个方向的夹角与实地相应的角度相等，等角投影的

缺点是面积变形比其他投影大。 

② 等面积投影 

投影后面积保持不变，但角度产生很大变形，同纬度经差相同的各个梯形面积相等。 

③ 任意投影 

任意投影是指角度变形、面积变形同时存在的一种投影。这种投影虽然各方面都有变形，但各方面变

形都较小，适合于绘制无特殊要求的地图，如一般参考用图和教学地图。在任意投影中，有一种较为特殊：

等距离投影，它在标准线上距离不变形。 

（2）按投影面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关系可分为正轴投影（投影轴与地球自转轴一致）、横轴投影（投

影轴与地球自转轴垂直）、斜轴投影（投影轴与地球自转轴斜交）。 

（3）按投影构成方式分类可分为几何投影、条件投影（或称非几何投影）：①几何投影特点是将椭

球面上的经纬线投影到辅助面上，然后再展开成平面，如圆锥投影、圆柱投影、方位投影等；②条件投影

是在几何投影的基础上，根据制图的具体要求，有条件按数学法则加以改造形成的，如伪方位投影、伪圆

柱投影、伪圆锥投影等。 

4.4 圆锥投影、圆柱投影、方位投影 

（1）圆锥投影 

设想将一个圆锥套在地球椭球体上，再把地球上的经纬网线投影到圆锥面上，再沿某一条母线（经线）

将圆锥切开展成平面。 

正轴圆锥投影的纬线表现为同心圆弧，经线表现为放射状的直线束，夹角相等，投影的变形大小随纬

度变化，与经度无关，即同一条纬线上的变形相等。与圆锥相切、相割的标准纬线上没有变形。所以，标

准纬线的选择决定了图幅内各部分的变形分布，离标准纬线越远，变形越大，在双标准纬线之间为负向变

形，以外为正向变形。这种投影方式最适合于中纬度地带沿东西伸展区域的地图使用，地球上广大陆地都

处中纬地带，所以被广泛使用。 

图 9.1.1 正轴圆锥投影 

（2）圆柱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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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何意义上看，圆柱投影是圆锥投影的一个特殊情况。正轴圆柱投影的经纬线表现为相互正交的平

行直线，其变形规律与圆锥投影相同，即等变形线为与纬线一致的平行直线，变形特点是以赤道为对称轴，

南北同名纬线上的变形大小相等，标准纬线上无变形，低纬度地区变形较小。等角圆柱投影（墨卡托）具

有等角航线表现为直线的特性，因此最适宜于编制各种航海图、航空图。 

图 9.1.2 正轴圆柱投影 

（3）方位投影 

方位投影可视为将一个平面切于或割于地球某一点或某一部分，再将地球球面上的经纬线网投到此平

面上。正轴方位投影的经线表现为交于一点放射状直线，纬线表现为同心圆，夹角与实地经度差相等。该

投影具有从投影中心到任何一点的方位角保持不变的特点。等变形线为同心圆，最适宜于表示圆形轮廓的

区域，如表示两极（南、北极）地区的地图。 

图 9.1.3 正轴方位投影 

4.5 常用的几种投影 

（1）高斯-克吕格投影 

高斯投影是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中除 1:100 万比例尺以外均采用高斯投影，

是测绘中最重要的投影，在第 1 章第 1 节 4.1（3）中已经讲述过。 

（2）墨卡托投影 

墨卡托投影是等角正轴圆柱投影，具有等角航线表现为直线的特性，因此最适宜编制各种航海图、航

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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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4 墨卡托投影 

在墨卡托投影后的平面上，经纬线是平行直线并垂直，经线间隔相等；纬度越大，纬线间隔越大。墨

卡托投影面积变形大。 

（3）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简称 UTM 投影（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是等角横轴割椭圆

柱投影。此投影系统是美国最初为了全球战争需要创建的，美国于 1948 年完成这种通用投影系统的计算。 

UTM 投影中，椭圆柱割地球于南纬 80°、北纬 84°两条平行圈，投影后两条相割的经线上没有变形，

而中央经线上长度比 0.9996，这是为了保证离中央经线左右约 180km 处有两条不失真的标准经线。其他

投影规则与高斯-克吕格投影相似，采取了相同的分带形式。 

图 9.1.5 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4）兰勃特等角圆锥投影 

国家 1:100 万基本比例尺地形图采用双标准纬线（即割投影）正轴等角圆锥投影（图 9.1.2 右侧），

属于兰勃特投影。 

 

5 地图分幅、编号、比例尺与定向 

5.1 地图分幅 

为了方便制作、印刷、保管和使用地图，有必要对地图进行分幅和编号。通常有矩形分幅和经纬线分

幅两种分幅形式。 

（1）矩形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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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矩形的图廓线分割图幅，相邻图幅间的图廓线都是直线，矩形的大小根据需要自定。矩形分幅一般

用于依区域为制图单元的地图及工程建设方面的大比例尺地形图。 

（2）经纬线分幅 

图廓线由经线和纬线组成，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上下图廓为曲线的梯形。经纬线分幅使用经纬度作为

参照，每个图幅都有明确的地理位置，但不便于拼接，不便于充分利用纸张。中小比例尺地形图、大区域

的分幅地图多用经纬线分幅。 

5.2 我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分幅 

我国共规定了 11 种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比例尺分别为 1:100 万、1:50 万、1:25 万、1:10 万、1:5

万、1:2.5 万、1:1 万、1:5000、1:2000、1:1000、1:500。其中 1:100 万比例尺地形图采用行列法编号，

其他比例尺地形图均在其后叠加行列号表示。 

（1）1:100 万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号 

① 行号：从赤道算起，纬度每 4°为一行，至南北纬 88°各 22 行，用大写英文字母 A、B、…、V

表示。 

② 列号：从 180°经线算起，自西向东每 6°为一列，全球分为 60 列，用阿拉伯数字 1、2、…、60

表示； 

③ 一个行号和一个列号组成一幅 1:100 万地形图的编号。如图 9.1.6 所示，北京市所在的 1:100 万图

幅位于东经 114° - 120°，北纬 36° - 40°，其编号为 J50。 

图 9.1.6 东半球北纬 1:100 万地形图的编号 

（2）1:5000-1:50 万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号 

1:5000-1:50 万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号都是在 1:100 万地形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编号都是由 10 个代码

组成，其中前 3 位是所在的 1:100 万地形图的行号（1 位）和列号（2 位），第 4 位是比例尺代码。后面 6

位分为两段，前 3 位是图幅行号数字，后 3 位是列号数字；不足三位时前面加“0”。 

每幅 1:100 万地形图划分为：①1:50 万：2 行、2 列；②1:25 万：4 行、4 列；③1:10 万：12 行、12

列；④1:5 万：24 行、24 列；⑤1:2.5 万：48 行、48 列；⑥1:1 万：96 行、96 列；⑦1:5000：192 行、

192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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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7 1:5000 - 1:50 万地形图号的构成 

（3）分幅规则 

表 9.1.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幅范围 

比例尺 1:100 万 1:50 万 1:25 万 1:10 万 1:5 万 1:2.5 万 1:1 万 1:5000 

经差 6° 3° 1°30′ 30′00″ 15′00″ 7′30″ 3′45″ 1′52.5″ 

纬差 4° 2° 1° 20′00″ 10′00″ 5′00″ 2′30″ 1′15″ 

比例尺 1:2000 1:1000 1:500      

经差 37.5″ 18.75″ 9.375″      

纬差 25″ 12.5″ 6.25″      

除了 1:25 万比例尺地形图分成 9（3×3）幅 1:10 万地形图以及 1:5000 比例尺地形图分成 9（3×3）幅

1:2000 地形图外，其余相邻比例尺图幅的分幅关系都是 4（2×2）幅的关系。例如 1:100 万地形图分为 4

（2×2）幅 1:50 万地形图，1:50 万地形图分为 4（2×2）幅 1:25 万地形图。 

1:50 万-1:5000 地形图均以 1:100 万地形图为基础，按规定的经差和纬差划分图幅。 

1:2000、1:1000、1:500 地形图宜以 1:100 万地形图为基础，按规定的经差和纬差划分图幅，亦可根

据需要采用 50cm×50cm 正方形分幅和 50cm×40cm 矩形分幅。 

5.3 地图比例尺 

地图上某一线段的长度与实地水平距离之比称为地图比例尺。比例尺的形式有数字式、文字式、图解

式、复式比例尺（经纬线比例尺）。小比例尺地图上，往往根据不同纬度的不同变形，绘制复式比例尺，

用于不同地区的长度量算。 

5.4 地图定向 

（1）地形图定向 

为了地形图使用的需要，规定在 1:2.5 万、1:5 万、1:10 万比例尺地形图上绘出三北方向。三北方向

线的方向一般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相互构成一定的角度称之为偏角或三北方向角。 

① 真北方向。过地面上任意一点，指向北极的方向叫真北方向，即真子午线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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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坐标北方向。纵坐标值递增的方向称为坐标北方向，即坐标纵轴北方向。真北方向与坐标北方向的

夹角称为子午线收敛角。坐标纵线东偏为正，西偏为负。在投影带的中央经线以东的图幅均为东偏，以西

的图幅均为西偏。子午线收敛角的计算近似公式： 

𝛾𝛾 = ∆𝐿𝐿 ∙ 𝑐𝑐𝑠𝑠𝑠𝑠𝐵𝐵 

式中    γ   —— 子午线收敛角； 

△L —— 该点相对于中央子午线的经差； 

B  —— 该点的纬度。 

③ 磁北方向。实地上磁北针所指的方向叫磁北方向，它与真北方向并不一致，磁北方向与真北方向夹

角叫做磁偏角。磁北方向东偏为正，西偏为负。 

图 9.1.8 三北方向图 

（2）一般地图定向 

一般地图通常采用真北定向。但是，有时制图区域的形状比较特殊，用真北定向不利于有效利用标准

纸张，此时也可以采用斜方位定向，但需要在地图明显位置加注“指北方向”标志。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在我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中，若某点经度为 114°33′45″，纬度为 39°22′30″。其所在 1:100

万比例尺地形图的编号是（ ）。 

A. J49      B. H49      C. J50      D. H50 

2.（2011 年）在设计地图投影方式时，呈圆形轮廓的区域宜采用（ ）投影。 

A. 圆柱      B. 圆锥      C. 方位     D. 多圆锥 

3.（2011 年）《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规定，我国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均以（ ）地形图为基

础，按经差和纬差划分图幅。 

A. 1:100 万     B. 1:50 万     C. 1:10 万     D. 1:1 万 

4.（2013 年）HIS 是一种图像处理的彩色空间模型，其中 H 代表（ ）。 

A. 亮度      B. 饱和度     C. 色调     D. 色温 

5.（2013 年）利用 1:5 万地形图编制普通地图集市、县图时，用于框幅定向的是地形图上（ ）方向。 

A. 平面坐标 x    B. 平面坐标 y     C. 磁北     D. 真北 

6.（2014 年）我国的地图按图上表示的内容分类可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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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系列地图和地图集   B. 人文地图和自然地图 C. 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  D. 地形图和非地形图 

7.（2014 年）大比例尺地形图上，烟囱的符号类别属于（ ）。 

A. 依比例尺符号    B. 半依比例尺符号  C. 象形符号    D. 几何符号 

8.（2015 年）我国标准分幅 1:25 万地貌图上表示的主要专题要素是（ ）。 

A. 地貌形态成因类型   B. 地貌构造类型   C. 地貌起伏形态变化 D. 地貌结构与地形变化 

9.（2015 年）某农场实地面积为 25km2，其图上面积为 100cm2，则该图的比例尺为（ ）。 

A. 1:1 万     B. 1:2.5 万     C. 1:5 万     D. 1:10 万 

10.（2016 年）已知某农场的实地面积为 4km2，其图上面积为 400cm2，则该图的比例尺为（ ）。 

A. 1:5000     B. 1:1 万     C. 1:5 万     D. 1:10 万 

11.（2016 年）下列特性中，不属于地形图基本特征的是（ ）。 

A. 直观性     B. 可量测性     C. 一览性     D. 公开性 

12.（2016 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注制图对象数量特征的地图注记要素是（ ）。 

A. 字级      B. 字列     C. 字隔     D. 字体 

13.（2016 年）下列颜色中，不属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上符号或注记用色的是（ ）。 

A. 蓝色     B. 黑色      C. 棕色     D. 紫色 

14.（2016 年）下列投影方式中，具备等角投影特点的有（ ）。 

A. 高斯-克吕格投影         B. 兰勃特投影 

C. 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D. 等差分纬线多圆锥投影 

E. 彭纳投影 

15.（2017 年）下列地物中可以用半依比例尺符号表示的是（ ）。 

A. 湖泊     B. 垣栅     C. 独立树    D. 假山石 

16.（2017 年）我国 1:100 万地形图采用的投影是（ ）。 

A. 正轴等角双标准纬线圆锥投影     B. 高斯-克吕格投影 

C. UTM 投影          D. 正轴等面积双标准纬线圆锥投影 

17.（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小于 1:5000 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方式应采用（ ）。 

A. 自由分幅    B. 矩形分幅    C. 拼接分幅    D. 经纬线分幅 

18.（2018 年）某地图的图幅编号是“J50D010011”，其中“J”代表的是（ ）。 

A. 其所在 1：100 万地形图的纬度行号    B. 其所在 1：100 万地形图的经度列号 

C. 比例尺代码         D. 其所在图幅行号 

19.（2019 年）下列比例尺不属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是（ ）。 

A. 1:500     B. 1:1000    C. 1:2500    D.1:5000 

20.（2020 年）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规范要求，下列道路注记标注方式中，错误的是（ ）。 

A.      B.       C.       D.  

 

 

 

21.（2020 年）下列属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是（ ）。 

A.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  B. 农村承包地数据  C. 三调数据    D. 1:500 地形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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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21 年）地图的一览性是指（ ）。 

A. 地图具有地图投影、比例尺和定向等数学基础  

B. 地图用符号通过一定的法则对地面物体进行抽象 

C. 通过制图综合，用概括和选取的手段突出地理事物的分布规律 

D. 实地形体小而又非常重要的目标可设置单独的符号表示 

23.（2021 年）一幅 1:25 万比例尺地形图可以分成（ ）幅 1:10 万比例尺地形图。 

A. 4      B. 9      C. 16     D. 36 

24.（2022 年）地球椭球上任一点的真子午线与所在投影带中央子午线的夹角被称为（ ）。 

A. 垂线偏差            B. 子午线收敛角   C. 磁偏角              D. 大地方位角 

25.（2022 年）某地图的图幅编号是“J50D010011”，表示比例尺的位于第（ ）位。 

A. 1      B. 4      C. 6      D. 8 

26.（2022 年）下列关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1:5000 地形图采用经差 1’52.5’’、纬差 1’15’’分幅   B. 1:2000 地形图采用 80cm×100cm 分幅 

C. 1:500 地形图采用 50cm×50cm 分幅    D. 1:1000 地形图采用 40cm×50cm 分幅 

27.（2022 年）下列关于地图投影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圆柱投影属于等距离投影      B. 圆锥投影属于等面积投影 

C. 墨卡托投影属于圆柱投影      D. 高斯投影属于墨卡托投影 

28.（2022 年）三北方向指的是（ ）北方向。 

A. 真子午线    B. 坐标横轴线   C. 坐标纵轴线   D. 磁子午线 

E. 投影标准线 

29.（2022 年）下列属于纸质地图特性的是（ ）。 

A. 可任意缩放   B. 一览性    C. 可量测性    D. 公开性 

E. 直观性 

 

 

[ 参考答案 ] 

1. C。根据 5.2（1）中的内容计算。 

2. C。方位投影适宜于表示圆形轮廓的区域，如表示两极（南、北极）地区的地图。 

3. A。 

4. C。2.2 中的内容。 

5. D。5.4 中的内容，一般地图通常采用真北定向。 

6. C。1.2（1）中的内容，地图按内容可分为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 

7. C。烟囱是点符号，属于不依比例尺。烟囱的符号是模拟烟囱外观设计的，属于象形符号。 

8. A。地貌图是反映各种不同地貌的外部形态特征及成因、年代、发展过程、发育程度以及相互关系的专

题地图。 

9. C。将面积化为长度，求得比值即可。 

10. B。同上。 

11. D。地图的特性是直观性、可量测性和一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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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根据 2.3 中的内容，不同字大（字级）可以反映地物的重要程度和数量等级。 

13. D。我国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上一般用黑色表示地物要素及注记，棕色表示地貌要素及等高线注记，蓝

色表示水系要素及注记。 

14. ABC。根据 4.5 中的知识，高斯-克吕格投影是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是等角横轴

割椭圆柱面投影，兰勃特投影是等角正轴割圆锥投影，这三者是等角投影。 

15. B。根据 2.1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16. A。4.5（4）中的内容。我国 1:100 万地形图采用双标准纬线兰勃特等角投影，属于等角正轴割圆锥投

影。 

17. D。5.1（3）中的知识。1:50 万-1:5000 地形图均以 1:100 万地形图为基础，按规定的经差和纬差划分

图幅。 

18. A。根据图 9.1.9 得出答案。 

19. C。5.2 中的内容。 

20. D。2.3 中的内容。 

21. D。5.2 中的内容。1:500 属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 

22. C。1.1 中的内容。 

23. B。5.2（3）的内容。 

24. B。5.4 中的内容。 

25. B。5.2 中的内容。 

26. B。5.2 中的内容。 

27. C。4 中的内容。 

28. ACD。5.4 中的内容。 

29. BCE。1.1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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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地图设计 
→ 重要指数：★★★★★ 

 

1 地图设计的基本程序 

地图设计是根据地图制图的一般原理，结合所编地图的具体特点来实现的。一般原理指的是制图理论，

国家颁布的规范、图式及制图工艺方法等；具体特点指所设计地图的用途、比例尺和制图区域等因素。 

地图设计的流程主要是制图资料收集与制图区域分析，编制设计文件，数学基础与比例尺设计，地图

分幅与拼接设计，地图内容设计，地图表示方法设计，地图图面配置设计，地图集设计，计算机地图制图

生产技术路线设计。 

 

2 制图资料收集与制图区域分析 

（1）制图资料收集 

① 在编辑设计准备工作中，要充分了解制图区域的资料情况，广泛收集可用于编绘地图的各种最新资

料。 

② 对收集到的资料应全面地进行分析、研究，以确定基本资料、补充资料和参考资料。 

③ 基本资料的选用应截至编绘作业之前。现势资料一般截至地图数据输出（发片）之前。 

（2）制图区域分析 

制图区域分析是以基本资料为基础，结合补充资料和参考资料，对制图资料进行研究，从整体上研究

制图区域的概况和基本特征。通过分析研究，针对编绘作业的需要，写出制图区域地理特征的简要说明。 

 

3 数学基础与比例尺设计 

3.1 投影设计 

投影设计时需根据用途、制图区域位置、大小和形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投影。通常根据以下条件确

定投影的选择： 

（1）制图区域位置 

极地附近宜选正轴方位投影，中纬度地区宜选圆锥投影。我国 1:100 万地形图采用分带的边纬与中纬

变形绝对值相等的双标准纬线正轴等角圆锥投影。其分带方法是由赤道起每 4°纬度为一投影带，每幅图

经差为 6°，每幅图单独进行投影。 

（2）制图区域形状 

接近圆形轮廓的区域宜选择方位投影，如我国全图采用斜轴等面积方位投影。 

（3）东西延伸的区域 

在赤道附近用正轴圆柱投影，在中纬度地区用圆锥投影，南北延伸地区多选用横轴圆柱投影。 

（4）要求面积正确的：选用等面积投影。 

（5）要求方位正确的（如地形图、航空图、航海图）：选用等角投影。 

（6）要求距离较精确的（如交通图）：选用任意投影中的等距离投影。 

（7）一般参考图和中小学教学用图：常选用任意投影。 

（8）已成固定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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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地图都用墨卡托（等角正轴圆柱）投影，各国的地形图都用等角横切（割）圆柱投影，我国地形

图（除 1:100 万）用的是等角横切椭圆柱投影（高斯-克吕格投影）。 

（9）我国分省（区）地图常用投影 

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必要时也可采用等面积和等距离圆锥投影），或宽带高斯-克吕格投影（经差可

达 9°）；我国的南海海域单独成图时，可采用正轴圆柱投影。 

3.2 坐标网的选择 

选择坐标网包括确定坐标网的种类、定位、密度和表现形式。 

（1）种类 

坐标网包括直角坐标网和地理坐标网两种，地形图上大多选用双重网的形式。大比例尺地形图多以直

角坐标网为主，地理坐标网为辅（绘于内、外图廓之间）；中小比例尺地形图及地理图则只选地理坐标网；

不求几何精度（如旅游地图）或大比例尺的城市图（由于保密原因）通常不表示任何坐标网。 

（2）定位 

定位指确定坐标网在图纸上的相对位置。定位的依据是确定地图投影的标准线、图幅的中央经线和地

图的定向。图幅的中央经线应是靠近图幅中间位置的整数位的经线，它应位于图纸的中间，其余的经纬线

网格以它为对称轴分列两侧。当地图用北方定向时，只需要将中央经线朝向正上方（垂直于南北图廓），

用斜方位定向时，根据需要将中央经线旋转一个角度，并加注指北针。 

→ 地图设计时的中央经线和投影带的中央子午线并不是一个概念，投影带中央子午线的选择主要是为了

控制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地物投影变形，地图中央经线的选择是为了尽量让制图用纸覆盖整个制图区，

使制图比例尺足够大，使图面均衡，如中国地图常以 105°E作为中央经线，因其大致处于我国中央。 

（3）密度 

密度即网格大小，坐标网的密度应适中。密度太小，影响量测精度；密度太大，会干扰其他地图内容

的阅读。 

（4）表现形式 

坐标网的表现形式有粗细线、阴阳线、实虚线之分。 

3.3 地图比例尺设计 

地图上标明的比例尺是指投影中标准线上的比例尺（即地图主比例尺）。 

（1）选择比例尺的条件 

取决于制图区域大小、图纸规格、地图需要的精度等。 

（2）选择地图比例尺的方法 

在设计地图（集、册）时，图纸规格是固定的，在这个固定的图面上，各制图单元要选用什么比例尺，

最适合用套框法确定。用固定的图纸大小计算得到内图廓尺寸，然后结合制图范围算出比例尺，比例尺应

尽量大，并且取整，长宽计算得到的比例尺不一致时应以较小的为准。 

 

4 地图分幅与拼接设计 

4.1 地图分幅设计 

地图分幅是指按一定方式将大幅面地图划分成尺寸适宜的，便于制作、印刷、使用和收藏的若干小幅

面地图的过程。地图的幅面用纸尺寸称为地图的开幅。顾及纸张、印刷机的规格和使用等条件，地图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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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应当是有限的。 

→ 版面的大小称为开本，开本以全张纸为计算单位，每全张纸裁切和折叠多少小张就称多少开本。我国

习惯上对开本的命名是以几何级数来命名的，全张纸对折后的大小为对开，再对折为 4开纸，再对折

为 8开纸,再对折为 16开,再对折为 32 开，再对折为 64开，依次类推。 

（1）统一分幅地图的分幅设计 

国家统一分幅地图是按一定规格的图廓分割制图区域所编制的地图。 

分幅地图的图廓可以是经纬线，也可以是一个适当尺寸的矩形。两种分幅方式各有优缺点，在使用经

纬线分幅时常采取合幅、破图廓或设计补充图幅、设置重叠边带等的分幅设计来弥补其缺点，使之更加完

善。 

（2）内分幅地图的分幅设计 

内分幅地图是区域性地图，特别是多幅拼接挂图的分幅形式，其外框是一个大的矩形，内部各图幅的

图廓也都是矩形，沿图廓拼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图面。在实施分幅时应顾及纸张规格；印刷条件；主区

在总图廓中基本对称，同时顾及经济及交通联系，两者矛盾时后者优先；各图幅的印刷面积尽可能平衡；

尽量不破坏重要目标的完整等。 

4.2 地图拼接设计 

（1）图廓拼接 

使用时沿每幅图图廓拼接起来。经纬线分幅的地图由于分带、分块投影的影响，图幅拼接时会有困难，

可采用设置重叠边带的方法解决。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向东加宽 30′，向西加宽 15′ 或 7.5′。 

（2）重叠拼接 

多幅印刷的挂图拼接时，为避免裁切不准确导致的露白或切掉地图内容，通常在两幅相邻的分幅图之

间设置一个重叠带（通常为 1cm 左右），即这条带的内容在两幅相邻分幅图上是重复绘制的。 

（3）图幅拼接原则 

通常图幅拼接时按上幅压下幅、左幅压右幅的顺序进行拼接。 

 

5 地图内容设计 

由于普通地图和专题地图的差异，其内容设计是不同的。 

5.1 普通地图内容设计 

（1）普通地图的内容和分类 

普通地图的内容有：水系、地貌、土质植被、居民地、交通网、境界、控制点、独立地物等内容。普

通地图分为地形图和普通地理图。 

→ 普通地理图简称地理图，指比例尺小于 1:100万以概括的手法反映自然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特点的地

图。 

（2）普通地图内容设计的原则 

内容设计原则有：满足用途要求，图面清晰易读，保证制图精度，反映制图区域的地理特征。 

5.2 专题地图内容设计 

（1）专题地图的内容和分类 

专题地图的内容包括数学基础、主题要素（专题要素、地理基础要素）和辅助要素。专题地图按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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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专题性质，通常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地图、人文地图和其他专题地图。每一类专题地图又可分为若干

种。 

自然地图：反映制图区中的自然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地图称为自然地图。主要包括：

地质图、地貌图、地势图、地球物理图、水文图、气象气候图、植被图、土壤图、动物图、综合自然地理

图（景观图）、天体图、月球图、火星图等。 

人文地图：反映制图区中的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的地理分布、区域特征和相互关系的地图。主要包

括：人口图、城镇图、行政区划图、交通图、文化建设图、历史图、科技教育图、工业图、农业图、经济

图等。 

其他专题地图：不宜直接划归自然或社会经济地图的，而用于专门用途的专题地图。主要包括：航海

图、宇宙图、规划图、工程设计图、军用图、环境图、教学图、旅游图等。 

（2）专题地图内容设计的原则 

① 满足使用要求 

② 使用专门的符号和特殊的表示方法 

③ 图面层次感强 

④ 反映现象的静态状况和动态发展 

⑤ 表示现象的定型与定量特征 

（3）地理基础要素设计 

① 地理基础要素为专题地图起到“骨架”作用并作为绘制专题要素的控制基础。 

② 遵循普通地图内容的设计原则，只是制图综合程度更大，符号的色彩、形状设计以不影响专题内容

的表示为准则。 

③ 在内容表达形式上注意与专题内容的视觉层次对比。 

（4）地图符号设计的要求 

地图符号设计中要把握的原则是使符号具有可定位性、概括性、可感受性、组合性、逻辑性和系统性。 

 
6 地图表示方法设计 

6.1 普通地图的表示 

普通地图要素一般分为独立地物要素、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三种。 

（1）独立地物要素的表示 

在地图上无法依比例尺表示的一些地物，统称为独立地物。它比其他建筑物具有更明显的方位意义，

对地图定向、判断方位等意义较大。独立地物在地形图上表示得很详细，随着地图比例尺的缩小，表示的

内容也逐渐减少，在小比例尺地图上，主要以表示历史文化方面的独立地物为主。独立地物因无法依真型

显示，所以大都用几何符号、侧视的象形符号来表示。独立地物符号必须精确地表示地物位置，符号要规

定定位点，便于定位。 

（2）自然要素的表示 

① 水系要素 

水系要素通常要表示其类型、形状、大小（长度和宽度）和流向。海洋及依比例尺表示的湖泊、水库、

双线河流等面状水系一般用蓝色水涯线与浅蓝色水域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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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土质与植被要素 

土质与植被要素在图上强调其分布范围和平面图形特征，一般采用区域底色和符号相配合的方法表示，

并可加注必要的说明注记。 

③ 地貌要素 

地貌要素通常要反映地表形态特征，显示地面的起伏效果。地貌的表示一般有反映其数量特征的等高

线法、明显反映地貌高程带的分层设色法、反映地貌立体感的晕渲法。 

分层设色法指以颜色变化次序或色调深浅在等高线之间染色来表示地貌的方法。 

晕渲法是通过模拟太阳光对地面照射所产生的明暗程度，并用灰度色调或彩色输出，得到随光度近似

连续变化的色调，达到地形的明暗对比，使地貌的分布、起伏和形态特征显示具有一定的立体感，直观地

表达地面起伏变化。 

图 9.2.1 晕渲法表示地貌 

晕渲法采用的是假定光源，假设光源在某一固定位置下发出强度不变的平行光线，地形各部位的受光

量取决于坡面同光源方向的夹角，迎光面（阳坡）受光多而最亮即渲以明亮色调，背光面（阴坡）最暗即

渲以浓暗色调，坡度越陡受光量少即渲以浓色调，坡度越缓受光量多即渲以浅色调。制作晕渲地貌图首先

要有高程数据，然后确定光照模型，最后将高程数据和光照模型结合，利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地表灰度值或

者色彩可生成图形。 

（3）社会经济要素的表示 

① 居民地要素 

在图上通常用符号加注记的方式表示其位置、形状、类型、建筑物的质量特征、人口数量和行政等级。

对于外国居民地要素，通常只区分出首府和一级行政中心。 

② 交通要素 

交通要素一般指陆路交通、水路交通、空中交通和管线运输。①陆路交通包括铁路、公路和其他道路

三种。铁路要素一般用黑白相间的“花线”符号表示，必要时与说明注记及颜色配合使用表示。公路要素

一般用单、双实线等线形符号、说明注记及颜色配合使用表示。其他道路要素一般用细实线、虚线、点线

等线形符号表示，必要时与颜色配合使用表示。②水路交通包括内河航道和海洋航线两种。内河航道线常

用短线（带有箭头）表示河流通航的起讫点。海洋航线常由港口和航线两种标志组成，用符号表示港口的

位置，用蓝色虚线表示航线。③空中交通常采用符号来表示航空机场，除非航空专题图，一般不表示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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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④管线运输主要包括管道和高压输电线，通常采用线状符号加说明注记来表示。 

③ 境界要素 

境界要素包括政治区划界、行政区划界及其他地域界，它们在地图上表示的原则相同，常用不同规格、

不同结构、不同颜色的点、线段组合表示，必要时加色带强调表示。 

6.2 专题地图的表示 

（1）定点符号法 

定点符号法用来表示呈点状分布的物体，如工业企业、文化设施、气象台站等。它是采用不同形状、

大小、颜色的符号，表示物体的位置、质量和数量特征。由于符号定位于物体的实际分布位置上，故称为

定点符号法。 

图 9.2.2 定点符号法（旅游图） 

（2）线状符号法 

线状符号法表示呈线状分布的对象。专题地图上的线状符号常有一定宽度，符号粗细一般不表示数量

指标，只代表质量等级的差异，如主要和次要的区分。 

图 9.2.3 线状符号法（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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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范围法 

范围法又叫面积法，表示间断成片分布的面状对象，如森林、沼泽、某种农作物分布等。按范围界线

分为精确范围和概略范围两种，在范围界线内用颜色、网纹、符号乃至注记等手段区分其质量和分布特征。 

图 9.2.4 范围法（地震带示意图） 

（4）质底法 

质底法表示连续分布、满布于整个区域的面状现象，如地质现象、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型等，其表

示手段与范围法相似。 

图 9.2.5 质底法（温度带示意图） 

（5）定位图表法 

定位图表法用图表的形式反映定位于制图区域某些点的周期性现象的数量特征和变化，如某个区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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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降雨量的变化图。定位图表法定位统计数据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所代表区域在周期内的实际状况。 

图 9.2.6 定位图表法 

（6）分级统计图表法 

分级统计图法是按行政区划或自然区划分出若干制图单元，根据各单元的统计数据并对它们分级，用

不同色阶或晕线网级反映各分区现象的集中程度或发展水平的方法，也有称分级比值法。 

图 9.2.7 分级统计图法 

（7）分区统计图表法 

分区统计图表法是在各分区单元（同样是以行政区划单元为主）内按统计数据描绘成不同形式的统计

图表，置于相应的区划单元内，以反映各区划单元内现象的总量、构成和变化。 

（8）运动线法 

运动线法是用矢量符号和不同宽度、颜色的条带表示现象移动的方向、路径和数量、质量特征。如洋

流、资本输入等都适合用运动线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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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8 分区统计图表法 

（9）等值线法 

用等值线的形式表示布满全区域的面状现象，适用于如地形起伏、气温等布满整个制图区域的均匀渐

变的自然现象，典型的等值线如等高线图。 

（10）点值法 

对制图区域中呈分散的、复杂分布的现象，如人口、动物分布，某种农作物和植物分布，可以用一定

大小和形状的点群来反映。点的分布范围可大致代表现象分布范围，点的多少反映其数量指标，点的集中

程度反映现象分布的密度。 

点的排布方式有两种：一是均匀布点法，二是定位布点法。均匀布点法是在一定的区域单元内均匀布

点，而不考虑地理背景；定位布点法是按专题要素的分布与地理背景的关系，按实际分布状况布点。 

图 9.2.9 点值法 

6.3 专题地图表示方法运用的原则 

（1）采用恰当的表示方法和整饰方法，明显突出反映专题地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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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示方法的选择应与专题地图内容相适应。 

（3）应充分利用点状、面状和线状表示方法的相互配合。 

（4）当两种近似的表示方法配合时，应注意突出主要者。 

（5）当两种以上的表示方法或整饰方法配合时，应特别注意色彩的选择，以保证地图清晰易读。 

 
7 地图图面配置设计 

图面配置设计指图名、图廓、图例、附图、附表等的大小、位置及其形式的设计。通常要配合制图主

区的形状及内容特点，考虑到视觉平衡的要求进行设计。 

为了节约纸张、扩大主图的比例尺和充分利用地图版面，对一些形状特殊的制图区域，可采用将主图

的边缘局部区域移至图幅空白处，或使局部轮廓破图框。移图部分的比例尺、地图投影等应与原图一致，

且二者之间的位置关系要十分明晰。另外，破图廓的地方也不易过多。 

7.1 图名 

图名应简练、明确，具有概括性。地形图和小比例尺的分幅地图都是选择图幅内重要的居民地名称作

为图名。在没有居民地时也可选择自然名称，如区域名、山峰名作为图名。 

7.2 图廓 

图廓分为内图廓和外图廓。内图廓通常是一条细线；外图廓的形式较多，地形图上是一条粗线，挂图

则多以花边图案装饰。 

7.3 图例 

每幅地图的图面上都应配置图例，供读者读图时使用。图例是带有说明含义的地图上所使用符号的一

览表。图例设计应符合：图例符号完备性、图例符号一致性、对标志说明的明确性、图例系统的科学性。 

7.4 附图、图表和文字说明 

附图、图表和文字说明的设计应简练，内容数量不宜太多，其位置的配置应注意图面的视觉平衡。 

 
8 地图集设计 

地图集是围绕特定的主题与用途，在地图学原理指导下，运用信息论、系统论，遵循总体设计原则，

经过对各种现象与要素的分析与综合，系统汇集相互有逻辑关系的一组地图而形成的集合体。 

8.1 地图集设计的主要内容 

（1）开本设计 

地图集开本主要取决于地图集的用途和在某特定条件下的使用性方便。通常，国家级的地图集用 4（或

8）开本，省（区）级用 8（或 16）开本，大城市地图集也有用 8 开本的。其他特殊用途的便于携带的地

图集也可设计为 24 开本等。 

（2）内容设计 

地图集内容的设计取决于地图集的性质与用途。 

普通地图集一般可分为三大部分，即总图部分、分区图部分和地名索引部分。总图是指反映全区总貌

的政区、区位、地势、人口、交通等图幅；分区图是这类图集的主题；地名索引则视需要与可能进行编制。

综合性地图集由序图组、普通地图组及若干专题图组组成。 

（3）内容编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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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图集的编排顺序为总图在前，分区图在后，然后是地名索引。综合性地图集的编排顺序为序图

组在前，普通地图组、若干专题图组、总结性的图组在后。 

（1）各图幅的分幅设计 

地图集中各图幅的分幅，是指确定每幅地图应包括的制图区域范围，同时还应确定各区域占有的幅面

大小。对于普通地图而言，一个分幅内应是一个完整的区域；对于专题图来说，应视所表达的专题而定。 

（2）各图幅的比例尺设计 

各分幅图的比例尺是根据开本所规定的图幅幅面大小和制图区域的范围大小来确定的。图集中比例尺

应该有统一的系统，总图与各分区图，各分区图与某些扩大图以及各分区图间比例尺都应保持某些简单的

倍率关系。比例尺的种类要适量，不宜过多。 

（3）图型和表示法设计 

图幅类型及图幅内容表示方法和表达效果设计的任务是设计什么样的图型和用什么样的表示方法去突

出表达所规定的内容。 

（4）图面配置设计 

地图集各幅地图的配置就是在一定的设计、技术原则下，充分利用地图的幅面大小，合理地摆布地图

的主体内容、附图、附表、图名、图例、比例尺、文字说明等。地图与图例、图表、照片、文字要依照内

容的主次、呼应等逻辑关系进行均衡、对称地编排。 

（5）地图集投影设计 

设计地图投影的基本宗旨在于保持制图区域内的变形最小，或者投影变形误差的分布符合设计要求，

以最大的可能保证必要的地图精度以及某一图组内图幅之间内容的延续性和可比性。 

（6）图式图例设计 

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普通地图集或单一性专题地图集（如地质图集），要设计符合各种不同比例尺

地图的统一的图式图例；二是综合性的专题地图集，对每幅不同主题内容的地图要设计相应的图例符号，

但应符合总的符号设计原则，整部地图集应具有统一协调的格调；三是各种现象分类、分级的表达，在图

例符号的颜色、晕纹、代号的设计上必须反映分类的系统性。 

（7）整饰设计 

地图集的整饰设计包括：制订统一的版式设计，相对统一协调的符号、注记和色相系统设计；统一确

定各类符号的大小、线划粗细和用色；统一确定各类注记的字体、字形、大小及用色；统一用色原则并对

各图幅的色彩设计进行协调；进行图集的封面设计、内封设计；确定图集封面的材料；确定装帧方法以及

其他诸如图组扉页、封底设计等。 

8.2 地图集设计中的统一协调 

（1）统一协调工作的目的 

① 正确而明显地反映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客观规律。 

② 消除由于各幅地图作者观点不一致、地图资料不平衡和制图方法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和分歧。 

③ 对地图的表示方法、表达效果和整饰进行统一设计，使各地图间便于比较和使用。 

（2）统一协调工作的内容 

① 图集的总体设计要贯彻统一的整体观点。 

② 采用统一的原则设计地图内容。 

③ 对同类现象采用共同的表示方法及统一规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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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采用统一和协调的制图综合原则，主要反映在内容的选取与概括两个方面。 

⑤ 统一协调的地理底图，包括数学基础的统一协调、地理基础的统一协调、地理底图整饰的统一协调。 

⑥ 采用统一协调的整饰方法。 

 

9 计算机地图制图生产技术路线设计 

计算机地图制图是指以计算机控制的输入、输出设备为主要工具，通过数据库技术和数字处理方法实

现的地图制图。用计算机制作地图的过程，随着软硬件的进步会不断变化，目前分为地图设计（编辑准备）、

数据输入（数据资料获取）、地图编绘（数据编辑与符号化处理）、印前数据处理四个阶段。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地图图幅设计中，某图幅确定使用地理坐标网，应选择（ ）作为本图幅的中央经线。 

A. 图幅中最小的整数位经线       B. 靠近图幅中间位置的整数位经线 

C. 靠近图幅东边位置的整数位经线     D. 公里网线 

2.（2011 年）在专题地图表示方法中，能较好地反映制图区域某些点呈周期性现象的数量特征和变化的方

法是（ ）。 

A. 等值线法     B. 定位图表法    C. 质底法     D. 范围法 

3.（2012 年）地图编制中，确定地图比例尺不需要考虑的因素是（ ）。 

A. 制图区域要素密度   B. 制图区域范围大小  C. 地图需要的精度   D. 地图设计的规格 

4.（2012 年）设计普通地图时，一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 

A. 满足地图用途    B. 保证制图精度   C. 反映制图区域的地理特征  D. 突出表示水系 

E. 达到图面清晰易读 

5.（2012 年）普通地图集设计的主要内容有（ ）。 

A. 开本、分幅与整饰设计        B. 内容与编排设计 

C. 投影选择与比例尺设计       D. 表示方法、图例与图面配置设计 

E. 专题要素分类设计 

6.（2013 年）我国南海海域呈南北延伸形状，在设计其地图投影方式时，宜采用（ ）投影。 

A. 圆柱      B. 方位      C. 圆锥     D. 球面 

7.（2013 年）依据地形图资料和幅面大小设计地形时，所确定的图幅比例尺通常称为（ ）。 

A. 平均比例尺    B. 基本比例尺    C. 局部比例尺    D. 主比例尺 

8.（2013 年）编制专题地图时，用于表示连续面状分布现象的方法是（ ）。 

A. 范围法     B. 点值法     C. 质底法     D. 动线法 

9.（2013 年）下列地图特征中，不能作为专题地图设计依据的是（ ）。 

A. 地图的用途    B. 地图比例尺    C. 制图区域形状   D. 地图表示方法 

10.（2014 年）地图集设计时，一般要确定页码和印张数量，一个标准印张折叠成标准 8 开本后相当于（ ）

个页码。 

A. 4      B. 8      C. 16      D.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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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4 年）在我国范围内，下列地图中，选用双标准纬线正轴圆锥投影的是（ ）。 

A. 近海航行图    B. 省级政区地图    C. 大比例尺普通地图  D. 导航电子地图 

12.（2014 年）下列地理要素中，属于地形图上地貌要素的是（ ）。 

A. 戈壁滩     B. 沙地      C. 沼泽地     D. 冲沟 

13.（2014 年）在专题地图表示方法中，反映不连续面状分布现象，用轮廓线表示其分布区域，用符号或

颜色区分其质量特征的方法称为（ ）。 

A. 质底法     B. 线状符号法    C. 范围法     D. 分区统计图法 

14.（2014 年）下列因素中，可以作为地图集设计依据的有（ ）。 

A. 性质      B. 开本      C. 页码     D. 用途  

E. 资料 

15.（2015 年）地图图面配置设计时，为节约纸张、扩大主图的比例尺和充分利用地图版面，对于一些特

殊形状的制图区域，通常采用两种方法表示超出内图廓线以外的局部区域：一种是破图法，另一种是（ ）。 

A. 插图      B. 略图      C. 附图     D. 移图 

16.（2015 年）下列因素中，影响专题地图投影选择的有（ ）。 

A. 地图用途     B. 区域位置     C. 区域大小    D. 区域形状  

E. 区域地形 

17.（2015 年）下列地图中，不属于自然地图的是（ ）。 

A. 农业地图     B. 海洋地图     C. 动物图     D. 土壤图 

18.（2015 年）编制矿产分布图时，将表示矿井位置及储存量的符号绘制在井口位置，该方法属于专题地

图表示方法中的（ ）。 

A. 分区统计图法    B. 分级统计图法    C. 范围法     D. 定点符号法 

19.（2016 年）地形图和地理图是普通地图的两种类型。对于地理图来说，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统一采用高斯投影   B. 没有分幅编号系统  C. 制图区域大小不一    D. 比例尺可以灵活设定 

20.（2016 年）编制某省的学校分布图，用分级统计图法反映各县（市、区）的学校数量。下列分级中最

合理的是（ ）。 

A. >100 100-80 80-60 60-40 <40      B. >100 99-80 79-60 59-40 <40 

C. ≥100 100-80 80-60 60-40 <40      D. ≥100 99-80 79-60 59-40 <40 

21.（2016 年）下列专题地图表示方法中，可用于编制人口分布地图的有（ ）。 

A. 质底法     B. 定位符号法    C. 等值线法    D. 分级统计图法  

E. 点值法 

22.（2017 年）下列专题地图表示方法中，宜用来表示货物运输的方向、数量的是（ ）。 

A. 运动线法    B. 质底法    C. 分级统计图法   D. 分区统计图表法 

23.（2017 年）下列因素中，不属于地图集开本设计时需要考虑的是（ ）。 

A. 地图集用途   B. 地图集图幅的分幅  C. 制图区域范围  D. 地图集使用的特定条件 

24.（2019 年）编制国土三调成果土地利用现状图，表示不同的用地类型所用到的专题地图表示方法是（ ）。 

A. 质底法    B. 范围法    C. 分级统计图法   D. 等值线法 

25.（2019 年）下列关于地图集编制统一协调性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对同类现象采用共同的表示方法及统一规定的指标  B. 采用统一和协调的制图综合原则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370 



第 9 章 地图制图 第 2 节 地图设计 

C. 采用统一和协调的地理底图       D. 采用统一的比例尺 

26.（2020 年）下列关于专题地图表示方法的选择中，错误的是（ ）。 

A. 用金字塔图表法表示不同年龄段的人口统计专题  B. 用范围法表示行政区划 

C. 用点数法表示人口分布密度      D. 用分区统计图法表示各区域的农作物种植面积 

27.（2021 年）进行某地图集的编绘时，一共设计 240 页，开本是 8 开，采用正度全开纸印刷，则一共需

要用多少个印张（ ）。 

A. 60     B. 30      C. 15    D. 10 

28.（2021 年）下列关于地图拼接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地图拼接包括图廓拼接和重叠拼接两种方式   B. 地图拼接一般采用上压下、左压右的方式 

C. 地形图通常采用图廓拼接的设计方式     D. 重叠拼接方式不可用于经纬度分幅地图 

29.（2022 年）在专题地图表达方法中，适合用于表示各省人口构成的是（ ）。 

A. 分区统计图表法  B. 定点符号法    C. 金字塔法   D. 范围法 

 

[ 参考答案 ] 

1. B。3.2 中的内容。图幅的中央经线应是靠近图幅中间位置的整数位的经线。 

2. B。根据 6.2（5）定位图表法的定义可知答案。定位图表法是用图表的形式反映定位于制图区域某些点

的周期性现象的数量特征和变化，如某个区域一年内降雨量的变化图。 

3. A。3.4 中的内容。地图比例尺的选择取决于制图区域大小、图纸规格、地图需要的精度等。 

4. ABCE。5.1（2）普通地图内容设计原则有：满足用用途要求，图面清晰易读，保证制图精度，反映制

图区域的地理特征。 

5. ABCD。根据 8.1 地图集设计的主要内容可知答案。 

6. A。3.1 投影设计中的内容。我国的南海海域单独成图时，可采用正轴圆柱投影。 

7. D。地图上标明的比例尺是指投影中标准线上的比例尺（即地图主比例尺）。 

8. C。6.2（4）质底法表示连续分布、满布于整个区域的面状现象，如地质现象、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

型等，其表示手段与范围法相似。 

9. D。1 中的内容。地图设计是根据地图制图的一般原理，结合所编地图的具体特点来实现的。一般原理

指的是制图理论，国家颁布的规范、图式及制图工艺方法等；具体特点指所设计地图的用途、比例尺和制

图区域等因素。选项 D 没有提到。 

10. B。4.1 中的内容。每全张纸裁切和折叠多少小张就称多少开本。 

11. B。省级地图常采用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 

12. D。6.1.2 中地貌要素的定义是地貌要素通常要反映地表形态特征，显示地面的起伏效果。只有选项 D

可以表示地表的起伏效果。A 戈壁滩和 B 沙地属于土质与植被，沼泽属于水系。 

13. C。6.2（3）范围法又叫面积法，表示间断成片分布的面状对象，如森林、沼泽、某种农作物分布等。 

14. AD。地图集内容的设计取决于地图集的性质与用途。 

15. D。7 中的内容。为了节约纸张、扩大主图的比例尺和充分利用地图版面，对一些形状特殊的制图区域，

可采用将主图的边缘局部区域移至图幅空白处，或使局部轮廓破图框。 

16. ABCD。3.1 投影设计中的内容。投影设计时需根据用途、制图区域位置、大小和形状等因素，选择合

适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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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根据 5.2（1）专题地图的内容和分类得出答案。 

18. D。6.2（1）定点符号法用来表示呈点状分布的物体，如工业企业、文化设施、气象台站等。它是采用

不同形状、大小、颜色的符号，表示物体的位置、质量和数量特征。由于符号定位于物体的实际分布位置

上，故称为定点符号法。 

19. A。地理图是指比例尺小于 1:100 万以概括的手法反映自然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特点的地图。A 选项统

一采用高斯投影是地形图的特点。 

20. D。只有 D 选项的分级统计不重不漏。 

21. BDE。根据 6.2 中的知识，A 质底法和 C 等值线法都是表示满布于整个区域面状现象，不符合题意。 

22. A。根据 6.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3. B。根据 8.1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4. A。根据 6.2 中的知识作答。 

25. D。根据 8.2 中的知识得出答案。 

26. B。6.2 中的知识。范围法适用于表示间断成片分布的面状对象，如森林、沼泽、某种农作物分布等，

不适合表示行政区划图。 

27. B。一张纸 8 开，一共 240 页，所以需要 30 个印纸。 

28. D。4.2 中的内容。 

29. A。6.2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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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地图编绘 
→ 重要指数：★★★★★ 

 

1 制图综合 

1.1 制图综合的基本概念 

为了使读者能清晰地阅读地图上的图形，以概括、抽象的形式反映出制图对象的类型特征，将次要的

物体舍弃，这个过程称为制图综合。 

1.2 制图综合的基本方法 

制图综合是通过对地图内容要素的选取、化简、概括和移位四种基本形式进行的。 

（1）选取 

在大量的制图物体中选出较大的或较重要的物体表示在地图上，舍弃次要的物体。选取物体的顺序为

从主要到次要，从大到小，从高等级到低等级。为了确保地图内容的基本统一，有一个适当的载负量，选

取的方法通常有资格法和定额法。 

① 资格法。以一定数量或质量标志作为选取标准（资格）的方法。 

② 定额法。规定单位面积内应选取的制图物体的数量而进行选取的方法。 

（2）化简 

图形化简包括外部轮廓化简和内部结构化简两方面。 

① 删除。缩小后无法清晰表示的某些碎部特征，予以删除。如河流、街道的小弯曲。 

② 夸大。为了显示和强调物体的形状特征，需要夸大一些本来应当删除的碎部，如一条微弯的河流，

在删去大量小弯曲的同时，适当夸大其中一部分小弯曲。 

③ 合并。图形及间隔小到不能详细区分时，用合并同类物体细部的方法来反映物体的主要特征。如合

并居民地街区。 

（3）概括 

① 数量特征概括。数量特征指的是物体可以用数量表达的特征，如物体的长度、面积、高度、深度、

坡度、密度等。其操作体现在对标志数量的数值的化简，如去掉小数点后面的值，使注记简化。 

② 质量特征概括。制图物体质量特征指的是决定物体性质的特征。地图上表示的物体往往要进行分类

和分级。对于性质上有重要差异的物体用分类的概念；对于同一类物体由于其质量或数量的差异，可以区

分为不同的等级。 

质量概括的结果，常常表现为制图物体间质量差别的减少，以概括的分类、分级代替详细的分类、分

级，以总体概念代替局部概念。概括的方法通常有等级合并、概念转换和图形转换等方法。 

（4）移位 

随着地图比例尺的缩小，以符号表示的各个制图物体之间相互压盖，模糊了相互间的关系，需要采用

“移位”的方法保证地图内容各要素与实地的相似性。 

1.3 制图要素相互矛盾时的关系处理原则和方法 

（1）处理原则 

① 考虑各要素的重要性 

移位：同种要素矛盾时，保持级别高的要素位置不变，位移低一级的要素；不同种要素矛盾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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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要素位置不变，位移次要要素；独立地物与其他要素矛盾时，位移其他要素。 

压盖：点状符号或线状符号与面状符号矛盾时，可以采用压盖面状符号的办法完整地绘出点、线符号。

只具有相对位置，依附于其他要素的点跟随所依附的要素变动。 

② 衡量各要素的稳定性 

自然物体，稳定性较高；而人工物体，稳定性相对较差。它们在一起发生位置矛盾时，一般移动人工

物体，保持主从关系。 

③ 考虑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居民地、水系、道路之间的相切、相割、相离的关系，一般要保持与实地相对应。 

④ 对于有控制意义的物体要保持位置的精度 

河流、经纬线应尽量保持其位置的准确性，境界线、重要居民点、道路应尽量保持其位置的相对准确

性。国界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不允许移位，周围地物相对关系要与国界相对应；省县级界线一般也不

应位移，有时在不产生归属问题时，可适当移位。 

（2）处理方法 

地图要素分为点、线、面要素，当要素关系冲突时，通常的处理方法是： 

① 点点冲突：保证高层次点状要素图形完整，移动低层次点状要素。 

② 点线冲突：保证点状要素图形完整，隐去被压盖线状要素。 

③ 点面冲突：保证点状要素图形完整，将面状要素分解为一多边形加一内含多边形。 

④ 线线冲突：保证高层次线状要素图形完整，隐去被压盖低层次线状要素。 

⑤ 线面冲突：保证线状要素图形完整，将面状要素分解为若干个多边形。 

上述处理原则和方法的前期是仅对已经过制图综合取舍而保留下来的要素。 

 

2 普通地图编绘 

2.1 普通地图编绘的基本要求 

（1）一般要求 

普通地图编绘要客观表示制图区域内的内容，保持事物的分布特点，并反映事物的密度对比，既尊重

选取指标又要灵活掌握。 

（2）各要素编绘指标拟定的原则 

① 编绘指标应能反映物体的不同类型及其在不同地区的数量分布规律。 

② 应能反映地图上所表示的制图物体的数量随地图比例尺的缩小而变化的规律。 

③ 编绘指标的选取界限和极限容量应符合地图载负量的要求，并能反映密度的相对对比。 

④ 编绘指标的拟定应具有理论依据，并通过实践的检验，方便使用。 

（3）常用的编绘指标形式 

① 定额指标：图上单位面积内选取地物的数量，适用于居民地、湖泊、建筑符号群（例如记号性房屋

符号）等的选取。 

② 等级指标：将制图物体按照某些标志分成等级，按等级高低进行选取。 

③ 分界尺度（选取的最小尺寸）：即决定制图物体取与舍的标准。 

2.2 各要素编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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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系 

编绘要求：正确表示水系类型、形状特征、主次关系、附属设施名称，合理反映水系要素的分布特点

和不同地区的密度对比，充分表示水利设施；处理好水系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水系的选取：选取河流、运河、沟渠时，应按从大到小、由主到次的顺序进行。界河、独流河、连通

湖泊及荒漠缺水地区的小河应选取。 

图形概括：河流的图形概括主要是删除小弯曲、夸大弯曲类型特征，保持河段曲折对比。图上宽 0.4mm

以上的河流用双线依比例尺表示，不足 0.4mm 的用单线表示。以单线表示的河流应视其图上长度由源头

起用 0.1 - 0.4mm 逐渐变化的线粗表示。同一条河单、双线变化频繁时应视其整体用单线或双线表示。主

支流要区分明显，支流入主流注意不应倒流。 

河流遇桥梁、水坝、水闸等应中断。水涯线和陡坎重合时，可用陡坎边线代替水涯线，水涯线与斜坡

脚重合时，仍应在坡脚将水涯线绘出。悬空建筑在水上的房屋与水涯线重合时，房屋照常表示，间断水涯

线。（出自《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 

（2）居民地及设施 

编绘要求：应正确表示居民及设施的位置、轮廓图形、基本结构、通行情况、行政意义及名称，反映

居民地及设施的类型、分布特征以及居民地密度的对比，处理好居民地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居民地的选取：根据规范要求按居民地的行政等级、重要性（政治、方位、经济等）选取表示。对于

其他以普通房屋为主体的居民地，应根据图面的负载量，按由主到次、逐渐加密的原则进行选取。应优先

选取位于道路交叉口、交通线旁、山隘、渡口、制高点、国境线、重要矿产资源地、文物古迹等处的有政

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居民地。 

居民地的表示：大的居民地应绘制轮廓依比例表示，小的居民地可用圈式图形符号表示。 

居民地的名称注记：凡选取的居民地一般均应注记名称，并以不同的字体与字大区分居民地的行政等

级。 

居民地设施的选取和表示：工矿、农业、公共服务、名胜古迹、宗教设施、科学测站和其他独立地物

应视不同的地物密度和地形情况取舍，表示时应保持位置的准确，与居民地、水系、道路等地物相重时，

可间断街区、水系、道路边线，将独立地物符号完整表示。 

（3）交通 

编绘要求：应正确表示道路的类别、等级、位置，反映道路网的结构特征、通行状况和分布密度，正

确表示水运、空运及其他交通设施，正确反映交通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道路选取：高速、国、省、县、乡等城际间的各等级公路均应选取。乡村道路可适当取舍，选取时，

应根据图面负载量，按由重要到次要、由高级到低级的原则进行，并注意保持道路网的密度差别和形状特

征。 

图形概括：概括道路图形时应保持形状的基本特征。次要弯曲可化简，但对于急转弯、“之”字形弯

道等有特征意义的弯曲则应夸大表示。概括后的道路形状应与地貌、水系等要素协调。当道路与水系要素

发生争位时，宜保持水系要素的位置准确，移动道路，保持图上 0.2mm 间距。 

双线道路与房屋、围墙等高出地面的建筑物边线重合时，可以建筑物边线代替道路边线。铁路与道路

水平相交时，铁路符号不中断，将道路符号中断；不在同一水平相交时，道路的交叉处，应绘以相应的桥

梁符号。（出自《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数字化测图规范》） 

（4）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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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线的形状应随删去碎部而改变，同一斜坡的等高线图形应协调一致，强调显示地貌基本形态的特

征，反映地貌类型方面的特征。进行等高线图形概括时，常用的方法是：删除、移位、夸大和合并。以正

向形态为主的地貌扩大正向形态，减少负向形态；以负向形态为主的地貌扩大负向形态，减少正向形态。 

为强调地貌特征，个别等高线可局部适当移位，但需注意避免等高线与附近控制点和高程点之间出现

矛盾。相邻两条等高线间距不应小于 0.2mm，不足时可以间断个别等高线，但不应成组断开。等高线遇到

房屋、窑洞、公路、双线表示的沟渠、冲沟、陡崖、路堤等符号时应断开。 

表 9.3.1 基本等高距（单位：m） 

地形类别 
基本等高距 

1:25000 1:50000 1:100000 

平地 5（2.5） 10（5） 20（10） 

丘陵地 5 10 20 

山地 10 20 40 

高山地 10 20 40 

1:25 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等高距一般为 50m，山地等高线过密时可采用 100m。 

（5）境界 

① 在陆地上不与线状地物重合的境界符号，应连续不断地绘出，其符号的中心线位置保持不变。 

② 境界与线状地物（河、渠、道路）重合时，应使境界符号与这些地物的图形一致，并在其两侧跳绘。 

③ 不同等级境界相重合时，只表示高级的境界。 

④ 当境界沿山脊和谷地通过时，要注意境界线与地貌图形的一致，特别是与山顶、山脊线、山隘、谷

底等的协调一致。 

⑤ 境界的描绘应尽量力求准确，境界转折时应用点或线来描绘，以反映真实形状并便于定位。 

2.3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编绘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是指根据需要由国家统一规定（统一的图式规范）编绘，有固定的比例尺系

列，并根据保密等级限定发行和使用范围的地图。 

（1）基本要求 

① 图幅规格 

地形图图幅采用统一的经纬线分幅，相邻比例尺地形图的图幅数成简单的倍数关系，图幅规格参照表

9.1.1。 

由经纬线构成的图廓线，其东西两边的图廓线为直线表示；南北两边的图廓线以折线表示，对于 1:5

万以上比例尺地形图而言，南北两边的图廓可视为直线。 

地图图名一般选用图幅内的主要居民地名称，无居民地名称的图幅可采用其他地理名称或图内最高高

程注记作为图名；图名应注意不与其他图幅图名重名，并尽量选用原地形图图名。 

② 数学基础 

地图投影：1:100 万地形图采用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 

大于等于 1:50 万比例尺地形图采用高斯投影，其中 1:2.5 万-1:50 万地形图采用 6°分带，1:500-1:1 万

地形图采用 3°分带，确有必要时可采用 1.5°分带。 

高程系统：1985 国家高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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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每图幅内平面直角坐标网（公里网）格规定如下表所示： 

表 9.3.2 平面直角坐标网格规定 

比例尺 图内公里网间隔（cm） 相当实地距离（km） 

1:1 万（及以上） 10 1 

1:2.5 万 4 1 

1:5 万 4 2 

1:10 万 4 4 

1:25 万 4 10 

1:50 万、1:100 万地形图上不绘出直角坐标网。每图幅内经纬网（地理坐标网）规定如下表所示： 

表 9.3.3 经纬网规定 

比例尺 图内经纬网间隔 备注 

经度 纬度 

1:25 万 15′ 10′ 图内只绘出十字线 

1:50 万 30′ 20′  

1:100 万 1° 1°  

③ 数学精度 

地形图上地物点对于附近野外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和等高线对于附近野外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见

下表的规定。 

表 9.3.4 地形图精度（1:2.5 万-1:10 万） 

地形类别 
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

（mm） 

等高线高程中误差（m） 

1:2.5 万 1:5 万 1:10 万 

平地 
±0.5（图上） 

±1.5 ±3.0 ±6.0 

丘陵 ±2.5 ±5.0 ±10.0 

山地 
±0.75（图上） 

±4.0 ±8.0 ±16.0 

高山地 ±7.0 ±14.0 ±28.0 

④ 地图内容。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上表示的主要要素包括：测量控制点、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

通、管线、境界、地貌、植被与土质等。地形图的内容及符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图式的规定。 

⑤ 地图颜色。采用青、品红、黄、黑四色（CMYK），按规定色值进行分色，按印刷实际需要也可采

用专色印刷或单色印刷。 

（2）地形图要素编绘处理 

① 基本数据预处理。按照成图比例尺图幅范围进行坐标转换、数据拼接、投影带转换、扫描图的矢量

化等。 

② 制作综合参考图。据图幅的难易，确定是否制作综合参考图，即按照成图比例尺打印出图，根据各

要素的技术要求及综合指标，标绘有关要素，并将需补充、修改的要素标在图上。 

③ 要素的取舍与综合。按设计书的要求进行要素选取和图形概括，有综合参考图的可对照，根据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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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进行要素的修改和补充。 

④ 地形数据接边。相邻图幅的地形数据应进行接边处理，包括跨投影带相邻图幅的接边。接边内容包

括要素的几何图形、属性和名称注记等，原则上本图幅负责西、北图廓边与相邻图廓边的接边工作。相邻

图幅之间的接边要素图上位置相差 0.6mm 以内的，应将图幅两边要素平均移位进行接边；相差超过 0.6mm

的要素应检查和分析原因，处理结果需记录在元数据及图历簿中；小于 0.3mm 的可以单边移动。 

 

3 专题地图编绘 

专题地图编绘包括地理底图和专题信息的综合处理，其中地理底图的编绘与普通地图的编绘基本相同，

只是其综合指标是根据各专题要素的特殊要求来确定的，不像普通地图尤其是地形图上那样，有相应的编

绘规范制约。因此，专题地图编绘主要是专题信息的综合处理（即专题地图数据资料的分类分级与处理）

和专题地图表示方法的合理运用。 

3.1 专题信息的综合处理 

（1）制图资料处理 

专题地图的制图资料来源多种多样，要进行专题制图，必须对这些资料进行包括坐标和比例尺变换、

度量单位统一、专题要素分类分级处理、制图对象的符号化等处理。 

（2）制图数据的分类处理 

制图数据的分类处理能正确地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3）制图数据的分级处理 

制图数据的分级处理对揭示现象的分布、发展变化规律有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根据人对分级的短期记

忆感受能力的极限，分级数一般定为 4-7 级。分级数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地图用途、地图比例尺，而且还应

注意保持数据的客观分布特征和专业习惯。 

3.2 专题地图表示方法的选择 

表示方法的选择是专题地图可视化的重要环节，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表示现象

的分布性质、专题要素表示的量化程度和数量特征、专题要素类型及其组合形式、地图用途、制图区域特

点、地图比例尺。 

专题地图表示方法选择的一般规律如下表所示： 

表 9.3.5 专题地图表示方法选择的一般规律 

专题要素类型 专题要素表示等级 指标数量及组合 一般采用的表示方法 

精确点状分布 定性表示、分类表示、分级表示 单一指标或多种指标组合 定点符号法、统计图表法 

精确线状分布 定性表示、分类表示 单一指标 线状符号法 

模糊线状分布 定性表示、分类表示、分级表示 单一指标或多种指标组合 动线法 

零星面状分布 定性表示、数值表示 单一指标或多种指标组合 范围法 

断续面状分布 定性表示、数值表示 单一指标 范围法、点值法 

连续面状分布 分类表示、数值表示 单一指标 质地法、等值线法 

统计面状分布 分级表示、数值表示 单一指标或多种指标组合 等值区域法、统计图表法 

3.3 专题地图编绘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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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与编辑准备 

根据制图目的、任务和用途，确定地图的选题、内容、指标和比例尺等；分析和评价制图资料，研究

地图的内容特征；了解制图区域或制图对象特点和分布规律，选择表示方法，拟定图例符号；确定制图综

合原则与编绘工艺、要求以及专题内容分类分级的原则。 

（2）编稿与编绘 

资料处理，确定底图，按规定的技术要求将专题内容转绘到底图上。 

（3）计算机制图 

分为地图设计（编辑准备）、数据输入（数据资料获取）、地图编绘（数据编辑与符号化处理）、印

前数据处理四个阶段。其中，数据输入按输入资料的形式可分为图形资料、数据资料和影像资料三种。数

据资料可直接输入计算机，图形和影像资料必须先经过数字化。 

（4）地图制印 

主要完成专题地图制版、印刷与印后加工等。 

 

4 电子地图产品制作 

4.1 电子地图的概念 

（1）数字地图 

数字地图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储的抽象地图。数字地图是电子地图的基础，是一种存储方式。它把地

形物体的信息存储与它们在图形介质上的符号表示相分离，提高了数据检索与图形表示的灵活性，随时可

以形成满足特殊需要的分层地图，可为不同部门导出其所需要的信息子集，并可根据该部门所选定的符号

系统生成专用的地图。 

（2）电子地图 

电子地图是以数字地图为基础，以多种媒体显示的地图数据的可视化产品，是数字地图的可视化。电

子地图可以存放在数字存储介质上，可以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也可以随时打印输出到纸张上。 

（3）电子地图的特点 

动态性、交互性、无极缩放、无缝拼接、多尺度显示、超媒体集成、共享性。 

→ 可以想象以下平时常用的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来辅助理解电子地图的上述特点。 

4.2 电子地图产品功能与设计 

（1）电子地图的主要功能 

电子地图系统是以地图数据库为基础，能够进行空间信息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显示的计算机

系统，由硬件、软件、数据等组成。 

电子地图的主要功能包括地图构建功能、管理功能、检索查询功能、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处理功能、数

据更新功能、地图概括功能、输出功能。其功能主要由软件系统实现，软件系统包括操作系统、地图上数

据库管理软件、专业软件以及其他应用软件。其中地图数据库管理软件是核心软件。 

（2）电子地图的结构 

① 总体结构：片头、封面、图组、主图、图幅、插图、片尾。 

② 页面结构：图幅窗口、索引图窗口、图幅名称列表框、热点名称列表框、地图名称条、系统工具条、

伴随视频窗口、背景音乐、多媒体信息窗口、其他信息输入或输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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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地图设计与制作 

电子地图的设计应遵循内容的科学性、界面的直观性、地图的美观性、实用性和使用的方便性。电子

地图的设计应重点从内容设计、界面设计、符号设计和色彩设计等方面来考虑。 

① 界面设计 

界面形式设计：用户界面主要有菜单式、命令式和表格式三种。现在常用的一般都是菜单式。 

界面的布局设计：界面上各功能区的排列位置。现在常用的设计形式一般都是工具条在上下方，一些

对话窗口在左右方。 

界面的图层显示设计：图层控制、视野控制以及两者结合的方式。 

② 符号与注记设计 

基础地理底图符号尽可能与纸质地图符号保持一定的联系；符号设计与制作要精确、综合、清晰和形

象，体现逻辑性与协调性；符号的尺寸设计与制作要根据视距和屏幕分辨率来设计；特别重要的要素可以

使用闪烁符号。 

③ 色彩设计 

色彩设计主要强调整体的协调性；考虑利用色彩来表示要素数量和质量的特征；符号的设色应尽量使

用习惯用色；界面设色要体现电子地图的整体风格；地图内容的设色与界面的设色应有对比；面状符号是

电子地图设色的关键。 

 

5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 

5.1 更新方式 

（1）重测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重测更新： 

① 原图内的地物要素变化大于 40%； 

② 原图采用修测或修编更新方法更新 3 次； 

③ 原图精度达不到现行标准规定的精度要求。 

（2）修测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修测更新： 

① 地物要素变化大于 10%、小于 40%； 

② 原图内某种重要地物位置发生变化。 

（3）修编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修编更新： 

① 原图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如分类代码或地形图图示）发生变化； 

② 原图内地物要素属性发生变化； 

③ 已有现势性强的较大比例尺地形图。 

5.2 图面矛盾处理原则 

更新地物与原图地物衔接时，若衔接差在现行标准规定限差之内，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应移动原

图地物，并应保持要素相互间位置关系的正确性；若超过规定限差，应查明原因，做出处理。新增或变化

地物与原有地物拼接应保持合理状态，如断在地物变换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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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地形图更新周期 

地形图更新周期应根据地形要素的变化率确定，而地形要素的变化率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可根据经

济区的划分确定地形图的更新周期。下表规定了不同比例尺地形图的各经济区的更新周期。 

表 9.3.6 地形图更新周期 

比例尺 
更新周期 

经济发达区 经济中等发达区 经济不发达区 

1:500-1:2000 2-3 年，不宜超过 3 年 

1:5000-1:10000 4-5 年 5-8 年 8-10 年 

1:25000-1:100000 5-10 年 8-12 年 10-15 年 

1:250000-1:1000000 不宜超过 15 年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地图缩编时，多采用舍弃、移位和压盖等手段来处理要素间的争位性矛盾。下列关于处理争

位性矛盾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街区中的有方位意义的河流可以采用压盖街区的办法完整地绘出河流符号 

B. 当人工物体与自然物体发生位置矛盾时，一般移动自然物体 

C. 连续表示的国界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不允许移位，周围地物相对关系要与之相适应 

D. 居民点与河流、交通线相切、相割、相离的关系，一般要保持与实地相适应 

2.（2011 年）下列关于制图综合物体选取顺序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从主要到次要    B. 从高等级到低等级   C. 从大到小    D. 从数量到质量 

3.（2011 年）在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中，当地物符号化后出现压盖时，应进行符号位移，位移后符号

间保持的间隔值一般不小于（ ）mm。 

A. 0.1      B. 0.2      C. 0.3      D. 0.4 

4.（2011 年）下列比例尺地形图中，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 6°分带法的是（ ）。 

A. 1:2000     B. 1:5000     C. 1:1 万     D. 1:5 万 

5.（2011 年）按现行《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规范》，地形图更新方式依据地形要素变化情况、比例

尺大小、资料情况等因素可分为（ ）等。 

A. 重测      B. 修测      C. 重采样     D. 修编  

E. 联测 

6.（2011 年）电子地图的设计应重点从（ ）等方面来考虑。 

A. 界面设计     B. 比例尺设计    C. 符号设计    D. 色彩设计  

E. 图层设计 

7.（2012 年）关于中小比例尺地图道路要素编绘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道路等级由高级到低级选取，重要道路优先选取 B. 保持道路绝对位置准确 

C. 道路的选取表示要与居民地的选取表示相适应  D. 保持道路网平面图形特征 

8.（2012 年）按照现行《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1:10000 基础地理信息地图投影方法采用（ ）。 

A. 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  B. 通用墨卡托投影  C. 等距离圆锥投影   D. 高斯-克吕格投影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381 



第 9 章 地图制图 第 3 节 地图编绘 

9.（2012 年）数字地图经可视化处理在屏幕上显示的数字地图，被称为（ ）。 

A. 矢量地图     B. 栅格地图     C. 电子地图    D. 模拟地图 

10.（2013 年）地图要素可分为点、线、面要素。在制图综合过程中，正确处理地图要素争位现象的方法

有（ ）。 

A. 点点冲突时，保持高层次点状要素图形完整，对低层次点状要素移位 

B. 点线冲突时，保持点状要素图形完整，点状要素压盖线状要素 

C. 点面冲突时，保持点状要素图形完整，点状要素压盖面状要素 

D. 线线冲突时，保持线状要素各自完整，互相压盖时不得移位 

E. 线面冲突时，保持线状要素完整，线状要素压盖面状要素 

11.（2013 年）绘制 1:5 万地形图水系要素时，当底图上河流宽度大于（ ）mm 时，河流应用双线依比例

尺表示。 

A. 0.3      B. 0.4      C. 0.5      D. 0.6 

12.（2013 年）绘制 1:2.5 万、1:5 万地形图时，针对整齐排列、成行列分布的一片单幢房屋，下列绘制方

法中，正确的是（ ）。 

A. 固定两端位置，中间内插房屋符号，不合并为街区 

B. 固定两端位置，外围选取房屋符号，中间合并为街区 

C. 固定两端位置，全部合并为街区 

D. 不固定两端位置，按密度选取房屋符号 

13.（2013 年）下列关于等高线绘制质量检验要求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等高线形状不应随碎部的删除而改变     B. 同一斜坡上等高线图形应协调一致 

C. 等高线应显示地貌基本形状特征     D. 等高线应反映地貌类型方面的特征 

14.（2013 年）绘制 1:2.5 万、1:5 万、1:10 万地形图时，下列说法中，符合等高线图形综合技术要求的有

（ ）。 

A. 正确表示山脊、山头、谷地、斜坡以及鞍部的形态特征 

B. 合理删除次要的负向地貌细部 

C. 为强调地貌特征，个别等高线局部应适当移位 

D. 相邻两条等高线间距不应小于 0.2mm，不足时可以合并表示 

E. 等高线遇到双线表示的沟渠、冲沟、陡崖、路堤等符号时，应连续绘出 

15.（2015 年）小比例尺地图缩编时，根据居民地的人口数或行政等级来确定居民地取舍的方法是（ ）。 

A. 质底法     B. 资格法     C. 符号法     D. 点值法 

16.（2015 年）下列要素中，当其符号与地类界符号重合时，地类界符号应移位表示的是（ ）。 

A. 道路      B. 陡坎      C. 水系     D. 电力线 

17.（2015 年）1:25 万地形图丘陵地区的基本等高距是（ ）m。 

A. 10      B. 25      C. 50      D. 100 

18.（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经济发达地区 1:5000 - 1:10000 地形图的全面更新周期一般为（ ）年。 

A. 1 - 2      B. 4 - 5      C. 6 - 8      D. 9 - 10 

19.（2016 年）数字化立体测图中，当水涯线与斜坡脚重合时，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A. 用坡脚线代替水涯线        B. 用水涯线代替坡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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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水涯线断至坡脚        D. 水涯线与坡脚线同时绘出 

20.（2016 年）下列制图综合方法中，不属于等高线图形概括常用方法的是（ ）。 

A. 分割      B. 移位      C. 删除     D. 夸大 

21.（2019 年）像片调绘中，当地类界与道路重合时，其符号的处理方式是（ ）。 

A. 地类界符号省略不绘       B. 地类界符号移位绘出 

C. 地类界与道路符号重合绘出      D. 地类界与道路符号交替表示 

22.（2019 年）数字化立体测图中，当铁路与公路水平相交时，正确的处理方式是（ ）。 

A. 铁路符号不中断，公路符号中断     B. 铁路符号中断，公路符号不中断 

C. 铁路符号和公路符号同时绘出     D. 铁路符号和公路符号都中断 

23.（2021 年）地图编绘工作中若注记和符号发生冲突，应该（ ）。 

A. 移动符号    B. 移动注记    C. 缩小符号    D. 缩小注记 

24.（2022 年）数字化立体测图中，当房屋位于水涯线上方时，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 

A. 房屋照常表示，间断水涯线      B. 房屋间断，水涯线正常表示 

C. 房屋移位，水涯线正常表示      D. 房屋、水涯线都正常表示 

 

 

[ 参考答案 ] 

1. B。1.3 中的内容。自然物体和人工物体发生位置矛盾时，一般移动人工物体。 

2. D。1.2 中的内容。在大量的制图物体中选出较大的或较重要的物体表示在地图上，舍弃次要的物体。选

取物体的顺序为从主要到次要，从大到小，从高等级到低等级。 

3. B。位移后符号间保持的间隔值一般不小于 0.2mm。 

4. D。2.3 中的内容。对于大于等于 1:50 万比例尺地形图，采用高斯投影，其中 1:1 万以上地形图按经差

3°分带投影，其他比例尺地形图按 6°分带投影。 

5. ABD。5.1 中的内容，包括重测、修测、修编三种。 

6. ACD。4.2 中的内容。电子地图的设计应重点从内容设计、界面设计、符号设计和色彩设计等方面来考

虑。 

7. B。按道路的等级由高级到低级进行选取，重要道路优先选取，道路的选取表示要与居民地的选取表示

相适应，保持道路网平面图形的特征和不同地区道路网的密度对比关系。 

8. D。2.3 中的内容。对于大于等于 1:50 万比例尺地形图，采用高斯投影。 

9. C。电子地图是以数字地图为基础，以多种媒体显示的地图数据的可视化产品，是数字地图的可视化。 

10. ABCE。1.3 中的内容。 线线冲突：保证高层次线状要素图形完整，隐去被压盖低层次线状要素。 

11. B。2.2 中的内容。图上大于 0.4mm 的河流以双线河表示，小于 0.4mm 的以单线河表示，其间用 0.1 - 

0.4mm 线粗作为过渡。 

12. A。根据《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1:2.5 万、1:5 万地形图上对于整齐排列、成行列分布的一

片单幢房屋，应固定两端位置，中间内插房屋符号，不合并为街区。 

13. A。2.2 中的内容。等高线的形状应随删去碎部而改变，同一斜坡的等高线图形应协调一致，强调显示

地貌基本形态的特征，反映地貌类型方面的特征。 

14. ABC。2.2 中的内容。相邻两条等高线间距不应小于 0.2mm，不足时可以间断个别等高线。等高线遇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383 



第 9 章 地图制图 第 3 节 地图编绘 

到房屋、窑洞、公路、双线表示的沟渠、冲沟、陡崖、路堤等符号时应断开。 

15. B。资格法是以一定数量或质量标志作为选取标准（资格）的方法。 

16. D。D 以外的其它符号和地类界重合时可以代替地类界。根据《图式》，当地类界与地面上有实物的线

状符号重合时，地类界应省略不绘。 

17. C。2.2 中的内容。1:25 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等高距一般为 50m。 

18. B。根据表 9.3.6 得出答案。 

19. B。2.2 中的内容。水涯线和陡坎重合时，可用陡坎边线代替水涯线，水涯线与斜坡脚重合时，应在坡

脚将水涯线绘出。 

20. A。进行等高线图形概括时，常用的方法是：删除、移位、夸大和合并。 

21. A。同 16 题。 

22. A。2.2（4）中的内容。铁路与公路（或其他道路）水平相交时，铁路符号不断，另一道路符号中断；

不在同一水平相交时，道路的交叉处，应绘制相应的桥梁符号。 

23. B。1.3 中的内容，不同种要素矛盾时，保持主要要素位置不变，位移次要要素。 

24. A。2.2 中的内容，悬空建筑在水上的房屋与水涯线重合时，房屋照常表示，间断水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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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地图制印 

→ 重要指数：★☆☆☆☆ 

 

1 一些概念 

（1）印刷工艺：实现印刷的程序和操作方法。 

（2）印刷原稿：地图印刷过程中制版、印刷所依据的实物或载体上的图文信息。 

（3）分色：把彩色原稿分解称为各单色版的过程。 

（4）纸张光边：对印刷原纸张的毛边进行裁切，使其变得光滑整齐的过程。光边尺寸规定不超过 3mm。 

（5）出血线：出血线是为了保证裁切时不因误差留白，印刷时让印刷画面超出的那条线。出血线外

面的位置就是要被裁掉的地方。 

（6）成品线：最终出图的切线裁边位置。 

（7）栅格图像处理器：把图像转换成印刷图像的优化软件。 

（8）计算机直接制版：将已排版的数字页面文件由主计算机直接输出到印版的过程。 

（9）印后加工：使印刷品获得所要求的形状和使用性能的生产工序。 

（10）PS 格式：桌面排版标准文件格式，打印图形语言 PostScript 的通用文件格式。 

（11）EPS 格式：目前桌面印刷系统普遍使用的通用交换格式，又被称为带有预视图像的 PS 格式，

它是由一个 PostScript 语言的文本文件和一个低分辨率的描述图像组成。 

 
2 地图制印实施过程 

包括印前数据处理、地图印刷和地图印后加工。 

2.1 印前数据处理 

为了将印刷原图交付印刷，必须对数字制图的地图数据进行印前处理，主要包括数据格式的转换、符

号压印的透明化处理、拼版、组版、分色加网及出血线、成品线、套合线和印刷装订的控制要素的添加、

光栅化处理、喷绘样等工作。 

地图出版系统中处理的文件可分为矢量图形文件和栅格图像文件。无论何种文件在输入激光照排机前

都要转换为印刷业的桌面排版标准文件格式 PS 或 EPS，再由激光照排机经光栅化处理后形成分色胶片。 

通常的输出方式主要有彩色喷墨打印输出、数码打样输出、彩色激光打印输出、分色胶片输出、分色

版输出和数字印刷等。 

2.2 地图印刷 

地图印刷工序包括制版、打样、印刷、分检。 

（1）制版。依照印刷原图复制成印版的工艺过程。 

（2）打样。为检验印前制作质量和工艺设计效果，审核制版质量，为审核、客户签样和印刷提供样

张和依据，利用胶印打样机或其他打样设备（如数码打样机）打印样图的过程。 

（3）印刷。使用印版、印刷机械、油墨颜料或其他方式（如数字载体）将印刷原图上的图文信息转

移到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 

（4）分检。依据标准对印刷品逐张进行检验的过程。 

2.3 地图印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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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印后加工工序： 

（1）覆膜。透明（半透明）塑料薄膜通过热（冷）压覆贴到地图产品表面的过程。 

（2）拼贴。依照设计要求，将分幅地图进行拼组的过程。 

（3）裁切。依照地图产品周边用于指示切割部位的线条进行切割的过程。 

（4）装订。是将印好的地图产品加工成册或整理配套，订成集（册）等印后加工的总称。一般包括

订和装两大工序。订是将单幅地图页订成集（册），是地图集（册）芯的加工过程；装（或装帧）是地图

集（册）封面的加工过程。 

（5）包装。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保护地图产品、方便储运、促进销售，依据不同情况而用容器、材

料、辅助物将地图产品进行装饰和保护的过程。 

 

 

[ 历年真题 ] 

1.（2017 年）“出血”指的是地图印刷一边或数边超出（ ）的部分。 

A. 外图廓   B. 内图廓   C. 裁切线   D. 网线 

 

 

[ 参考答案 ] 

1. C。1（5）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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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地图质量控制和成果归档 

→ 重要指数：★★☆☆☆ 

 

1 地图编绘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依据：地图编绘引用文件、地图编绘使用资料、地图设计文件。 

（2）编绘质量要求：数学基础（精度）、地理要素（精度）及主题要素、数据及结构、整饰均符合

规定要求。 

 

2 地图制印质量控制 

（1）印刷成图质量控制依据：《地图印刷规范》《刊物印刷与装订》《图书和杂志开本及其幅面尺

寸》以及地图设计文件。 

（2）模拟印刷原图图廓尺寸和套版精度要求 

表 9.5.1 图廓尺寸和套版精度要求（单位为 mm） 

图种 
实际尺寸与理论尺寸允许最大误差 多幅拼接图拼接边允许最大

较差值 边长 对角线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和精度要求较高

的其他地图 
±0.2 ±0.3 0.2 

精度要求较低的各种地图 ±0.4 ±0.6 0.3 

（3）纸质印刷原图图面内容检查 

① 图面整洁，图形完整 

② 线划光滑实在、精细均匀，最细不小于 0.08mm，相邻两条线划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0.2mm。 

③ 注记、符号应清晰完整，符号及注记不被其他要素压盖。 

（4）印刷成图质量要求 

地图印刷成图质量要求包括印刷品外观、印刷品墨色网点和套印误差。 

① 印刷品外观：成图内容应保持与印刷原图或样图一致；文字、图形完整、位置准确，线划、注记、

网线（点）清晰；图纸无哱、折角、破洞。 

② 印刷品墨色网点。印刷墨色应符合批印样或用色标准；地图集（册）、成套地图及多幅拼接图的相

同墨色应深浅一致，网点清晰，层次分明，角度准确，不出重影。 

③ 各色套印误差 

套印，指多色印刷时要求各色版图文印刷重叠套准，也就是将原稿分色后制得的不同网线角度的单色

印版，按照印版色序依次重叠套合，最终印刷得到与原稿层次、色调相同的印品。 

全开图幅，精度要求较高的地图误差不大于 0.2mm，一般地图误差不大于 0.3mm；对开及小于对开

的图幅，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及精度要求较高的地图误差不大于 0.1mm，一般地图误差不大于 0.2mm；

双面印件套印，正反面套印误差不超过 0.5mm。 

 

3 地图成果整理、归档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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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图成果整理要求 

（1）以项目为单位整理立卷。 

（2）成果资料按要求系统整理，组成保管单元。 

（3）数据成果资料按要求每一盘为一卷，可独立进行数据读取，并附带说明文件。 

（4）规定的成果资料按要求进行包装。 

3.2 地图成果归档要求 

（1）归档内容。包括项目文档、项目成果和项目成果归档目录。 

（2）归档要求：① 按要求填写项目归档申请表；②按要求提交电子版文档和正本原件的纸质文档；

③归档的成果资料为正本原件；④数据成果资料用光盘介质归档；⑤每个案卷内均须有卷内目录，有必要

说明的事项还应有备考表；⑥成果资料汇交后，汇交单位对资料有 1 年的备份保存义务，保存期满后，按

要求销毁。 

（3）地图成果检查要求：归档内容完整性，归档内容一致性，成果符合性，文件的有效性，数据文

件病毒检验。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国家基本比例尺 1:2.5 万、1:5 万和 1:10 万地图编绘中，图廓边长与理论值之差不大于（ ）

mm。 

A. 0.15     B. 0.20     C. 0.25     D. 0.30 

2.（2012 年）下列资料中，不作为普通地图集编绘质量控制依据的是（ ）。 

A. 引用文件    B. 使用资料    C. 设计文件   D. 行业规范 

3.（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纸质印刷的地图上，线划的最小宽度是（ ）mm。 

A. 0.05     B. 0.08     C. 0.15     D. 0.20 

4.（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双面印刷的地图，其正反面的套印误差最大不应超（ ）mm。 

A. 0.2     B. 0.5     C. 0.8     D. 1.0 

 

 

[ 参考答案 ] 

1. B。根据表 9.5.1 得出答案。 

2. D。1 中的内容。质量控制依据：地图编绘引用文件、地图编绘使用资料、地图设计文件。 

3. B。2 中的内容。线划光滑实在、精细均匀，最细不小于 0.08mm。 

4. B。2 中的内容。双面印件套印：正反面套印误差不超过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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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地理信息系统 
→ 之前学习的传统测量和航测遥感主要属于数据的采集，而地理信息系统是将这些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

理和分析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数据的分析研究会越来越有用，可以用于科学调查、资源管理、

发展规划以及军事等等。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14 题。（20 年 15 题，21 年 14 题，22 年 15 题） 

案例分析：基本是每年 1 题，空间分析是重点内容。 

 

第 1 节 概述 
→ 重要指数：★★☆☆☆ 

 
1 地理信息系统的定义 

1.1 地理信息系统的定义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在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及网络的支持下，对

有关地理空间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 

1.2 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 

地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可以分为计算软硬件系统、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以及相关人员。 

（1）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 

硬件系统：计算机主机、数据输入设备、数据存储设备、数据输出设备、网络设备。 

软件系统：操作系统、GIS 平台或应用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 

（2）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 

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是一个包含了用于表达通用 GIS 数据模型（要素、栅格、拓扑、网络等）的空间

数据集的数据库。地理数据是地理信息系统操作的对象，它具体描述地理实体的空间特征、属性特征和时

间特征。根据地理实体的图形表示形式，可将地理数据抽象为点、线、面三类元素，它们的数据表达可以

采用矢量和栅格两种组织形式。 

（3）相关人员 

一个周密规划的地理信息系统项目应包括负责系统设计和执行的项目经理、信息管理技术人员、系统

开发人员以及系统应用人员。对于合格的系统设计、运行和使用来说，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人员是地

理信息系统应用的关键，应用人员是系统运行的保障。 

1.3 地理信息系统的分类 

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委员会把 GIS 分为基础 GIS，专业应用的 GIS，专项应用的 GIS。 

1.4 地理信息系统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GIS 与地图学 

GIS 的空间数据是以地图数据为基础，其最终产品之一也是地图。GIS 是地图学理论、方法与功能的

延伸，地图学强调图形信息传输，而 GIS 则强调空间数据处理与分析。 

（2）GIS 与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表示数据不直观，不能描述图形的拓扑关系，一般没有空间概念，而 GIS 能处理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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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IS 与计算辅助设计（CAD） 

GIS 与 CAD 系统都有空间坐标，都能描述图形数据拓扑关系。但 CAD 的属性库功能比较弱，属于几

何坐标系，基本不具备空间分析能力；GIS 的属性库强，多采用大地坐标系，数据分析更专业化，空间处

理能力强。 

 

2 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2.1 数据采集与输入 

数据采集与输入是将现有的地图、外业观测成果、航空像片、遥感数据、文本等资料进行加工、整理、

信息提取、编码、转换成 GIS 可以接收和表达的数据，是建立 GIS 空间数据库的第一道工序。数据输入通

常是 GIS 的主要瓶颈之一，经验表明，建立数据库的基本费用通常是 GIS 软硬件的 5-10 倍。 

2.2 数据编辑与更新 

数据编辑主要包括图形编辑和属性编辑。由扫描矢量化或其他系统得到的数据往往不能满足地理信息

系统的要求，所以需要对原始输入数据进行处理。一方面，原始输入数据有错误，需要编辑修改；另一方

面，需要建立拓扑关系、图幅接边、输入属性数据等。这里的属性数据输入虽然可以在前述的数据输入系

统中输入，但在图形编辑系统中设计属性数据的输入功能可以直接参照图形输入属性数据，实现图形数据

与属性数据的联接。 

数据更新是指以新的数据项或记录来替换数据文件或数据库中相对应的数据项或记录，它是通过删除、

修改、插入等一系列操作来实现的。 

2.3 数据存储与管理 

空间数据存储和管理涉及地理空间对象（地物的点、线、面）的位置、拓扑关系以及属性数据如何组

织，使其便于计算机和系统理解。用于组织数据库的计算机程序称为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数据模

型决定了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类型。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是目前最流行的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但其在表达

空间数据方面却存在许多缺陷，一些关系数据库增加了空间数据类型的管理功能，可用于管理空间数据。 

2.4 空间查询与分析 

虽然数据库管理软件一般提供了数据库查询语言，如 SQL 语言，但对于 GIS 而言，需要对通用数据

库的查询语言进行补充和重新设计，使之支持空间查询。空间查询是指从数据库中找出所有满足属性的约

束条件和空间约束条件的地理对象，主要包括图形查询、属性查询、图形和属性互查、联合查询等。 

空间分析是比空间查询更深层的应用，内容更加广泛。空间分析的功能很多，主要包括地形分析（如

两点间的通视分析）、网络分析（如在城市道路中寻找最短行车路径）、叠加分析（即将两层或多层数据

叠加在一起，例如将道路层和行政区划层叠加在一起，可以计算出某一行政区内的道路总长度）、缓冲区

分析（给定距离某一空间对象一定范围的区域边界，计算该边界范围内其他的地理要素）等。随着 GIS 应

用范围的扩大，GIS 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将不断增加。 

2.5 地图制图与输出 

地图制图是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主要功能，它包括地图符号的设计、配置与符号化、地图注记、图框

整饰、统计图表与专题图制作、图例与布局等内容。此外，对属性数据也要设计报表输出，并且这些输出

结果需要在显示器、打印机、绘图仪或数据文件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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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 

1967 年，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投入应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在加拿大的渥太华研发成功，称为加拿大地理信

息系统，用于存储、分析和利用加拿大土地统计局收集的数据，以确定加拿大农村的土地能力。我国的

GIS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步，1978 年，ESRI 总裁杰克受陈述彭教授邀请访华，赠予中国科学院相关的

GIS 软件和源代码，并联合开展 GIS 研究和人才培养。如今 GIS 在中国的应用已非常广泛，广泛应用于社

会的各行各业。 

→ 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公司（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简称 ESRI）成立于

1969年，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是世界最大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供商。被认为是紧随微软、

Oracle 和 IBM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软件供应商之一。 

3.1 分布式 GIS 

分布式 GIS 就是利用分布式计算技术来处理多源异构（多种来源、不同结构）地理数据，构建一个地

理上分布、逻辑上统一的 GIS 系统。例如 WebGIS 就是分布式的 GIS。 

3.2 WebGIS 

WebGIS（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是指工作在互联网上的 GIS，是传统的 GIS 在网络上的延伸和发展，

可以实现传统 GIS 的功能，同时也可以利用 Web 浏览器实现空间数据的共享和互操作。WebGIS 可采用

多主机、多数据库进行分布式部署，通过 Internet 实现互联。 

3.3 智能 GIS 与空间数据挖掘 

在 GIS 系统中引入了空间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机制，就有可能自动或半自动地从大量的空间数据中发

现一些隐含的特定知识或普遍知识，解决 GIS 的知识获取、表现、推理等知识工程技术问题，从而解决

GIS 的智能化问题和空间决策支持问题。 

3.4 GIS、RS、GPS 的集成 

地理信息系统（GIS）与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合称 3S 系统。RS、GPS 和 GIS

在空间信息采集、动态分析与管理等方面各具特色，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一特点使得 3S 技术在应用

中紧密结合，并逐步朝着一体化集成的方向发展。 

GPS 主要用于目标物的空间实时定位和不同地表覆盖边界的确定；RS 主要用于快速获取目标及其环

境的信息，发现地表的各种变化，及时对 GIS 进行数据更新；GIS 是 3S 技术的核心部分，通过空间信息

平台，对 RS 和 GPS 及其他来源的时空数据进行综合处理、集成管理及动态存取等操作，并借助数据挖掘

技术和空间分析功能提取有用信息，使之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 

3.5 时空 GIS 

在关系数据库中加入时间维，在对象模型中加入时间属性，建立四维时空数据模型。 

3.6 三维 GIS 

传统的 GIS 把高程与平面位置分别表示，一般采用格网属性表示，这样虽然记录了空间数据的三维坐

标，却不是真三维数据结构，属于假三维格式。真三维 GIS 必须支持真三维的矢量和栅格数据模型及以此

为基础的三维空间数据库，解决三维空间操作和分析问题。 

3.7 移动 GIS 

移动 GIS（Mobile GIS）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以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为终端、结合 GNSS 为定位

手段的 GIS 系统，是继桌面 GIS、WebGIS 之后又一新的技术热点。移动 GIS 系统主要由移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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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定位系统和移动终端 4 个部分组成。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CAD 制图系统与 GIS 系统相比，GIS 特有的功能是（ ）。 

A. 图形处理功能    B. 输入输出     C. 存储与管理    D. 空间分析 

2.（2013 年）下列关于 GIS 与地图学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地图学是 GIS 的基础        B. 地图学强调图形信息传输 

C. GIS 强调空间数据分析        D. GIS 是地图学研究的前提 

3.（2014 年）与一般的数据库相比，地理信息数据的显著特征是具有（ ）。 

A. 关系数据模型    B. 层次数据模型   C. 空间数据模型   D. 网状数据模型 

4.（2016 年）下列关于三维地理信息模型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 

A. 三维模型可用不同的表现方式     B. 三维模型可用不同的要素分类 

C. 三维模型之间具有属性一致性     D. 三维模型之间不存在拓扑关系 

5.（2018 年）下列软件功能中，属于 GIS 系统特有功能得有（ ）。 

A. 地形分析    B. 网络分析    C. 数据库操作   D. 空间查询 

E. 用户管理 

6.（2019 年）下列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工作阶段中，航空摄影测量工作属于（ ）。 

A. 系统设计    B. 数据获取    C. 数据建库    D. 系统开发 

7.（2020 年）与普通信息数据相比，地理信息数据独有的特点是（ ）。 

A. 数据量庞大   B. 数据结构复杂   C. 数据有动态性   D. 数据有空间参考 

8.（2021 年）以下哪个不属于 GIS 系统的基本功能（ ）。 

A. 数据采集与输入  B. 数据编辑与更新  C. 空间查询与分析  D. 决策指挥 

9.（2022 年）地理信息系统独有的功能是（ ）。 

A. 图形处理功能   B. 存储与管理   C. 空间分析    D. 决策指挥 

 

 

[ 参考答案 ] 

1. D  2. D  3. C  4. D  5. ABD  6. B  7. D  8. D  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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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地理信息数据 

→ 重要指数：★★★☆☆ 

 
1 按数据结构分类 

地理信息数据按照数据结构可以分为矢量数据以及栅格数据。矢量数据采用一个没有大小的点（坐标）

来表达基本点元素；而栅格数据将空间分成规则的格网，采用一个有固定大小的点（面元）来表达基本点

元素。 

图 10.2.1 矢量表示法和栅格表示法 

1.1 矢量数据结构 

矢量数据定位明显、属性隐含。优点是可以很好的表示地理实体的空间分布特征、数据精度高、数据

存储的冗余度低、便于网络分析。 

1.2 栅格数据结构 

栅格数据结构是将空间分割成规则的网格，称为栅格单元，在各个栅格单元上给出相应的属性值来表

示地理实体的一种数据组织形式。栅格数据的精度与格网尺寸有关，格网尺寸越小，数据表达越精细，精

度越高，数据量越大。栅格数据属性明显，定位隐含。优点是结构简单直观，易于同遥感影像结合处理；

适于矩阵处理；多源数据的叠合操作简单。缺点是数据精度影响数据量大小、冗余度大、网络分析困难。 

1.3 栅格属性赋值方法 

在人工采样、将矢量地图转换为栅格地图、扫描影像时，每个栅格会面

临一个取值的问题。例如右图所示为某栅格范围的一块矩形的地形区域，内

部含有 A、B、C 三种地物类型，O 为中心点。在决定其栅格属性时，赋值

方法有中心点法、面积占优法和重要性法。 

（1）中心点法取位于栅格中心的属性值为该栅格的属性值。右图中，

由于中心点位于属性为 C 的地物范围内，故其属性为 C。这种方法常用于具

有连续分布特征的地理要素，如降水分布、人口密度等问题，中心归属法是

被首要选用的。 

（2）面积占优法取该栅格中面积最大者为栅格单元赋值，右图中 B 类地物所占面积最大，故相应栅

格单元属性为 B。常用于分类较细、图斑较小的栅格。 

图 10.2.2 栅格属性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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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性法取该栅格中最重要的属性值为栅格属性值。设图中 A 类地物为最重要的地物类型，则

栅格属性为 A。此法常见于具有特殊意义而面积较小的地理要素，特别是点状和线状地理要素，如城镇、

交通枢纽、交通线、水系等。 在栅格代码中应尽量表示这些重要地物。 

栅格属性赋值方法的正确使用，则能较好地保持地表的真实性，尽可能地保持原图或原始数据的精度

问题。当然，缩小单个栅格单元面积，使每个栅格单元代表更为精细的地面矩形单元，减少混合单元、混

合类型与混合面积，可大大提高量算精度，保持真实形态及更细小的地物类型。但增加栅格个数会使数据

多，冗余严重。为解决此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栅格数据压缩编码方法。 

1.4 空间数据的压缩 

在 GIS 的存储中，数据压缩的目的是删除冗余数据，减少数据的存贮量，节省存贮空间，加快后继处

理的速度。在 GIS 数据存储中具有重要作用。 

（1）栅格数据压缩 

目前有一系列栅格数据压缩编码方法，如链码、游程长度编码、块码和四叉树编码等。其目的，就是

用尽可能少的数据量记录尽可能多的信息，其类型又有信息无损编码和信息有损编码之分。信息无损编码

是指编码过程中没有任何信息损失，通过解码操作可以完全恢复原来的信息，信息有损编码是指为了提高

编码效率，最大限度地压缩数据，在压缩过程中损失一部分相对不太重要的信息。 

（2）矢量数据压缩 

矢量数据压缩的目的是剔除多余点保留特征点，简化数据，是一种有损压缩。常见的矢量数据压缩算

法有：间隔取点法、垂距法、合并法、分裂法。 

 

2 空间关系 

在 GIS 中为了真实的反映地理实体，不仅要包括实体的位置、形状、大小和属性，还必须反映实体之

间的相互关系。空间关系的表达有不同方法，通常分为顺序关系、度量关系和拓扑关系三大类。顺序关系

用来描述空间实体之间的排列次序、前后位置和方位等空间关系；度量关系用来描述空间实体之间的距离

等关系；最常用的是拓扑关系，拓扑关系主要用于描述空间实体之间的空间逻辑关系，常用的拓扑关系有

邻接关系、关联关系和包含关系等。 

拓扑关系是指图形在保持连续状态下的变形，但图形关系不变的性质。地图上各种图形的形状、大小

会随图形的变形而改变，但是拓扑关系不会改变。俗称的拓扑关系是绘在橡皮上的图形关系，或者说拓扑

空间中不考虑距离函数。 

→ 拓扑（Topology）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意为“形状的研究”。研究在拓扑变换下能够保持不变的几何

属性——拓扑属性。 

拓扑元素包含点、线、面。如图 10.2.2 所示：N1，N2，…为结点；L1，L2，…为线段（弧段）；P1，

P2，…为面（多边形）。 

邻接关系：空间图形中同类元素之间的拓扑关系。如多边形之间的邻接性，弧段之间的邻接性以及结

点之间邻接关系（连通性）。例如多边形之间的邻接关系，P1 与 P2，P1 与 P3；又如结点之间的邻接关

系 N1 与 N2，N1 与 N4 等。 

关联关系：空间图形中不同元素之间的拓扑关系。例如结点与弧段的关联关系：N1 与 L1、L3、L5，

N2 与 L1、L2、L4；多边形与弧段的关联关系：P1 与 L1、L2、L3，P2 与 L2、L4、L5，P4 与 L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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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关系：包含关系可以分为三种，点在面内，线在面内，面在面内。例如多边形 P1 中包含 P4。 

图 10.2.3 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对数据处理和空间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根据拓扑关系，不

需要利用坐标或距离，可以清楚的反应实体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比几何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不受比

例尺限制，也不随投影关系变化。（2）利用拓扑数据有利于空间要素的查询，例如，某条铁路通过哪些

地区、某县与哪些县邻接、某河流能为哪些地区的居民提供水源等。（3）可以利用拓扑关系重建地理实

体。例如根据弧段构建多边形、实现道路的选取、进行最佳路径的选择等。 

另外，拓扑关系在数字地图的查错方面也很有用途，拓扑关系检查可以发现未正确接合的线、未正确

闭合的多边形。这些错误如果未被改正，可能会影响空间分析的正确性。例如，在路径分析时，断开的道

路会导致路径的错误选择。 

 

3 基础地理数据 

基础地理数据是描述地表形态及其所附属的自然以及人文特征和属性的总称。 

3.1 基础地理数据的内容与特点 

基础地理信息反映地球表层水系、居民地及建筑设施、交通、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被与土质

等自然和人文要素的位置、形态和属性的基本信息，以及地名和地理空间参照信息。主要通过数字矢量地

图（数字线划地图）、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数字栅格地图数据等形式表现。它是统一

的空间定位框架和空间分析的基础。 

基础地理数据特点：基础性，权威性，现势性与动态性，抽象性，多尺度、多分辨率性，多样性，复

杂性。 

3.2 基础地理数据的采集 

基础地理数据采集主要有：①全野外数据采集；②航空摄影测量和航天遥感；③地图数字化技术。 

3.3 基础地理数据更新 

基础地理数据更新主要分为确定更新策略、变化信息获取、变化数据采集、现势数据生产、现势数据

提供等五个步骤。 

（1）确定更新策略 

在数据更新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数据更新的目标、任务，包括更新范围（重点建设区域、人口密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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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更新内容（道路、居民地、行政界线等）、更新周期（逐年更新、定期全面更新、动态实时更新）、

更新工程的组织与实施方案（责任机构、组织机制、经费与效益分配等）。 

① 更新周期。可采用定期全面更新和动态实时更新两种模式。定期全面更新，在一定的周期内完成某

个区域的更新，更新的实施应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优先保证规划建设的热点地区和重要项目对基础

地理数据的需求。动态实施更新，例如，通过竣工测量，对变化了的区域进行实时或及时的测绘，将更新

成果直接入库，实时更新。 

② 更新内容。一般地，基础地理数据的更新按全要素进行，但也可根据需要和周期选择一种或几种要

素进行更新，如道路、居民地、水系等，并根据不同要素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更新方法。 

③ 更新精度。基础地理数据的更新精度不宜低于原数据的精度，通过数据更新提高现势性，同时提高

数据的精度和标准。 

④ 更新范围。基础地理数据通常按图幅更新，这种方式便于数据的生产和管理，是目前数据更新的主

要方式。但也可按区域如街区更新，一般是将更新的区域按街巷和道路分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分幅而破

坏要素的自然连接关系，有利于基础地理数据库的数据组织与建库。但这种方式会给包括元数据在内的数

据组织与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⑤ 更新队伍。要做到实时更新，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组建专门的更新队伍，按片包干，对变化的地

区及时更新测量。 

（2）变化信息获取 

当前用来获取变化信息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① 专业队伍进行现势调查，发现变化。 

② 将卫星遥感影像与现有数据比较，发现变化。 

③ 根据其他渠道获取变化信息，如有关专业单位、社会力量、新闻途径等。 

（3）变化数据采集 

对确定的变化信息进行数字化采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① 人工数据采集，包括对标绘图进行数字化、野外勘测数字作业、GNSS 采集等。 

② 交互式数据采集，包括摄影测量、遥感图像处理等。 

③ 自动数据采集，卫星遥感影像识别与处理等。 

在基础地理要素建库过程中，数据的采集一般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成图和全野外数据采集。用于基础地

理数据更新的卫星影像主要有：TM 影像（分辨率为 30m）、SPOT 影像（分辨率为 2.5m、5m 或 10m）、

IKONOS 影像（分辨率为 1m）、QuickBird 影像（分辨率为 0.61m）以及我国自己的测绘卫星。从地图比

例尺及地图更新成本考虑，可采用下述两种技术方案：一是基于 SPOT、TM 影像的更新方案，主要用于

1:5 万-1:10 万基础数据的更新；二是基于 IKONOS、QuickBird 影像的更新方案，主要用于 1:1 万或更大

比例尺基础地理数据的更新。 

（4）现势数据生产 

将新采集的变化数据与原有数据库中未变化的数据融合，从而形成新的集成的现势数据库。原始数据

可能会有新增、消失、改变等变化类型，相应的处理包括：插入、删除、匹配并替换、历史信息的保存与

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包括：①数据模型的演变；②比例尺与数据质量标准；③需要提供

足够的元数据以便对更新过程进行追踪；④匹配的方法有人工匹配、交互匹配、自动匹配等；⑤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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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与管理。 

（5）现势数据提供 

提供给用户的现势数据可以是批量替代的方式。但由于用户在购买数据后会在其中附加许多自己独有

的属性及语义，需要予以保留，所以有时只需要提供变化部分和相应的元数据，供用户与其独有属性联结。

原则上应该能让用户得到任一时期的快照，让用户尽量少地进行集成与拓扑重建工作，允许用户保留与特

有属性的链接。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更新信息分发服务的政策与价格。 

3.4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 

在基础地理数据生产与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中都应遵循一系列技术标准。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标准为数据生产、数据库建立、产品开发、系统建设和应用等提供规范化的依据，是工程得以标准化实施

的保证。 

（1）基础标准 

基础标准是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建库和系统建设与应用中其他标准的基础，是被普遍使用的具有

广泛指导意义和约束意义的标准。主要包括：空间参考系、分幅与编号、图式、要素分类编码、数据字典、

元数据、数据交换格式等系列标准。其中要素编码采用 6 位十进制数字码，分别为数字顺序排列的大类、

中类、小类和子类码，如下： 

大类码    +    中类码   +   小类码   +    子类码 

（1 位）        （1 位）      （2 位）      （2 位） 

第一位为大类码，共 8 个大类（1 为定位基础，2 为水系，3 为居民地及设施，4 为交通，5 为管线，

6 为境界与政区，7 为地貌，8 为植被与土质）。 

第二位为中类码，中类在各大类基础上划分出共 46 类。 

第三、四位为小类码，在中类基础上细分。 

第五、六位为子类码，在小类基础上再次细分。 

（2）产品标准 

产品标准是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必须达到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栅格

地图（DRG）、数字正射影像图（DOM）和数字线划图（DLG）等基本类型。产品标准规定产品的分类、

标记、技术指标与要求、产品包装、检测与评价、分发格式等内容。 

（3）技术标准 

数据生产技术标准是对数字产品为达到产品标准要求而对生产技术方法、工艺流程、技术指标与要求、

检查等作出的相应技术规定。同时也包括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服务的基本技术规定。 

（4）管理标准 

管理标准是在基础地理数据生产、建库和系统建设中需要统一协调的技术管理、质量监督等方面的标

准，包括产品检测与评价、数据库设计与建库、数据库和管理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方面的技术规定等。 

 

4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 

4.1 专题地理数据的类型与特点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突出空间的某一种或几种专题要素，除了包括可见的、能测量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现

象外，还反映人们看不见和推算的各种专题现象；同时不仅显示专题内容的空间分布，也反映这些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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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发展。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是面向用户的主要内容，不仅包含空间定位信息，而且还包含大量的专题属性信息

和统计信息。 

专题地理信息数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专题空间数据，另一个是专题非空间数据（包含

专题属性数据、专题统计数据和多媒体数据），这两类数据都集成在专题地理目标上。因此，专题数据的

表达也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即专题空间数据的表达和专题非空间数据。前者是以空间数据为基础，在电

子地图上显示专题目标的空间定位，有助于了解专题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后者以专题属性的表达为基础，

通过对专题属性的表达为基础，通过对专题属性信息在空间分布上的直观表达，有助于进行科学的规划与

决策。 

4.2 专题地理数据的采集 

专题地理数据的采集分为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文档数据采集、统计数据采集、声像数据采集等。 

4.3 专题地理数据更新 

专题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更新分为专题地理信息数据更新与非专题地理信息数据更新。更新原则：①

精度匹配原则；②现势性原则；③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同步更新原则。 

4.4 专题地理信息标准 

专题地理信息标准除了包括了相应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标准，还包括各个领域中专题地理信息的标

准。 

 

5 属性信息 

5.1 属性信息的类型与特点 

属性信息描述空间要素的特征。要素类型以及应用不同，空间要素的属性信息也会有显著不同。属性

信息分类是根据属性值或者属性把数据集减至较少类目。 

5.2 属性信息的获取 

属性信息的获取主要是获取空间要素的特征。 

5.3 属性信息的更新 

通过对属性信息操作可以由现有的信息数据生成新的属性信息。新信息常针对特定的项目。常见的情

景是通过把属性信息数据取值分成少数几类来简化现有属性信息数据。另外是从现有属性信息数据绩新的

属性信息。 

生成新属性信息数据的一个方法是用现有的数据作计算。另一个方法可以通过在计算中结合专业知识

生成解释数据。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与矢量数据相比，栅格数据的特点是（ ）。 

A. 数据结构简单   B. 能够提供有效的拓扑关系 C. 数据存储所占空间小  D. 图形与属性数据联动 

2.（2011 年）图形输出设备可分为矢量型和栅格型两类。下列各组输出设备中，全部为栅格型的是（ ）。 

A. 喷墨绘图仪、笔式绘图仪、激光照排机、点阵式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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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激光照排机、喷墨绘图仪、静电绘图仪、笔式绘图仪 

C. 点阵式打印机、激光照排机、笔式绘图仪、静电绘图仪 

D. 静电绘图仪、点阵式打印机、喷墨绘图仪、激光照排机 

3.（2012 年）根据《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下列规格的格网中，满足城市 DEM 格网大小

要求的是（ ）。 

A. 10m×10m    B. 20m×20m    C. 30m×30m    D. 50m×50m 

4.（2012 年）下列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检查项中，属于元数据检查项的是（ ）。 

A. 属性正确性    B. 数据生产者    C. 属性完整性    D. 数据使用者 

5.（2013 年）确定栅格数据单元属性的方法中，常用于分类图斑较小、狭长的地理要素的赋值方法是（ ）。 

A. 中心归属法    B. 长度占优法    C. 面积占优法    D. 重要性法 

6.（2013 年）道路专题数据生产中，除采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外，还应建立相应的元数据。下列数据中

属于元数据的是（ ）。 

A. 道路名称     B. 道路起止点    C. 道路日常养护单位  D. 道路数据生产单位 

7.（2014 年）在获取栅格数据时，能提高精度，减少信息损失的办法是（ ）。 

A. 增大栅格单元面积   B. 缩小栅格单元面积  C. 改变栅格形状   D. 减少栅格总数 

8.（2011 年）下列方法中，可用于矢量空间数据压缩的是（ ）。 

A. 行程编码和四叉树编码        B. 利用算法删除线状要素上的部分点 

C. 建立图元之间的拓扑关系       D. 将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分开存储 

9.（2012 年）在 GIS 数据检查中，利用拓扑关系规则可进行（ ）检查。 

A. 空间数据精度分析   B. 空间数据关系   C. 属性数据逻辑性   D. 属性数据完整性 

10.（2014 年）下列图形对象中，具有拓扑关系的是（ ）。 

A.               B.       C.       D.  

11.（2014 年）矢量要素空间关系的基本类型包括（ ）。 

A. 度量关系     B. 相关关系     C. 耦合关系    D. 方向关系 

E. 拓扑关系 

12.（2015 年）地形图数据拓扑检查是对（ ）的检查。 

A. 空间数据精度    B. 属性数据完整性   C. 空间数据关系   D. 属性数据准确性 

13.（2016 年）下列空间关系描述项中，不属于拓扑关系的是（ ）。 

A. 一个点指向另一个点的方向       B. 一个点在一个弧段的端点 

C. 一个点在一个区域的边界上      D. 一个弧段在一个区域的边界上 

14.（2013 年）下列关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更新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可以定期进行全面更新，也可以进行动态局部更新 B. 可以全要素更新，也可以一种或几种要素更新 

C. 更新后成果整体精度高于原数据精度    D. 可以按图幅进行更新，也可以按区域进行更新 

15.（2013 年）下列关于专题地理信息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是面向用户需求的特定地理信息      B. 可分为专题空间数据和专题非空间数据 

C. 专题空间数据包括点、线、面三种类型    D. 只能反映可见自然、社会、经济现象 

16.（2014 年）基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 GIS 应用开发中，最主要的开发成本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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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理信息数据生产   B. GIS 基础软件平台采购 C. 应用软件系统开发  D. 软件质量控制 

17.（2014 年）下列专题数据中，可用于更新 GIS 系统基础空间数据的是（ ）。 

A. 政区专题数据    B. 环保专题数据   C. 气象专题数据   D. 地震专题数据 

18.（2015 年）下列地理信息数据采集方法中，不属于野外采集方法的是（ ）。 

A. 平板测量     B. 扫描矢量化    C. GPS 测量    D. 像片调绘 

19.（2015 年）若要求专题地理信息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能重叠显示，两者的（ ）必须保持一致。 

A. 坐标系统     B. 数据格式     C. 拓扑关系    D. 比例尺 

20.（2016 年）目前地图网站流行让地图使用者完成数据更新，这种数据更新模式被称为（ ）。 

A. 集中更新模式    B. 定期更新模式    C. 众包更新模式   D. 全面更新模式 

21.（2019 年）现行国家标准规定，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代码采用（ ）位十进制码。 

A. 10     B. 8      C. 6      D. 4 

22.（2019 年）下列关于拓扑关系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拓扑关系随地图投影变化而变化     B. 拓扑关系反映了空间对象的属性变化 

C. 拓扑关系是空间对象位置的表达     D. 拓扑关系不会随空间对象的压缩或拉伸而变化 

23.（2019 年）下列质量检查项中，不属于栅格数据质量检查内容的是（ ）。 

A. 几何精度    B. 逻辑一致性   C. 数据完整性   D. 接边精度 

24.（2020 年）以下不属于压缩编码方式的是（  ）。 

A. 链式编码    B. 直接栅格编码   C. 四叉树编码   D. 块状编码 

25.（2021 年）以下描述中，不属于拓扑描述的是（ ）。 

A. 国界不能有悬挂点        B. 等高线不能相交 

C. 道路可用线性符号表示       D. 标识点必须落在多边形内 

26.（2021 年）下列选项中，属于空间关系质量元素的有（ ）。 

A. 面要素的闭合性  B. 点要素的精度   C. 乡镇权属界线与其所属村界的包含性 

D. 空间要素标识码的唯一性      E. 主要河流与其支流的连通性 

27.（2022 年）下列数据属于空间信息的是（ ）。 

A. 人脸识别的照片  B. 超市购物的记录  C. 道路数据的生产者  D. 车辆运行的轨迹 

28.（2022 年）下列不属于拓扑关系的是（ ）。 

A. 等高线不能相交  B. 村界与镇界邻接  C. 房屋和道路的占地面积 D. 点在多边形内部 

29.（2022）下列属于栅格数据无损压缩的是（ ）。 

A. 游程编码    B. 间隔取点法   C. 增大栅格单元面积  D. 减少栅格总数 

 

[ 参考答案 ] 

1. A  2. D  3. A  4. B  5. C  6. D  7. B  8. B  9. B  10. A  11. ADE  12. C  13. A  14. C  15. D  

16. A  17. A  18. B  19. A  20. C  21. C  22. D  23. C  24. B  25. C  26. CE  27. D  28. C  2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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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空间分析 

→ 重要指数：★★★★★ 

 

空间数据只有用于分析和处理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分布的各种空间现象，解决复杂的决策和管理问题，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这需要通过严密、科学的空间分析技术。因此，空间分析是 GIS 的核心，是 GIS 区

别于一般信息系统的主要方面。空间分析是指以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和形态为基础，提取和产生新的空间

信息技术和过程。 

 

1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spatial buffer analysis）是以点、线、面实体为基础，自动建立其周围一定宽度范围的

缓冲区多边形，用以识别这些实体对邻近对象的辐射范围或影响度，以便为某项分析或决策提供依据。点

的缓冲方向是以点为中心画圆，线的缓冲方向是以线为中心向两边画平行线，面的缓冲方向是以面为中心

向外画平行线扩展面域，如下图所示。 

图 10.3.1 点、线、面缓冲区示意图 

缓冲区分析是 GIS 中重要和基本的空间分析功能之一，它有着广泛的实际用途。例如在城市改造中，

要统计沿某条街两侧 200m 以内三层楼以下的建筑物分布情况；在林业方面，要求距河流两岸一定范围内

规定出禁止砍伐树木的地带，以防止水土流失；在地震带要按照断裂线的危险等级，绘出围绕每一断裂线

的不同宽度的缓冲带，作为警戒线的标识等。这些都要应用缓冲区的空间操作方法。 
 
2 叠加分析 

空间叠加分析（Spatial Overlay Analysis）是指在统一空间参考系统下，将有关各数据层进行叠加，

通过运算产生一个新的数据层面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产生了新的空间关系，而且综合了原来多个层面要素

的属性，能够发现多层数据间的相互差异、联系和变化等特征。例如，将行政图和植被类型图进行叠加后，

可以得出某个区域内有哪些类型的植被，并可统计每种植被的占地面积。 

叠加分析有三个关键元素：输入图层、与其叠加的图层和输出图层。常见的叠加分析方法有：擦除、

识别、交集、合并、更新等。 

（1）擦除（Erase）：输出图层为保留以其中一输入图层为控制边界之外的所有图形。 

（2）识别（Identity）：输出图层为保留以其中一输入层为控制边界之内的所有图形。 

（3）交集（Intersect）：输出图层为保留原来两个输入图层的公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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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并（Union）：输出图层为保留原来两个输入图层的所有图形。 

（5）更新（Update）：输出图层为一个经删除处理后的图层与一个新的特征图层进行合并后的结果。 

图 10.3.2 图层擦除的三种形式 

图 10.3.3 交集操作 

图 10.3.4 图层合并 

3 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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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网络分析（Spatial Network Analysis）是 GIS 空间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是一个由点、线的

二元关系构成的系统，通常用来描述某种资源或物质在空间上的运动。城市的道路交通网、供水网、排水

管网、水系网都可以用网络来表示。 

网络分析的用途很广泛，如：行车路线或紧急救援行动路线的最佳路径选择；当估计排水系统在暴雨

期间是否溢流及泛滥时需要进行网络流量分析或负荷估计；城市消防站分布和医疗保健机构的配置等，也

可以看成是利用网络和相关数据进行资源的最佳分配。这类问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胜枚举，因此在 GIS

中此类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分析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路径分析、地址匹配、资源分配等。 

3.1 路径分析 

路径分析是 GIS 中最基本且非常重要的功能，其核心是最优路径的求解。在交通网络中，救护车需要

了解从医院到病人家走那条路最快；在运输网络中，有时需要找出运输费用最小的路径；在通讯网络中，

要找出两点间进行信息传递具有最大可靠性的路径。 

3.2 地址匹配 

地址匹配也叫地理编码，是将文字性的描述地址（街道门牌号）与其空间的地理位置坐标建立起对应

关系的过程。 

图 10.3.5 地址匹配 

3.3 资源分配 

资源分配用来模拟地理网络上资源的供应与需求关系，主要包括中心定位与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其中

定位问题是指已知需求源的分布，要确定最合适的供应点布设位置；而分配问题是指已知供应点，要确定

供应点的服务对象。通常这是两个需要同时解决的问题，所以又称定位与分配问题。例如城市重要公共设

施的规划，比如医院、学校、应急设施等。 

 

4 地形表面分析 

地形分析是人们对地形环境认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里介绍了坡度、坡向分析以及视域分析。 

4.1 坡度和坡向分析 

坡度是指过地表一点的切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描述地表面在该点的倾斜程度。坡向是指地表面上一

点的切平面的法线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该点的正北方向的夹角，描述该点高程值改变量的最大变化方向。在

农业生产中，准确分析耕地坡度信息有很重要的意义，比如坡度和坡向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一定影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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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坡向不同坡度，温度、光照、水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4.2 视域分析 

视域分析，即通视分析，是指以某一点为观察点，研究某一区域通视情况的地形分析。它在不同的领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如火灾监控点的设定，观察哨所的设定等等。 

图 10.3.6 视域分析 

 

5 栅格数据的空间分析 

5.1 聚类分析和聚合分析 

聚类、聚合分析均是指将一个单一层面的栅格数据系统经某种变换而得到一个具有新含义的栅格数据

系统的数据处理过程。 

聚类分析是根据设定的聚类条件，对原有数据系统进行有选择的信息提取而建立新的栅格数据系统的

方法。如下图，在四种类型要素中提取要素 2 的聚类：要素 2 重新赋值 1，要素 1、3、4 赋值 0。 

图 10.3.7 聚类分析 
 聚合分析根据空间分辨率和分类表，进行数据类别的合并或转换，以实现空间地域的兼并。空间聚合

的结果往往将较复杂的类别转换为较简单的类别，并且常以较小比例尺的图形输出，当从小区域到大区域

的制图综合变换时常需要使用这种分析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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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8 聚合分析 

 栅格数据的聚类、聚合分析处理法在数字地形模型及遥感图像处理中的应用是十分普遍的。例如，由

数字高程模型转换为数字高程分级模型便是空间数据的聚合，从遥感数字图像信息中提取某一地物的方法

则是栅格数据的聚类。 

5.2 追踪分析 

追踪分析是对于特定的栅格数据系统，由某一个或多个起点，按照一定的追踪线索进行目标追踪或者

轨迹追踪，以便进行信息提取的空间分析方法。 

如下图所示，栅格所记录的是地面点的海拔高程值，根据地面水流必然流向最大坡度方向，由追踪法

可以提取出地面水流的基本轨迹。 

图 10.3.9 追踪分析 

5.3 窗口分析 

窗口分析是对栅格数据系统中的某个或多个栅格点，建立一个固定半径的分析窗口，并在该窗口内进

行一系列的统计计算，比如均值、最大值、最小值、中指、求和等。 

 

[ 历年真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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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 年）道路拓宽时，计算道路拆迁指标采用的空间分析方法是（ ）。 

A. 缓冲区分析    B. 包含分析     C. 网络    D. 最短路径分析 

2.（2013 年）某地发生重大洪水，政府要对沿江一定区域受灾人口数量进行统计分析。下列 GIS 空间分

析功能中，可以组合利用的是（ ）。 

A. 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        B. 通视分析、缓冲区分析 

C. 网络分析、叠加分析        D. 网络分析、缓冲区分析 

3.（2014 年）GIS 中地理编码的作用是（ ）。 

A. 对实体目标进行分类编码       B. 实现非空间信息的空间化 

C. 建立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       D. 建立实体数据与元数据的关系 

4.（2014 年）矢量数据空间分析的基本方法包括（ ）。 

A. 包含分析     B. 缓冲分析     C. 聚类分析    D. 叠置分析  

E. 窗口分析 

5.（2015 年）用户需要计算某水库周边海拔 500m 以下区域内居民地数量，下列空间分析方法中，可以满

足用户需求的是（ ）。 

A. 缓冲分析     B. 叠加分析     C. 邻近分析    D. 网络分析  

6.（2016 年）下图中，长方形为房屋，AB 为道路，沿 AB 中心线作一个 1000m 带宽的缓冲分析，图内缓

冲区中房屋的数量是（ ）个。 

A. 1      B. 2      C. 3      D. 4 

7.（2016 年）下列空间分析方法中，属于栅格数据空间分析的有（ ）。 

A. 窗口分析     B. 包含分析    C. 地形分析    D. 网络分析 

E. 聚类分析 

8.（2017 年）下列几种空间分析功能中，用来从某点出发判断该区域其他所有点可视情况的是（ ）。 

A. 叠置分析    B. 邻近分析    C. 路径分析    D. 通视分析 

9.（2019 年）某地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要求确认某国道两边 500 米范围内 25°以上坡度区域是否被林地

覆盖。下列数据和计算方法的组合中，适合用于解决上述问题的是（）。 

A. DLG、 DEM、坡度分析、缓冲分析    B. DLG、DOM、坡度分析、网络分析 

C. DLG、DEM、缓冲分析、网络分析    D. DLG、 DOM、缓冲分析、坡度分析 

10.（2020 年）GIS 辅助选址时，要求所选地址周边不能有医院、商场等公共设施，较适合的空间分析方

法是（ ）。 

A. 网络分析    B. 缓冲区分析   C. 聚类分析    D. 坡度分析 

11.（2020 年）按居民地到设施点距离最短的要求划分设施点的服务范围可以采用的空间分析方法是（ ）。 

A. 泰森多边形法   B. 视域分析法   C. 叠置分析    D. 缓冲区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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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0 年）下列 GIS 应用中，适合采用 DEM 数据的有（ ）。 

A. 流域范围提取   B. 森林火灾监测点设置 C. 水库大坝选址   D. 居民地拆迁分析 

E. 物流配送路径分析 

13.（2021 年）下列不属于 DEM 在空间分析中的应用是（ ）。 

A. 通视分析    B. 流域范围提取   C. 缓冲区分析   D. 地形坡度坡向计算 

14.（2021 年）输入图形 A、B、C 如下图，进行合并叠加分析后输出的图形是（ ）。 

A.             B.  

 

 

C.             D.  

 

 

 

 

[ 参考答案 ] 

1. A   2. A  3. B  4. ABD  5. B  6. B  7. ACE  8. D  9. A  10. B  11. A  12. AB  13. C  1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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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地理信息数据库 

→ 重要指数：★★☆☆☆ 

 

1 数据与数据库 

1.1 数据 

数据是描述事物的符号记录，是数据库中存储的基本对象。 

1.2 数据库 

数据库（Data Base）是以一定的组织方式存储在一起的相互关联的数据集合。空间数据库是 GIS 中

存储的与应用相关的地理空间数据的总和。 

表 10.4.1 传统数据库与空间数据库的比较 

 传统数据库 空间数据库 

数据连续性 / 相关性 不连续 相关性小 连续 较强空间相关性 

实体类型 / 空间关系 少 简单固定 多 复杂且不固定 

记录长度 结构化 等长 非结构化 不等长 

查询与操作 文字、数字 文字、数字、空间图形 

  1.3 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实现 

（1）常规 DBMS 进行扩展，使有空间数据存储、管理功能，如 Oracle。 

（2）常规 DBMS 基础上加一层空间数据库引擎。如 ESRI 的 SDE（Spatial Database Engine）。 

 

2 空间数据建库 

2.1 数据准备和编辑 

（1）地图数字化 

地图数字化是将现有的地图、外业观测成果、航空像片、遥感图片数据、文字资料等转换成 GIS 可以

接受的数字形式。 

（2）数据格式转换 

多源空间数据的统一是建立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关键步骤。 

空间数据转换格式是空间数据存在的一种特定的编排格式。该格式用于当两个空间数据处理系统在使

用不同的计算机硬件、操作系统和空间数据管理软件时，能容易地、完整无损地将空间数据从一个系统转

换到另一个系统。 

空间数据转换格式是实施空间数据转换的标准中介格式。为实现转换，需要制定并遵循统一的空间数

据转换标准。 

（3）地理空间数据编辑 

数字化后的数据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或误差，属性数据在输入时，也难免会存在错误，因此对图形

数据和属性数据进行编辑和处理，是保证数据正确可用的必要条件。 

2.2 空间数据库模式创建 

目前，大多数商品化的 GIS 软件都采用建立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基础上的综合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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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模型，主要数据库解决方案包括： 

（1）文件—关系型 

属性数据存储在常规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数据存储和检索比较可靠、有效。 

几何数据采用图形文件管理，功能较弱，特别是在数据的安全性、一致性、完整性、并发控制方面，

比商用数据库要逊色得多。 

属性数据和几何数据分开存储，两者用标识码联系起来，数据的完整性有可能遭到破坏。目前已很少

使用该方案。 

（2）全关系型 

指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都用某一关系数据库系统管理。属性数据、几何数据同时采用关系型数据库进

行管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不必进行烦琐的连接，数据存取较快；属间接存取，效率比 DBMS 的直接存

取慢，特别是涉及空间查询、对象嵌套等复杂的空间操作。该方案只适合于简单的应用。 

（3）对象—关系型 

将空间数据作为对象引入关系数据库中，在关系数据库上增加空间数据引擎（SDE）来管理这些空间

数据，实现对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一体化管理，每个实体的空间与属性数据逻辑上在同一条记录中。这

是目前 GIS 数据库的主流模式。 

2.3 空间数据入库 

（1）对数字化信息规范化处理 

主要有数字检查、纠正，重新生成数字化文件，转换特征码，统一坐标原点，进行比例尺的变换，不

同资料的数据合并归类。 

（2）为实施地图编制而进行的数据处理 

包括地图数学基础的建立，不同地图的投影变换，对数据进行选取和概括，各种专门符号、图形和注

记的绘制处理。 

 

3 属性数据建库 

由关系数据结构组成的数据库系统称为关系数据库系统。在关系数据库中，对数据的操作几乎全部建

立在一个或多个关系表格上，通过对这些表格的操作来实现对数据的管理。 

3.1 属性数据库结构创建 

（1）表。一种按行与列排列的相关信息的逻辑组。 

（2）字段。数据库表中的每一列称为一个字段，字段可包含各种字符、数字甚至图形。表是由其包

含的各种字段定义的，每个字段描述了它所含有的数据。创建一个数据库时，须为每个字段分配一个数据

类型、最大长度和其他属性。 

（3）记录。有关的信息存放在表的行，被称为记录。一般来说，数据库表创建时任意两个记录都不

能相同。 

（4）键。表中的某个字段（或多个字段），它（们）为快速检索而被索引。键可以是唯一的，也可

以不是，取决于它（们）是否允许重复。 

关系数据库可以由多个表组成，表与表之间可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 

3.2 属性数据准备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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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表格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与地理信息内容紧密相关的属性表，另一种是外置的、与属性表可

以实现连接（join）或链接（link）的数据库表。 

3.3 属性数据入库 

属性数据入库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表中的每一个属性值是不可最再分的基本单元。 

（2）表中每一列的属性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3）表中每一列必须有相同的数据类型。 

（4）表中不能有完全相同的行。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下列关于数据库系统的说法，正确的有（ ）。 

A. 数据库系统可减少数据冗余     B. 数据库系统避免了一切数据冗余 

C. 数据库系统比文件系统关系更安全   D. 数据库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 

E. 数据库系统中，数据的物理结构必须与逻辑结构一致 

2.（2015 年）下列关于属性数据入库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数据库表中每一列的属性名必须是唯一的   B. 数据库表中每一列必须有相同的数据类型 

C. 数据库表中不能有完全相同的行     D. 数据库表中的属性值是可再分的单元 

3.（2015 年）下列数据检查项中，不属于入库数据检查内容的是（ ）。 

A. 数学基础     B. 数学精度     C. 数据格式   D. 数据项的完整性 

4.（2021 年）下列不属于入库数据检查内容的是（ ）。 

A. 平面精度检查    B. 标识码唯一性检查   C. 接边检查   D. 字段定义一致性检查 

 

 

[ 参考答案 ] 

1. AC  2. D  3. B  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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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地理信息工程技术设计 
→ 重要指数：★★★★☆ 

 

1 地理信息工程的基本步骤 

地理信息工程是指应用 GIS 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现代测绘技术等，用于解决具体应用的

软件系统工程。 

地理信息工程的实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需求调研和可行性分析 

（2）总体设计和制定实施方案 

（3）详细设计与开发测试 

（4）试运行与调试 

（5）系统维护和评价 

用户需求调研是地理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一步，调研用户对 GIS 的需求和现有业务需求，以及用户现

有数据基础，并形成用户需求调研报告，明确用户业务需求和系统需求，分析用户数据和系统现状，提出

系统建设预期目标，分析系统建设的可行性。用户需求调研报告是系统总体设计的依据，为下一步工作奠

定基础。 

在用户需求调研报告基础上，对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并制定系统工程建设的实施方案。以总体设计和

实施方案为纲领，实施系统的详细设计、数据整理分析和开发测试工作。在系统开发完成之后进行系统试

运行和调试、完善系统及系统安装运行。 

 

2 系统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针对系统功能和设计工作就用户的现行软件系统和现有数据基础，以及业务工作对系统的

需求进行调研，明确用户对系统的需求，发现并提出现有软件中的问题，并分析用户需求和系统建设的可

行性，形成对问题、数据、需求的调研报告。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1）用户情况调查包括现有软件系统问题、数据现状、业务需求。（2）系统目

标分析。（3）系统可行性分析。（4）系统功能和性能分析。（5）提交需求调研报告。 

2.1 系统目标分析 

通过分析用户类型、分析现行系统、分析系统服务对象、调查用户应用现状，来明确系统的建设目标

和任务，即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系统，为以后总体设计中的系统功能设计提供依据。 

2.2 系统可行性分析 

在对系统进行初步调查之后，开发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下述问题作出选择：该项目是否具有立项的

必要性；如果立项建设，应该按何种方式和规模组织开发；这些方案的可行性如何。另外，开发任何一个

信息系统，都会受到时间和资源上的限制。因此，在接受项目之前必须根据用户可能提供的时间和资源条

件进行可行性研究，以避免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浪费。 

可行性研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①数据源调查与评估；②技术可行性评估；③系统的支持状况；④经

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2.3 系统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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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分析是在明确系统目标的基础上，对系统目标在具体实现上进行设计和细分。常用的方法如

下面三种： 

（1）结构化分析方法。结构化方法从功能上对系统进行划分，将系统按功能划分成各个模块，将各

个模块编写成子程序，通过子程序之间的结构和层次之间的耦合来解决复杂的问题。结构化分析方法采用

自顶向下、逐层分解的系统分析方法来定义 GIS 系统的需求，要点是将系统开发的全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

而后分别确定它们的任务。结构化分析采用的工具有：数据流图（Data Flow Diagram）、实体关系图（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和数据字典（Data Dictionary）等。 

数据流图（Data Flow Diagram）：简称 DFD，它从数据传递和加工角度，以图形方式来表达系统的

逻辑功能、数据在系统内部的逻辑流向和逻辑变换过程，是结构化系统分析方法的主要表达工具及用于表

示软件模型的一种图示方法。如下图是一个飞机机票预订系统的数据流图，它反映的功能是旅行社把预订

机票的旅客信息输入机票预订系统，系统为旅客安排航班。在数据流图中，圆或椭圆，表示加工；箭头，

表示数据流；双横线，表示数据存储；方框，表示数据的源点或汇点。 

图 10.5.1 一个飞机机票预订系统的数据流图 

数据字典用来解释说明数据流图中的所有要素，其目的是对数据流程图中的各个元素做出详细的说明。

数据字典是对数据的描述，属于元数据，而不是数据本身。它是数据流图中所有要素严格定义的场所，这

些要素包括数据流、数据流的组成、文件、加工说明及其他应进入字典的一切数据。其中，每个要素对应

数据字典中的一个条目。数据字典在需求分析中建立，在设计阶段、实现阶段、维护阶段不断完善。 

数据字典最重要的用途是作为分析阶段的工具。在数据字典中建立严格一致的定义有助于增进分析员

和用户之间的交流，从而避免许多误解的发生。数据字典也有助于增进不同开发人员或不同开发小组之间

的交流。同样，将数据流图和对数据流图中的每个要素的精确定义放在一起，就构成了系统的、完整的系

统规格说明。数据字典和数据流图一起构成信息系统的逻辑模型。没有数据字典，数据流图就不严格；没

有数据流图，数据字典也没有作用。 

实现数据字典的常见方法有三种：全人工过程、全自动过程和混合过程。GIS 数据字典的主要内容包

括：数据流图中每个图形要素的名字、别名或编号、分类、描述、定义、位置等。通过建立 GIS 数据字典，

在 GIS 分析过程中，就可以通过名字方便地查阅数据的定义；也可以按各种要求，列出各种表格供分析员

使用；还可按描述内容或定义来查询数据的名字；甚至可以通过检查各个加工的逻辑功能，实现和检查数

据与程序之间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后面的所有设计、实现到维护阶段，都需要参考数据字典进行设计、修

改和查询。 

（2）面向对象分析方法。面向对象 OO（Object Oriented）方法把面向对象的思想应用于软件开发，

将系统中的数据和相关操作进行分类和封装，抽象成一种新的数据结构——类，并在系统的实现过程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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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化，实例化的对象与客观实体有直接对应关系，通过对象的属性和行为，以及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解决实

际问题。面向对象方法吸收了结构化的基本思想和优点，在数据抽象的基础上添加对操作的抽象，使面向

对象程序具有高重用性，其实就是结构化的再抽象和再模块化。面向对象分析方法通过自底向上提取对象

并进行对象的抽象组合来实现系统功能和性能分析。 

（3）快速原型化分析方法。以系统分析员和用户交流的方法来确定用户需求，然后不断反馈改进，

通过反复与用户交流和修改原型，使原型的功能能够充分体现客户需求。其目标就是与客户一起工作，从

一个原始的需求的轮廓开始，逐步改进，最终发展成为符合实际需要的系统。其特点是强化沟通、降低风

险、减少后期变更成本和提高项目成功率。 

2.4 需求规格说明书 

需求规格说明书是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任务分析模型，描述了系统的需求，是联系系统需求分

析与系统设计的重要桥梁。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作为系统分析阶段的技术文档，是提交审议的一份必要的

工作文件。一旦审议通过则成为用户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技术合同，下一阶段系统设计的依据。其主要内容

如下： 

① 引言：编写目的、项目背景、定义、参考资料等。 

② 项目概述：项目目标、内容、现行系统情况；系统运行环境；条件与限制。 

③ 系统数据描述：静态数据、动态数据、数据流图、数据字典、数据库描述、数据加工和数据采集等。 

④ 系统功能需求：功能划分和功能描述。 

⑤ 系统性能需求：数据精确性、时间特征、系统变化适应性等。 

⑥ 系统运行需求：用户界面、硬件接口、软件接口、故障处理等。 

⑦ 质量保证。 

⑧ 其他需求：如可适用性、安全保密、可维护性、可移植性等。 

 

3 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总体设计包括体系结构设计、软件结构设计、运行环境设计、系统功能设计、系统安全设计、数

据库设计等。 

系统设计的工具有：层次图、HIPO 图、结构图、统一建模语言（UML）等。 

层次图（hierarchical chart）：又称 H 图，用来描述软件的层次结构。层次图中的一个矩形框代表一

个模块，方框间的连线表示调用关系。图 10.5.2 是层次图的一个例子，在一个机房收费系统中，可以如图

所示按照学生管理、用户管理及系统管理来划分层次。 

HIPO 图（Hierarchy Plus Input/Processing/Output）是美国 IBM 公司发明的“层次图加输入、处理、

输出图”的英文缩写。HIPO 图由层次结构图和 IPO 图两部分构成，前者描述整个系统的设计结构以及各

类模块之间的关系，后者描述某个特定模块内部的处理过程和输入、输出关系，相当于为一个模块写的一

份说明，图 10.5.3 是 IPO 图的一种表现形式。 

结构图：和层次图类似，但结构图多了数据传递和控制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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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2 一个机房收费系统的 H 图 

图 10.5.3 IPO 图的一种形式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UML 是一种开放的方法，是用来对软件系统

进行可视化建模的一种语言。模型大多以图表的方式表现出来。UML 图共有 9 种图形，分别为用例图、类

图、对象图、状态图、活动图、顺序图、协作图、构件图、部署图。图 10.5.4 是一个类图，描述了一个简

单的选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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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4 UML 类图 

3.1 体系结构设计 

设计系统的结构，也就是要确定系统中每个程序是由哪些模块组成的，以及这些模块相互间的关系。

在模块体系设计中论述系统的模块划分以及模块间的相互关系，并给出各模块的物理实现（组件、插件、

服务、DLL 动态库、可执行文件等）及各文件的部署位置。用表格或框图形式说明本系统的系统元素的标

识符和功能，分层次地给出各元素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较小型的信息系统的总体结构可以用层次图

表示。 

3.2 软件结构设计 

软件结构可分为 C/S 和 B/S 两种模式。 

（1）客户-服务器模式（C/S，Client/Server） 

C/S 模式是由用户操作客户机，客户机发出请求，服务器接受请求，然后执行相应的服务，把执行结

果送回给客户机，由它进一步处理后再提交给用户。 

优点：响应速度快，交互性比较强；界面可以进行个性化设计；能实现复杂的业务流程。 

缺点：需要专门的安装程序，分布性差，不能实现快速部署；兼容性差，若采用不同工具要重写程序；

开发成本高。 

→ 我们平常玩的客户端网络游戏就属于 C/S模式。 

（2）浏览器-服务器模式（B/S，Browser/Server） 

B/S 模式是将 C/S 模式的结构与 Web 技术密切结合而形成的三层体系结构。第一层客户机是用户与

整个系统的接口。客户的应用程序精简到一个通用的浏览器软件可以打开的网页。网页还具备一定的交互

功能，允许用户在网页上发起数据请求。第二层 Web 服务器接受请求，并生成结果返回给客户机的浏览

器，如请求内容包括数据的存取，Web 服务器还需与数据库服务器协同完成这一处理工作。第三层数据库

服务器的任务类似于 C/S 模式，负责协调不同的 Web 服务器发出的数据存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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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分布性强，服务便捷；业务拓展简便；维护简单；开发简单。 

缺点：个性化特点降低；无法满足快速操作功能；响应速度低；无法分页显示，给服务器造成压力；

难以实现复杂功能。 

→ 我们平常玩的网页网络游戏就属于 B/S 模式。我们知道，复杂的大型网络游戏都是 C/S模式（如魔兽

世界），而采用 B/S模式的网页游戏都是一些较为简单的游戏（如网页传奇）。我们可以根据这两种

游戏总结出 C/S与 B/S 模式的特点：C/S模式可以实现复杂的功能，但需要专门安装应用程序；B/S

模式不需要安装程序，登录便捷，但难以实现复杂的功能。 

（3）两种结构体系的比较 

在 B/S 和 C/S 的比较中，只能在某一方面有优势。任何一个项目或任何一种方案，都要分析实现的内

容和它将要面对的最终用户的性质。在很多跨区域的大型 GIS 中，经常是包含二者。正是 C/S 的某些不足

才开发了 B/S，而 B/S 同样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很多地方需要它们互补。 

3.3 运行环境设计 

（1）软件 

通常地理信息系统对软件要求较高，一般选择业界广泛使用的跨平台的操作系统作为数据管理和权限

管理的平台，采用 Windows 操作系统作为管理信息系统和数据检索系统的平台，采用 Unix 或 Oracle 等分

别作为服务器系统和运行数据库的支撑平台，采用 Windows NT 或 J2EE 的开发体系，利用成熟的空间和

组件开发应用功能。 

（2）硬件 

地理信息系统一般都要存储大量的数据，对地理数据选取和处理时，又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因此系统

对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存储容量、图形处理等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 

3.4 系统功能设计 

地理信息工程除具有软件应用系统的基础功能外，还具有其特有功能。一般具有如下功能： 

（1）数据输入模块：图形图像输入、属性数据输入、数据导入。 

（2）数据编辑模块：数字化坐标修改、属性文件修改、节点检错、多边形内点检错、节点匹配、元

数据修改。 

（3）数据处理模块：拓扑关系生成、属性文件建立、坐标系统转换、地图投影转换、矢量栅格转换。 

（4）数据查询模块：空间范围检索、按图形查属性、按属性查图形。 

（5）空间分析模块：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邻近分析、拓扑分析、统计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

析、地形因子分子、网络分析与资源分配等功能。 

（6）数据输出与制图模块：矢量绘图、栅格绘图、报表输出、数据导出、统计制图、专题制图及三

维动态模拟和显示等功能。 

3.5 系统安全设计 

（1）网络的安全与保密 

网络的安全性指是保证数据和程序等资源安全可靠，对资源进行保护以免受到破坏；保密性主要是指

对某些资源或信息，需要加以保密，不允许泄漏给他人。 

（2）应用系统的安全措施 

应用系统的安全与系统设计和实现关系密切。应用系统通过应用平台的安全服务来保证基本安全。 

（3）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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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恢复修改前的状态，数据库应具有恢复功能和备份功能。 

系统在数据备份和恢复方面考虑的主要问题是采取有效的数据备份策略。原则上，数据应至少有一套

备份数据，即同时应至少保存两套数据，并异地存放。备份管理包括备份的可计划性、备份设备的自动化

操作、历史记录的保存以及日志记录等。 

（4）用户管理 

包括权限设置和管理。权限设置包括权限对象的维护和权限对象的分配。权限对象是用来从不同的方

面对系统的安全做维护的对象，它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系统权限对象的种类和数目

比较多，如果把数据库中的每一种权限对象都对一个指定的用户或角色进行授权，会增加管理员的工作量。

所以数据库的权限管理分为两个部分：权限的提取和用户授权。 

 

4 数据库设计 

4.1 数据库设计基础 

GIS 工程的数据库设计是将现实世界中地理实体转变为计算机能识别的信息数据的过程。其实质就是

如何将地理实体以一定组织形式在数据库中表达，即空间实体数据的模型化问题。数据库设计一般包括三

个主要阶段：概念设计阶段、逻辑设计阶段、物理设计阶段。 

10.5.5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库模型建立过程 

（1）数据库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是通过对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认识与抽象，最终形成空间数据库系统和应用系统所需模型

的过程。其流程为：①通过需求分析，提取和抽象出空间数据库中所有的实体。②确定各个实体的属性并

加以正确表达。③根据系统数据流图及实体的特征来定义实体间的关系。④根据提取、抽象和概括出的系

统实体、实体属性以及实体关系绘制空间 E-R 图。⑤根据划分的标准和原则对这些单元的 E-R 图进行综合，

并对其进行调整和优化，使其能够无缝地形成为一个整体。  

概念模型与具体的数据库管理系统（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无关，它结构稳定，

能较好地反映用户信息需求。表示概念模型最有力的工具是 E-R 模型，它包括实体、联系和属性三个基本

成分。在 E-R 图中，实体用矩形框表示，矩形框内写上实体名。实体的属性用椭圆框表示，框内写上属性

名，并用无向边与其实体相连。实体间的联系用菱形框表示，联系以适当的含义命名，名字写在菱形框中，

用无向连线将参加联系的实体矩形框分别与菱形框相连，并在连线上标明联系的类型，即 1—1、1—N 或

M—N。例如下图所示为学生、课程和教师三者之间的 E-R 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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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即实体-联系模型。 

图 10.5.6 E-R 模型图 

上图中，每个学生选修若干门课程，且每个学生每选一门课只有一个成绩，每个教师只担任一门课的

教学，一门课由若干教师任教。“学生”有属性：学号、姓名、地址、年龄、性别。“教师”有属性：职

工号、教师姓名、职称，“课程”有属性：课程号、课程名。 

（2）数据库逻辑设计 

逻辑设计是将概念模型结构转换为具体 DBMS 可处理的逻辑结构，又称为“实现设计”。逻辑设计的

目的是从概念结构中（如 E-R 图）导出特定 DBMS 可处理的数据库的逻辑结构，这些模式在功能、性能、

完整性和一致性约束以及数据库的可扩充性等方面均应满足用户的各种要求。 

① 数据库的一般逻辑结构有以下三种： 

1）传统数据模型：包括层次模型、网络模型、关系模型。 

层次模型：呈树形层次结构，要素之间一对多关系。 

网络模型：节点之间没有明显从属关系，要素之间多对多关系。 

关系模型：采用二维表格结构表达实体类型及实体间联系的数据模型，如 MySQL，Oracle，SQL 

Server，SyBase，DB2，Informix 等数据库。 

关系模型是目前主流的数据模型。关系模型是以数学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数据模型，它把复杂的数据结

构归纳为简单的二元关系，即把每一个实体集看作是一个二维表，其中每一行是一个实体（记录），每一

列是一个实体属性（字段）。 

2）面向对象数据模型：面向对象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问题领域进行自然的分割，用更接近人类通常

思维的方式建立问题领域的模型，与传统的数据库（如层次、网状或关系）不同，面向对象数据库适合存

储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图片、声音、视频，包括文本、数字等。db4o 是一个开源的纯面向对象数据库

引擎，具有程序开源、多平台使用、易嵌入的特点。 

3）空间数据模型：包括文件关系型、全关系型、面向对象型、对象关系型。 

以关系数据库为例，将图 10.5.6 所示的 E-R 模型向关系模型转换，可以设计 5 个表，分别为： 

学生表（学号、姓名、年龄、地址、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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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表（课程号、课程名） 

教师表（职工号、教师姓名、职称） 

选课表（学号、课程号、成绩） 

任教表（课程号、职工号） 

② 数据层设计 

GIS 数据按照空间数据的逻辑关系或专业属性分为各种逻辑数据层或专业数据层。数据层的设计一般

是按照专业内容和类型进行的。 

数据的专业内容的类型通常是数据分层的主要依据，同时也要考虑数据之间的关系，如地形图数据可

分为地貌、水系、道路、植被、控制点、居民地等层分别存储。 

不同类型的数据由于其应用功能相同，在分析和应用时会同时用到，在设计时应反映出这样的需求，

即可将这些数据作为一层。例如，多边形的湖泊、水库，线状的河流、沟渠，点状的井、泉等。 

最后得出各层数据的表现形式，各层数据的属性内容和属性表之间的关系等。 

（3）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 

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是对数据库存储结构和储存路径的设计，为逻辑数据结构模型选取一个最适合应

用环境的物理结构，即逻辑设计如何在计算机的存储设备上实现。物理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与选用的 DBMS

有关，需要充分了解所用的 DBMS 的内部特征，特别是系统提供的存取方法和存储结构。完成设计后，要

进行性能分析与测试。 

数据库物理结构设计的步骤如下：①确定数据库的物理结构：包括确定需要存储的数据对象、数据存

放位置、数据存储结构、数据存取方法和系统配置等；②对物理结构进行评价：分析时间效率、空间效率、

维护代价及用户要求等。 

 

5 详细设计 

5.1 详细设计的任务  

系统详细设计是确定怎样具体地实现所要求的系统，也就是细化总体设计中已划分出的每个功能模块，

为之选择具体的算法，并清晰、准确的描述出来，从而在具体编码阶段可以把这些描述直接翻译成用某种

程序设计语言书写的程序。 

详细设计以总体设计阶段的工作为基础。在总体设计阶段，数据项和数据结构以比较抽象的方式描述。

例如总体设计阶段可以声明矩阵在概念上可以表示一幅遥感图像，而详细设计就是要确定用什么数据结构

来表示这样的遥感图像；总体设计可以声明一个模块的作用是对一个表进行排序，而详细设计则要确定使

用哪种排序算法。 

详细设计的任务是：①细化总体设计的体系流程图，绘出程序结构图，直到每个模块的编写难度可被

单个程序员掌握为止。②为每个功能模块选定算法。③确定模块使用的数据组织。④确定模块的接口细节

及模块间的调度关系。⑤描述每个模块的流程逻辑。⑥编写详细设计文档。 

系统详细设计的具体内容包括：输入设计、输出设计、用户界面设计、程序处理过程设计。 

5.2 输入设计 

输入设计的内容包括：确定输入数据内容，确定数据的输入方式，确定输入数据的记录格式，输入数

据的正确性校验，确定输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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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输出设计 

输出设计的内容包括：确定输出内容，选择输出设备与介质，确定输出格式。 

5.4 用户界面设计 

用户界面设计的三大原则是：置界面于用户的控制之下，减少用户记忆负担，保持界面一致性。 

用户界面的设计步骤是：了解用户的特点；确定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内容；确定设计目标；选择适当的

界面元素，将设计排列出来；评价设计结果，可反复修改。 

5.5 程序处理过程设计 

程序处理过程设计可以采用三种工具表达：程序流程图、盒图、程序设计语言。 

5.6 详细设计说明书 

详细设计说明书主要内容包括：系统概述，参考资料说明和术语说明，模块架构，模块描述，模块功

能和性能，输入输出项，模块处理过程说明，模块接口，存储分配，模块运行限制条件，测试计划。 

 

 

[ 历年真题 ] 

1.（2011 年）GIS 工程项目在设计阶段，需要进行需求分析。下列关于需求分析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需求分析报告要获得用户认可      B. 系统需求是用户提出的要求 

C. 用户可以不参与需求分析过程      D. 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需要需求分析 

2.（2011 年）地理信息系统输出产品包括（ ）。 

A. 专题地图     B. 栅格地图     C. 矢量地图    D. 统计图表  

E. 实体 - 关系图 

3.（2011 年）标准的实体-关系（E-R）图中，分别用方框和椭圆表示（ ）。 

A. 联系、属性    B. 属性、实体类型   C. 实体类型、属性   D. 联系、实体类型 

4.（2011 年）下列内容中，属性数据字典不描述的是（ ）。 

A. 数据元素与数据结构  B. 数据存储与处理  C. 数据流     D. 拓扑关系 

5.（2011 年）数据字典是开展 GIS 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工作基础，其主要内容包括（ ）等。 

A. 空间数据库名称、层名       B. 关联属性项，关联字段 

C. 拓扑关系，属性表        D. 要素类型，操作限制规则 

E. 需求分析，统计表 

6.（2012 年）下列模型中，不属于数据库模型的是（ ）。 

A. 关系模型     B. 层次模型     C. 实体关系模型   D. 面向对象模型 

7.（2012 年）下列设计内容中，不属于 GIS 数据库设计的是（ ）。 

A. 概念设计     B. 界面设计     C. 逻辑设计    D. 物理设计 

8.（2012 年）下列关于 GIS 开发模式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B/S 模式使用浏览器访问服务器    B. C/S 模式使用专门开发的客户端软件访问服务器 

C. B/S 模式的所有业务处理都在服务器上进行 D. C/S 模式的系统维护与升级只需在服务器上进行 

9.（2012 年）地理信息工程需求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 ）。 

A. 系统现状调查   B. 系统目标和任务确定 C. 系统可行性分析   D. 系统数据库设计 

E. 需求分析报告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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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2 年）下列地理信息开发过程中，属于设计过程的有（ ）。 

A. 需求调查分析   B. 系统总体设计   C. 系统详细设计   D. 系统开发与集成 

E. 系统测试 

11.（2013 年）基于 E-R 图法进行空间数据库概念设计的主要步骤包括：分析地理实体、确定地理实体属

性、定义地理实体之间关系、绘制空间 E-R 图和（ ）。 

A. 调整优化空间 E-R 图        B. 映射空间 E-R 图到数据表 

C. 转化空间 E-R 图到数据模型      D. 用空间 E-R 图展示现实世界 

12.（2013 年）在 GIS 系统详细设计阶段，需展开的工作有（ ）。 

A. 确定输入、输出参数  B. 确定系统模型   C. 确定用户界面   D. 绘制逻辑流程图 

E. 编写应用实例 

13.（2013 年）地理信息系统安全保密可采用的技术包括（ ）。 

A. 数字水印技术    B. 数据备份与恢复技术 C. 数据分块技术   D. 数据质量控制技术 

E. 用户登录控制技术 

14.（2014 年）下列 GIS 系统需求规格说明项中，属于性能需求的是（ ）。 

A. 软件接口     B. 数据类型     C. 数据精确度    D. 故障处理 

15.（2015 年）实施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时，第一步要做的工作一般是（ ）。 

A. 方案设计     B. 数据采集     C. 系统开发    D. 需求调研 

16.（2014 年）下列数据库平台中，支持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是（ ）。 

A. DB2      B. DB4o     C. Sybase     D. Oracle 

17.（2015 年）下列系统功能项中，不属于 GIS 系统安全设计考虑范畴的是（ ）。 

A. 用户管理     B. 数据备份    C. 节点检错    D. 信息认证 

18.（2015 年）下列数据库操作项中，属于数据概念设计阶段应考虑的是（ ）。 

A. 确定 E-R 模型   B. 确定各实体主键   C. 分析时间效率   D. 数据字典设计 

19.（2015 年）下列工作中，属于地理信息数据库输入设计工作的是（ ）。 

A. 确定数据采集方式   B. 选择符号库系统  C. 空间参照系选择   D. 文本与表格设计 

E. 数据更新的方法设计 

20.（2016 年）下列工作内容中，属于空间数据编辑阶段工作的是（ ）。 

A. RTK 测量     B. 数据分发     C. 投影转换    D. 数据发布 

21.（2016 年）下列系统需求选项中，属于 GIS 系统安全需求的是（ ）。 

A. 能进行空间分析         B. 具备 100Mbit/s 以上网络速度 

C. 服务器内存 16GB 以上       D. 能完成数据备份 

22.（2016 年）下列设计内容中，属于 GIS 系统总体设计的是（ ）。 

A. 用户界面     B. 功能模块     C. 体系结构    D. 数据结构 

23.（2016 年）下列 GIS 系统功能中，系统安全设计需考虑的有（ ）。 

A. 审计、认证    B. 查询、统计    C. 备份、恢复    D. 用户管理 

E. 编辑、处理 

24.（2017 年）下列关于 GIS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的描述中，正确的是（ ）。 

A. 是软件模块编程设计书       B. 是软件需求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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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联系需求分析与系统设计的桥梁    D. 是软件详细设计说明书 

25.（2017 年）平台软件选型属于数据库系统设计中（ ）阶段的工作。 

A. 物理设计    B. 功能设计    C. 逻辑设计    D. 概念设计 

26.（2017 年）下列工作中，属于地理信息系统总体设计阶段的任务有（ ）。 

A. 需求分析    B. 体系结构设计   C. 软件结构设计   D. 用户界面设计 

E. 编制组织实施计划 

27.（2019 年）在软件系统设计工作中，用户管理属于（ ）应考虑的内容。 

A. 系统功能设计   B. 系统结构设计   C. 软件结构设计   D. 系统安全设计 

28.（2019 年）下列工作中，不属于需求分析阶段工作的是（ ）。 

A. 用户的数据内容  B. 系统分析    C. 功能分析    D. E-R 图 

29.（2020 年）下列不属于地理信息工程详细设计阶段任务的是（ ）。 

A. 搭建系统原型   B. 选定功能模块算法  C. 绘制程序结构图  D. 描述模块流程逻辑 

30.（2020 年）数据库概念设计阶段常用到的是（ ）。 

A. 层次模型    B. E-R 模型    C.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  D. 网络模型 

31.（2020 年）下列符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设计顺序的是（ ）。 

A. 需求调查分析 - 概念设计 - 物理设计 - 逻辑设计 

B. 需求调查分析 - 概念设计 - 逻辑设计 - 物理设计 

C. 需求调查分析 - 逻辑设计 - 物理设计 - 概念设计 

D. 需求调查分析 - 逻辑设计 - 概念设计 - 物理设计 

32.（2020 年）下列软件系统需求中，属于系统性能需求的有（ ）。 

A. 故障处理    B. 变化适应性   C. 时间特征    D. 数据精度 

E. 用户界面 

33.（2021 年）下列文件资料中，不属于 GIS 工程项目验收依据的是（ ）。 

A. 项目招投标文件  B. 相关标准规范   C. 承接方内部测试文档 D. 项目需求分析报告 

34.（2021 年）软件用户界面设计的原则包括（ ）。 

A. 便于用户控制软件运行 B. 减少用户记忆负担  C. 保持用户交互一致性 D. 强调用户安全管理 

E. 利于系统移植 

35.（2022 年）E-R 模型向关系模型转换属于（ ）。 

A. 概念设计阶段   B. 逻辑设计阶段   C. 物理设计阶段   D. 系统设计阶段 

 

 

[ 参考答案 ] 

1. A  2. ABCD  3. C  4. D  5. ABCD  6. C  7. B  8. D  9. ABCE  10. BC  11. A  12. ACD  13. 

ABE  14. C  15. D  16. B  17. C  18. A  19. ACE  20. C  21. D  22. C  23. CD  24. C  25. A  

26. BC  27. D  28. D  29. A  30. B  31. B  32. BCD  33. C  34. ABC  3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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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集成 
→ 重要指数：★★☆☆☆ 

 

1 概述 

地理信息工程的突出特点是需要把 GIS 技术与专业应用领域的技术紧密结合。 

1.1 系统开发的准备工作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1）明确 GIS 系统需求。用户将专业领域的需求反映给 GIS 应用项目开发人员。 

（2）明确 GIS 应用项目类型。GIS 应用项目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面向工程的 GIS 应用和面向业务的

GIS 应用。还可以根据应用项目的目标将 GIS 应用项目划分为档案型 GIS 应用项目和决策支持型 GIS 应

用项目。 

（3）明确 GIS 软件系统在项目中的角色，分析软件功能来选型。即要分清 GIS 系统是应用项目的主

体系统还是应用项目子系统进而决定 GIS 的类型。 

1.2 软硬件平台选择 

（1）硬件选择 

硬件包括计算机、扫描仪、绘图仪、打印机等其他计算机外围辅助设备，主要从硬件性能指标、与其

他硬件的兼容性、与软件的兼容性、硬件结构、网络化能力等方面考虑进行选择。 

（2）GIS 软件选择 

需要考虑的内容有：与硬件的兼容性，与其他软件的接口能力，模型化能力，二次开发能力，软件界

面的友好性，软件的价格、系统文档、用户培训、技术文档等。 

1.3 系统开发的技术 

GIS 工程应用设计的开发主要有两个层次：完全自主式开发和软件系统依赖式开发。前者所对应的 GIS

产品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底层软件，难度极大、技术要求极高，但对于原开发团队具有极大的技术优势；

后者是 GIS 控件或开发工具类产品，其开发工作可以利用普通的高级语言完成，或依赖于自身的 GIS 系统

环境下才可以进行开发的 GIS 产品。 

 

2 系统开发与集成 

2.1 传统 GIS 系统的功能构成 

传统 GIS 的基本功能包括数据采集与输入、数据编辑、空间数据管理、空间分析、地形分析、数据显

示与输出等。其核心是对空间数据的操作，管理方式是按图层的方式。 

2.2 程序编制的一般要求 

程序编制主要任务是将详细设计产生的每一模块用某种程序设计语言予以实现，并检验程序的正确性。

程序编制可以采用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使每一程序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可修改性，也可以采用面向对

象的程序设计方法。每一个程序都应有详细的程序说明书，包括程序流程图、源程序、调试记录以及要求

的数据输入格式和产生的输出形式。 

2.3 开发语言的特征与选择 

在 GIS 工程开发中，程序语言的选择应作如下考虑：考虑编程的效率及代码的可读性，一般应选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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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语言作为主要的编程工具；考虑要符合详细设计的思想，一般应选择结构化的语言，如 C、Java 等，这

些语言的特点是直接支持结构化的控制结构，具有完备的过程结构和数据结构；程序设计语言应是一种通

用语言，GIS 软件既包括数据、图形处理及分析，还包括对各种软硬件的控制等，考虑到程序的执行效率

以及对某些特殊硬件的控制和操作要求，可以针对特定的模块采用混合编程，达到程序的特别目的；考虑

编码和维护成本，选择合适的高级语言以降低编码量及日常维护工作中的困难程度；根据系统开发的不同

规模，选择合适的高级语言，例如对于一个大型的 GIS，用 TurboC 就可能不完全适用，而应选择 Visual C++

等易于项目管理的高级语言；根据不同的开发平台和使用平台，选择不同的语言；系统的兼容性、移植性

等。 

2.4 程序设计风格 

程序设计风格指一个人编程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习惯逻辑思路等。在程序设计中要使程序结构合理、

清晰，形成良好的编程习惯，对程序的要求不仅是可以在机器上执行，给出正确的结构，而且要便于程序

的调试和维护，这就要求编写的程序不仅自己看得懂，而且要要让别人能看懂。 

2.5 WebGIS 与 ComGIS 技术 

COM 是组件式对象模型，ComGIS 是面向对象技术和组件式软件在 GIS 软件开发中的应用。ComGIS

的基本思想是把 GIS 的各大功能模块划分为几个控件，每个控件完成不同的功能。各个 GIS 控件之间，以

及 GIS 控件与其他非 GIS 控件之间，可以方便地通过可视化的软件开发工具集成起来，形成最终的 GIS

应用。 

WebGIS 是指通过互联网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发布和应用，以实现空间数据的共享和互操作。一般由

多主机、多数据库和多个客户端以分布式连接在 Internet 上而组成，包括 WebGIS 浏览器、WebGIS 服务

器、WebGIS 编辑器、WebGIS 信息代理。 

 

3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是针对整个产品系统进行的测试，目的是验证系统是否满足了需求规格的定义，找出与需求

规格不符或与之矛盾的地方，从而提出更加完善的方案。 

3.1 系统开发过程中的测试 

测试的过程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和确认测试。 

（1）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对象是软件设计的最小单位，即模块。单元测试的依据是详细设计描述，单元测试应对模块

内所有重要的控制路径设计测试用例，以便发现模块内部的错误。单元测试多采用白盒测试技术，系统内

多个模块可以并行地进行测试。 

（2）集成测试 

集成测试是单元测试的逻辑扩展。已经测试过的单元组合成一个组件，测试它们之间的接口。 

（3）确认测试 

确认测试又称有效性测试，是在模拟的环境下，运用黑盒测试的方法，验证被测软件是否满足需求规

格说明书列出的需求。其任务是验证软件的功能和性能及其他特性是否与用户的要求一致，包括安装测试、

功能测试、可靠性测试、安全性测试、时间及空间性能测试、易用性测试、可移植性测试、可维护性测试、

文档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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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主要包括：文档审查、模拟运行测试、模拟开发测试。 

文档审查是利用系统开发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文档资料来确定系统的开发依据、方法技巧、系统的功

能特征以及可能达到的性能，总体概括地了解系统能够提供什么功能，是测试系统功能是否被有效实施的

依据。 

模拟运行测试分为专项功能和系统综合测试，前者在运行中挑出一些系统文档资料中提到的功能来进

行测试，后者针对某一应用课题或研究项目来运行软件系统，比较系统运行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差异，得出

系统总体性能水平，是一种较直接和全面的测试方法，测试的结果较准确和可靠，适用于基础性、专用型

和专题应用型软件测试。 

模拟开发测试根据系统现有的功能模块及提供的开发环境，按照指定的开发项目要求由用户进行二次

开发，完成指定的任务或目标。 

3.3 软件测试的方法 

软件测试的技术方法主要有黑盒测试、白盒测试、ALAC（act-like-a-customer）测试、自动化测试。 

① 黑盒测试也称功能测试或者数据驱动测试，是把测试对象看做一个黑盒子，测试人员完全不考虑程

序内部的逻辑结构和特性，只需要依据程序的需求规格说明书，检查程序的功能是否符合它的功能说明。

黑盒测试能更好更真实的从用户角度来考察被测系统的功能性需求实现情况。在软件测试的各个阶段，如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及确认测试等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系统测试和确认测试中，其

作用是其他测试方法无法取代的。 

② 白盒测试也称结构测试或逻辑驱动测试，是把测试对象看做一个打开的盒子，它允许测试人员利用

程序内部的逻辑结构及有关信息，设计或选择测试用例，对程序所有逻辑路径进行测试。白盒测试需要测

试工程师具备很深的软件开发功底，精通相应的开发语言。 

③ ALAC 测试是一种基于客户使用产品的知识开发出来的测试方法，是基于复杂的软件产品有许多错

误的原则，最大的受益者是用户，缺陷查找和改正将针对客户最容易遇到的那些错误。 

④ 自动化测试就是借助测试工具或其他方式，对软件产品进行自动的测试，其实现原理就是通过设计

的特殊脚本程序来模拟测试人员对计算机的操作过程和行为。测试软件本身的技术性能以及软件的易用性、

易学性、联机帮助等功能，一般只适用于基础性 GIS。 

 

4 系统调试 

GIS 软件经过编码过程及软件测试后，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在具体的运行环境下，系统很可能包含

着一定的错误，还需要在具体的环境下进行调试，以进一步发现和改正错误。 

4.1 系统调试的步骤 

系统调试主要由几个步骤组成：在指定的系统运行环境下进行系统安装；选取足够的测试数据对系统

进行试验，记录发生的错误；定位系统中错误的位置，即确定是哪个模块内部发生了错误或模块间调用的

错误；通过研究系统模块，找出故障原因，并改正错误。 

4.2 系统调试的方法 

（1）硬性排错：设置条件，采用试验方法排错，速度和准确性不佳。 

（2）归纳法排错：代入代表性数据，归纳出错可能位置，再用新的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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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演绎法排错：根据测试数据用排除法逐步排错。 

（4）跟踪法排错：在错误征兆附近进行跟踪查找。 

 

5 系统试运行 

系统试运行是在系统软件与硬件经过各自安装并且所有子系统都测试成功以后，为使硬件、软件、数

据能协调地工作而进行的一种测试，目的是检验整个系统是否能正常有效地运转，解决各子系统之间的数

据通信和数据共享问题以及检验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序。 

一般从以下四方面考量系统试运行的结果：系统运行环境、软硬件体系支撑结构、系统各项功能指标、

系统综合性能指标。在实际试运行过程中，主要是有选择性和侧重性地对这些内容进行测试和评价。 

 

 

[ 历年真题 ] 

1.（2013 年）GIS 软件开发的主要工作基础包括明确 GIS 项目需求、类型以及（ ）。 

A. 确定 GIS 软件系统选型       B. 分析 GIS 项目风险   

C. 培训 GIS 项目用户        D. 明确 GIS 数据用途 

2.（2011 年）GIS 软件测试四个基本步骤的先后顺序是（ ）。 

A. 系统测试、确认测试、联合测试、模块测试  B. 模块测试、确认测试、联合测试、系统测试 

C. 系统测试、联合测试、确认测试、模块测试  D. 模块测试、联合测试、确认测试、系统测试 

3.（2012 年）下列地理信息系统测试中，不应由开发方运行的是（ ）。 

A. 单元测试     B. 集成测试     C. 黑盒测试    D. 确认测试 

4.（2012 年）下列测试项目中，属于 GIS 性能测试项目的是（ ）。 

A. 多边形闭合性    B. 运行正确性    C. 数据完整性    D. 数据现势性 

5.（2014 年）下列 GIS 软件测试方法中，一般由代码编写者自己完成的是（ ）。 

A. 单元测试     B. 回归测试     C. Alpha 测试    D. Beta 测试 

6.（2015 年）下列 GIS 软件测试方法中，也可称为功能测试的是（ ）。 

A. 白盒测试     B. 黑盒测试     C. 集成测试    D. 系统测试 

7.（2017 年）下列 GIS 公用的开发方式中，目前较广泛采用的是（ ）。 

A. 独立式 GIS 二次开发       B. 宿主式 GIS 二次开发 

C. 组件式 GIS 二次开发       D. 开源式 GIS 二次开发 

8.（2018 年）下列系统测试内容中，不属于确认测试的是（      ）。 

A. 模块间接口测试  B. 可靠性测试   C. 可移植性测试   D. 安装测试 

9.（2019 年）下列关于黑盒测试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不考虑程序内部结构和特征，检测每个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 

B. 借助程序的内部逻辑和相关信息，检测产品内部动作是否运行正常 

C. 既关注程序输入、输出的正确性，也关注程序内部的情况 

D. 通过程序的一些表征性现象，事件或标志来判断内部的运行状态 

10.（2019 年）下列软件开发语言中，适合用于 WebGIS 前端开发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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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avaScript    B. C#     C. Python    D. VBA 

11.（2020 年）下列编程语言中，人工智能和空间大数据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 

A. Python    B. JavaScript    C. Basic     D. C++ 

12.（2020 年）白盒测试采用的方法是（ ）。 

A. 因果图法    B. 边值分析法   C. 错误推测法   D. 逻辑驱动法 

 

 

[ 参考答案 ] 

1. A  2. D  3. C  4. B  5. A  6. B  7. C  8. A  9. A  10. A  11. A  12. D 

腾讯课堂 cehuimi.ke.qq.com   QQ 群 598178003   网址 www.cehuimi.com 427 



第 10 章 地理信息系统 第 7 节 GIS 运行管理及维护更新 

第 7 节 GIS 运行管理及维护更新 

→ 重要指数：★☆☆☆☆ 

 
1 GIS 系统运行与管理 

1.1 系统部署 

GIS 系统经调试后应进行安装，狭义的系统安装指把软件安装到电脑上，广义的系统安装内容包括系

统硬件的安装和调试、系统软件的安装和测试、系统综合调试。 

1.2 系统验收与交付 

验收是根据合同中规定的要求和方式对产品进行验收，以确认提供的产品及相关服务是否已达到了合

同的要求，是否满足上线运行的要求。验收的依据主要是项目合同文件、项目需求说明书及其变更材料以

及相关标准规范等。 

交付包括培训和成果移交。前者应教会用户使用和维护系统，后者包括安装介质交付、文档交付、源

代码交付和数据成果交付等。 

1.3 系统运行与管理 

在 GIS 的维护管理中，要加强日常的维护管理。按照系统的结构以及操作用户类型，一个庞大的系统

可分为客户端系统和中心服务器系统两部分。客户端系统面向最终用户，主要是微机；中心服务器系统面

向系统管理人员，可能是服务器，也可能是中小型机或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大型 GIS 还包括复杂的网

络设备等。GIS 日常维护管理包括计算机资源管理、机房管理以及安全管理。 

1.4 系统安全管理 

系统安全管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 

地理信息数据作为涉密数据，与安全相关的问题更加重要。为了保证数据安全不仅要考虑运行系统与

外网物理隔离（不允许连网），而且还要考虑意外发生时及时抢救手段和在不得已的灾难中减少损失的方

案，这些构成了系统的容灾计划。容灾计划主要由磁盘存储数据异地备份和数据库的安全机制实现。 

在系统安全方面，通常保证系统安全的方法有三大类：以防火墙技术为代表的被动防卫型和建立在数

据加密、用户授权确认机制上的开放型密码技术，以及常规的防病毒软件。 

 

2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是指在 GIS 系统整个运行过程中，为适应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各种变化，保证系统正常工作而

采取的一切活动，包括系统功能的改进和解决在系统运行期间发生的一切问题和错误。 

2.1 系统维护的内容 

纠错，数据更新，完善和适应性维护，硬件设备的维护。适应性维护包括功能扩充、性能提高、用户

业务变化、硬件更新、操作系统升级、数据形式变换引起的对系统的修改维护等。 

2.2 系统的维护的步骤 

为了避免系统维护过程中带来的副作用（对其他过程或子系统的影响），加强维护过程中的管理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要求按如下步骤执行：提出修改需求、领导批准、分配维护任务、验收工作结果。 

 

3 系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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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数据维护与更新、应用系统维护与更新、网络维护与安全管理。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地理信息系统日常维护工作主要包括（ ）。 

A. 改正性维护    B. 适应性维护    C. 完善性维护    D. 应急性维护 

E. 预防性维护 

2.（2015 年）下列 GIS 系统维护措施中，属于适应性维护措施的是（ ）。 

A. 软件 bug 纠正    B. 操作系统升级    C. 数据更新    D. 服务器维修 

3.（2016 年）下列地理信息工程任务中，属于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维护阶段任务的是（ ）。 

A. 数据更新     B. 软件开发     C. 数据建库    D. 软件测试 

4.（2017 年）下列系统安全措施中，属于涉密数据安全管理必须的是（ ）。 

A. 用户授权确认   B. 与外网物理隔离  C. 数据加密访问   D. 采用防火墙 

 

 

[ 参考答案 ] 

1. ABC  2. B  3. A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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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 GIS 质量控制与成果检验 

→ 重要指数：★☆☆☆☆ 
 
1 GIS 工程质量认证与评价 

1.1 GIS 工程质量认证 

GIS 工程质量认证可参照 ISO 9000 质量认证和 CMM 认证体系。 

（1）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国际标准之一，是指“由 ISO/TC176（国际

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所有国际标准”。该标准可帮助组织实施并有效运行

质量管理体系，是质量管理体系通用的要求和指南。  

（2）CMM 认证体系 

CMM（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是能力成熟度模型的缩写，CMM 是国际公认的对软件公司进行成

熟度等级认证的标准，现已成为软件业最权威的评估认证体系。 

1.2 GIS 软件工程的评价 

（1）系统经济评价指标：系统产生的效益和价值、软件商品化程度和用户满意度、技术服务支持能

力、软件易于维护与运行管理能力。 

（2）系统技术评价指标：可靠性和安全性、可扩展性、可移植性、系统效率。 

 
2 GIS 数据质量保证 

2.1 地理数据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各种专题 GIS 提供基础地理空间定位基础，其关键目标是实现

信息共享。而信息共享的实现除了由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规范和规程保障外，还需要有统一的基础地

理数据标准。 

（1）数据标准化 

数据标准的统一是实现信息共享的前提条件。只有统一的数据标准，才能保证数据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有利于数据的维护、分析、更新和利用。不同尺度、不同区域的基础地理数据应遵从统一的技术标准，包

括数据模型、投影、表达方式等，不同尺度的基础地理数据对于同一地理对象的描述要有连贯性和一致性。

保证数据在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和时态三个维度的有机集成。 

（2）地理数据质量控制的内容 

地理数据质量控制包含了空间数据的质量控制、属性数据的质量控制、空间实体之间关系的质量控制。 

① 空间数据的质量控制：主要是数学基础、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 

② 属性数据的质量控制：描述空间数据的属性项定义要正确；属性表中各数据项的属性值及单位要正

确；标识码要唯一有效；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必须具有正确的相关性；具有一个以上属性表时，各属性表

之间的相关性和映射关系应当正确描述和建立。 

③ 空间关系的质量控制：空间实体点、线、面之间的组合表达了实体间拓扑关系的相邻性、连续性、

闭合性、一致性等关系，是基础地理数据处理分析的依据。 

（3）地理数据质量控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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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过程控制：过程控制包括数据录入前期的质量控制、数据录入过程中的实时质量控制。 

② 结果控制：结果控制为数据录入完成后的后处理质量控制。 

③ 基于拓扑关系规则的数据检查：用户可以制定空间数据必须满足的拓扑关系约束，例如要素之间的

相邻关系、连接关系、覆盖关系、相交关系、重叠关系等。 

2.2 数据质量检验与监理 

（1）数据质量标准制定原则 

凡已有的国家质量标准应优先采用，目前尚无国家质量标准的数据，可采用权威专业部门或地方拟订

的质量标准。 

（2）数据质量检查依据 

数据的分类系统，数据类型的名称和定义，数据获取方法的评价，数据获取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及其精

度的规定，数据获取时的环境背景和测试条件的规定，数据的计量单位和数据精度分级的规定，数据的编

码或代表符号的规定，数据的更新周期的规定，数据的密级和使用数据的规定。 

（3）数据质量检查与程序监理内容 

数据整理检查的内容基本按照数据标准规范的规定和数据验收标准执行，数据的检查主要是针对入库

的数据进行空间和属性的检查，排除数据逻辑上的错误。基本包括图形数据、属性数据、数据的接边情况

等检查工作。 

 
3 GIS 软件的质量保证 

3.1 软件质量的度量模型 

软件的质量由一系列质量要素组成，每一个质量要素又由一些衡量标准组成，每个衡量标准又由一些

量度标准加以定量刻画。质量度量贯穿于软件工程的全过程以及软件交付之后，在软件交付之前的度量主

要包括程序复杂性、模块的有效性和总的程序规模，在软件交付之后的度量则主要包括残存的缺陷数和系

统的可维护性方面。 

3.2 软件质量评价与评审 

为了定量地评价软件质量，必须对软件质量特性进行度量，以测定软件具有要求质量特性的程度。 

对软件工程过程来说，软件评审是一个“过滤器”，在软件开发的各个阶段都要采用评审的方法，以

暴露软件中的缺陷，然后加以改正。通常，把“质量”理解为“用户满意程度”。为使得用户满意，有两

个必要条件：①设计的规格说明书要符合用户的要求；②程序要按照设计规格说明所规定的情况正确执行。 

 

 

[ 历年真题 ] 

1.（2013 年）下列指标中，不属于 GIS 软件工程技术评价的是（ ）。 

A. 系统效率     B. 系统效益    C. 可扩展性    D. 可靠性 

2.（2014 年）下列指标中，不属于 GIS 系统技术评价指标的是（ ）。 

A. 系统效率     B. 可移植性    C. 可扩展性    D. 技术服务 

3.（2016 年）下列国际认证中，与 GIS 系统软件开发质量和能力相关的是（ ）。 

A. ISO27001    B. ISO50001    C. ISO26000    D. 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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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下列选项中，属于 GIS 工程技术评价指标的有（）。 

A. 技术服务支持能力  B. 安全可靠性   C. 可扩展性    D. 商品化程度 

E. 可移植性 

 

 

[ 参考答案 ] 

1. B  2. D  3. D  4. 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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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导航电子地图制作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3 题。（20 年 2 题，21 年 2 题，22 年 2 题） 

案例分析：未曾出现。 

 
第 1 节 导航与导航电子地图 

→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 

重要指数：★★★☆☆ 

 

1 导航系统的构成 

导航是通过实时测定运动客体的当前位置及速度、方向等运动参数，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通过一系

列的分析和计算，确定若干条符合某些条件要求的路线和行驶方案，然后利用系统进行引导和控制客体沿

着已确定的路线行驶，并能够在行驶过程中提供必要的纠偏和修正。导航系统按照载体可分为车载导航、

机载导航、手机导航等系统。 

导航系统一般由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导航电子地图构成。 

1.1 硬件系统 

硬件系统主要由车载主机、显示器、天线组成。 

车载主机是整个车载导航系统的心脏，主机中最重要的是由 GNSS 接收机、航位推算（DR，Dead 

Reckoning）微处理器、车速传感器、陀螺传感器构成的定位模块。 

→ 在运行状态下，按照 GNSS接收机的接收频次，以当前位置、角度和车速计算下一个点的位置，然后将

该点与 GNSS 接收机的接收位置进行比较，如果误差大于一定的数值，则以 GNSS接收机位置为准进行

修正实现定位。这种 GNSS系统和 DR系统组合构成的定位导航模块可以很好地解决短时间内丢失 GNSS

卫星信号的问题，又可以避免 DR 系统的误差随时间积累，在隧道或地下停车场内可以连续输出位置坐

标，不会出现定位盲区。目前普通民用 GNSS 和 DR组合定位设备（GNSS惯性设备）已经可以达到 1000m

无 GNSS 信号的情况下的航向精度和 10m 的距离精度。触摸屏导航系统的显示器既是显示窗口又是交互

界面。 

1.2 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由系统软件和导航应用软件组成。导航应用软件基本功能包括定位与显示、地图浏览与信息

查询、智能路线规划、语音引导等。 

1.3 导航电子地图 

导航电子地图是含有空间位置地理坐标，能够与定位系统结合，准确引导人或交通工具从出发地到达

目的地的电子地图及数据集。 

导航电子地图是导航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否有高质量的导航电子地图直接影响到整个导航的应用。数

据信息丰富、信息内容准确、数据现势性高是高质量电子地图数据的三个关键因素。重要内容的更新周期

应不超过 1 年。 

导航电子地图是电子地图中的一个分支，主要特点是对数据要素的要求不同。电子地图要素齐全，但

不重点表现道路拓扑关系和道路交通信息（如车道、禁行道等等），兴趣点（POI）数量少。而导航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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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去掉了与导航不密切相关的地图要素（如地形高度、自然要素等），增加了空间坐标、道路拓扑关系、

道路属性等与导航密切相关的要素。 

→ 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ing），为某种需要而建立的机构、系统、组织、服务处所等。全面的 POI

讯息是丰富导航地图的必备资讯，能方便导航中查到你所需要的各个地方，选择最为便捷和通畅的道

路来进行路径规划，因此 POI的多少状况直接影响到导航的好用程度。 

 

2 导航电子地图的内容 

导航电子地图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路网、背景、注记、索引四大类信息，应能够支持导航系统实现：地

图显示与定位、目的地检索、路径规划、引导与提示。路网信息包括道路信息和结点信息；背景信息包括

行政区划及其他地物要素信息；注记信息包括地图上的重要地物、道路的名称信息；索引信息包括 POI

及地址检索信息。除此之外还有用于显示增强的图形文件和辅助增强的语音文件。 

2.1 路网信息 

路网信息包括道路信息和结点信息，道路信息包括道路编号、道路名称、道路功能等级、道路形态、

道路宽度、道路通行方向、道路通行限制等。道路的几何形状为线，用于路径计算；结点信息包括交叉口

类别、道路连接关系、交通限制，结点的几何形状为点，用于拓扑描述。 

（1）道路功能等级 

根据国家标准并综合考虑导航应用中对道路功能的要求，采用如下道路功能等级定义方法： 

表 11.1.1 道路功能等级 

道路等级 道路种别 

一级功能道路 高速路、城市快速路（高速等级） 

二级功能道路 一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道 

三级功能道路 二级公路，城市主干道 

四级功能道路 三级公路，城市次干道 

五级功能道路 四级公路，城市支路 

六级功能道路 等外公路（单位内部路等） 

（2）通行方向 

双向通行：双方向都可以通行； 

正向通行：反向禁行且正向通行； 

反向通行：正向禁行且反向通行； 

双向禁行：双方向都不可以通行。 

（3）交叉口类别 

交叉口类别有以下三种：普通交叉口、出入口、收费站。 

2.2 背景数据 

背景信息应至少包含电子地图所显示范围内的境界、铁路、水系、绿地。建议按地图显示级别显示不

同详细程度的要素内容。 

0 级（小于 1:250000）：省界以上（包括省界）境界、主要水系、干线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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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级（1:250000-1:25000）：水系、铁路； 

2 级（大于 1:25000）：水系、铁路、绿地。 

2.3 注记信息 

注记信息包括地名、道路名、道路编号、设施名等的文本及其符号。注记所对应的符号的几何形状为

点。注记符号分为两种尺度：8×8 像素的符号在小于或等于 1:5000 比例尺下显示，16×16 像素的符号在

大于或等于 1:2000 比例尺下显示。 

2.4 索引信息 

索引信息应至少包括 POI 索引和地址索引。索引所对应的符号几何形状为点，主要用于设施和地址的

查询检索。 

2.5 图形要素的几何表达 

（1）点要素：连接点、路标、交通灯、交通标志、路面标志、环境安全设备、人行横道、服务入口

点等。 

（2）线要素：道路、车渡要素、区域边界、路面标记、环境和安全设备、人行横道等。 

（3）面要素：区域、土地覆盖与利用要素、人行横道等。 

 

3 导航电子地图制作过程 

3.1 设计步骤 

（1）需求分析。将来自产品制作方的策略、客户需求以及设计和生产环节的改善需求纳入统一的平

台，进行需求汇总管理并分级。 

（2）需求评审。依据需求分析的结果展开讨论，根据需求重要程度和涉及资源情况判定其实现可行

性、资源配置和实现周期，需求评审将决定此需求是否在产品中体现以及如何体现。 

（3）产品设计。根据需求分析的结果、生产计划、资源配置情况，进行产品设计。 

（4）规格设计。根据产品设计的结果进行数据采集、录入、存储、转换的规格设计以及工艺流程设

计，同时进行风险评估和预防，并进行测试方案设计。 

（5）工具开发。根据产品设计和规格设计的要求和产品开发计划组织研发部门进行数据采集、录入、

存储、转换、验证等工具开发。 

（6）工具测试。根据产品设计要求、工具设计需求，以及产品开发计划，安排工具测试。 

（7）样品制作。按照产品设计及规格设计制作能够反映数据特性的一定区域的样品数据，以供数据

分析及测试。 

（8）产品开发任务编制。根据需求评审的最终结果，编制产品设计书。 

3.2 生产流程 

（1）生产计划编制。主要根据产品设计的要求，编制产品生产的日程计划。 

（2）公共情报信息收集。公共情报信息收集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国家权威部门获取，二是从市

场收集。此类公共情报信息作为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库开发、更新过程中的参考信息，并不直接成为导航电

子地图数据库的组成部分。 

（3）情报信息初步处理。经过对收集的公共情报信息进行整理，形成导航电子地图实地采集确认的

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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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地采集信息。通过外业专业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导航的相关信息（如：新增道路的形状、

变化道路的形状、道路网络连接方式、道路属性、兴趣点等）进行实地采集，制作产品图稿和电子信息库，

反馈回室内进行加工处理。 

（5）数据库制作。数据库制作主要是根据现场采集成果制作成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库。 

（6）逻辑检查。根据导航数据库的模型设计和标准规则，进行逻辑检查和拓扑一致性检查。 

（7）产品检测。形成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库后，进行室内检测和现场实地检测，根据检测的结果进行

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8）保密处理。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空间位置技术处理和敏感信息处理等，确保符合保密要

求。 

（9）数据审查。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将检测后的数据库提交到国家指定的地图审查机构，进行必

要的审查，取得审图号。 

（10）数据转换和编译。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形成最终的导航电子地图格式。 

（11）产品发布。地图审查后的导航地图，须报送国家指定的出版部门，经过相关的审查，取得出版

号后，上市销售。 

 

 

[ 历年真题 ] 

1.（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车载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集中重要内容的更新周期最长不超过（ ）。 

A. 1 个月     B. 3 个月    C. 1 年      D. 2 年 

2.（2012 年）下列数据中，不属于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是（ ）。 

A. 地形地貌数据    B. 道路数据     C. 行政境界数据   D. 兴趣点数据 

3.（2013 年）下列关于导航电子地图系统特点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具有相应交通信息   B. 具有实时导航功能  C. 具有地面高程信息  D. 具有兴趣点信息 

4.（2014 年）下列道路属性中，不属于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道路要素基本属性的是（ ）。 

A. 道路方向     B. 道路种别     C. 道路功能等级   D. 道路材质 

5.（2015 年）车载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道路要素一般包含道路 LINK 和结点，道路交叉点是结点之一，它

的直接功能是（ ）。 

A. 路径计算     B. 连接道路     C. 辅助导航    D. 拓扑描述 

6.（2016 年）车载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处理时，下列道路附属设施中，可以表示为面要素的是（ ）。 

A. 交通灯     B. 路面标记     C. 安全设备    D. 人行横道 

7.（2016 年）下列信息中，不属于车载导航电子地图基本四大类信息内容的是（ ）。 

A. 路网信息    B. 街区信息    C. 背景信息    D. 索引信息 

8.（2016 年）按照道路功能等级与现行道路分类标准的对应关系，导航电子地图产品中，四级功能道路与

（ ）对应。 

A. 一级公路、城市快速路  B. 二级公路、城市主干道 C. 三级公路、城市次干道 D. 四级公路、城市支路 

9.（2016 年）下列道路信息中，现行规范规定可以在车载导航电子地图数据中表示的有（ ）。 

A. 道路等级     B. 道路路面材质    C. 道路功能等级   D. 道路编号 

E. 道路通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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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3 年）确定产品需求后，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设计的步骤是（ ）。 

A. 产品开发任务编制、样品制作、规格设计、产品设计、工具开发 

B. 产品设计、规格设计、工具开发、样品制作、产品开发任务编制 

C. 产品开发任务编制、产品设计、规格设计、工具开发、样品制作 

D. 工具开发、产品设计、规格设计、样品制作、产品开发任务编制 

11.（2017 年）下列关于导航电子地图道路功能等级与现行道路分类标准对应关系的说法中，不符合规范

要求的是（ ）。 

A. 一级功能道路对应高速路城市快速路（高速等级） B. 三级功能道路对应二级公路城市主干道 

C. 五级功能道路对应五级公路城市支路    D. 六级功能道路对应等外公路（单位内部路等） 

12.（2019 年）下列测试工作中，不属于地图导航定位产品功能测试的是（ ）。 

A. 地形分析功能检测  B. 定位功能检测   C. 路径规划功能检测  D. 查询功能检测 

13.（2019 年）属于 APP 手机地图八大要素的有（ ）等。 

A. POI     B. 背景     C. 空间定位    D. 室内地图 

E. 管线 

14.（2021 年）下列识图标识中，不属于导航定位产品地图画面必须显示的是（ ）。 

A. 有方位指向的位置光标       B. 地图指北针    

C. 地图图例          D. 图解比例尺或滑动比例尺 

15.（2021 年）1:5000 比例尺导航电子地图注记符号的尺寸是（ ）。 

A. 8 像素×8 像素   B. 16 像素×16 像素  C. 32 像素×32 像素  D. 64 像素×64 像素 

16.（2022 年）导航电子地图的生产流程顺序正确的是（ ）。 

A. 逻辑检查、数据库制作、保密技术处理、产品检测 

B. 数据库制作、逻辑检查、产品检测、保密技术处理 

C. 数据库制作、产品检测、逻辑检查、保密技术处理 

D. 逻辑检查、数据库制作、保密技术处理、产品检测 

 

 

[ 参考答案 ] 

1. C  2. A  3. C  4. D  5. D  6. D  7. B  8. C  9. CDE  10. B  11. C  12. A  13. ABCD  14. C  

15. A  1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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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产品设计 

→ 重要指数：★☆☆☆☆ 

 

1 产品设计 

1.1 设计目标 

（1）满足客户需求和市场应用需求。 

（2）满足导航电子地图应用的具体硬件、软件、行业应用以及环境需求。 

（3）通过设计对数据采集、加工编辑和转换发布过程进行说明定义。 

（4）满足国家相关政策法律要求。 

（5）满足行业相关标准。 

1.2 设计内容 

导航电子地图产品的设计内容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要求： 

（1）产品的需求及需求对应方案。 

（2）产品的开发范围定义。 

（3）产品的产品规模定义。 

（4）产品的产品开发路线。 

（5）产品开发工艺要求和流程。 

（6）产品应用的环境要求。 

（7）产品的数据采集、加工编辑和转换方案。 

（8）产品开发关键节点。 

（9）产品的地图表达要求。 

1.3 产品设计书编写 

（1）分析需求。 

（2）根据分析结果进行产品开发范围、产品开发路线、产品关键节点的设计。 

（3）产品规格设计。 

（4）产品工艺路线设计。 

（5）产品实现过程中的采集、编辑、转换、检查工具设计。 

（6）产品测试、验证的相关设计。 

（7）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品质过程设计。 

（8）产品设计与实现过程中的风险控制过程设计。 

（9）产品发布过程设计。 

（10）汇总整理，组织评审，最终形成产品设计书。 

 

2 产品规格设计 

2.1 产品标准 

导航电子地图的标准包括数据采集标准和数据制作标准。前者主要描述了在源数据的采集过程中所要

遵循的规格要求，如采集对象、采集条件、记录方式等；后者主要描述了数据库制作过程的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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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标准的特点 

准确性、适用性、权威性。 

2.3 产品标准测试 

制定标准后必须通过测试才能进行发布。 

（1）测试目的 

① 测试标准制定的是否符合客户需求。 

② 测试标准是否涵盖了目前所能预测到的以及前期调研的大部分情况。 

③ 测试目前的制作工艺和作业水平能否满足标准的要求，是否需要进行标准优化或生产资源的调整。 

（2）测试方法 

按照既定标准，通过对小范围数据的样品试做，对标准进行测试和修正。 

2.4 产品制作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是根据产品设计要求、采集制作标准、生产类型和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等制定的为实现最终

产品而需要的具体任务和措施的指导文件。工艺设计应说明制作项目的主要生产过程和这些过程之间的输

入、输出的接口关系。一般地，应用流程图或其他形式清晰、准确地规定出生产作业的主要过程和接口关

系。 

工艺设计应在保证产品按计划实施提交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充分考虑生产周期以及生产成本，

同时根据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企业的工艺水平。 

 

3 制作工具开发 

3.1 需求设计 

（1）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包括导航功能描述、数据表达内容、数据规格和操作界面说明等内容。导航功能描述用于阐

述该项需求需要实现的功能；数据表达内容用于阐述该项需求具体实现的内容；数据规格用于阐述该项需

求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点、线、面或一组关系；操作界面说明描述功能的操作过程，明确人机交互流程

和输入输出数据格式等。 

（2）可行性分析 

需求设计文件编写完成之后，首先需要与开发人员、用户进行可行性分析，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

括时间和资源上的限制、数据源调查与评估、技术可行性评估、系统的支持状况等。 

（3）需求规格说明书 

需求规格说明书通过评审后即成为有约束力的指导性文件，成为用户与技术人员之间的技术合同，亦

成为下一阶段设计的依据。 

3.2 工具开发 

工具开发主要分四个阶段，即软件概要设计、详细设计、软件编码、Alpha 测试和 Beta 测试。 

概要设计：包括系统的基本处理流程、系统的组织结构、模块划分、功能分配、结构设计、运行设计、

数据结构设计和出错处理设计等，为软件的详细设计提供基础。 

详细设计：描述实现具体模块所涉及的主要算法、数据结构、类的层次结构及调用关系，需要为软件

系统各个层次中的每一个程序的设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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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编码：开发者根据软件系统详细设计中所描述的对数据结构、算法分析和模块实现等方面的设计

要求，开始具体的编写程序工作，分别实现各模块的功能，从而实现对目标系统的功能、性能、接口、界

面等方面的要求。 

α 测试：是指软件开发公司组织内部人员模拟各类用户行对即将面市软件产品（称为 α 版本）进行测

试，试图发现错误并修正。α 测试的关键在于尽可能逼真地模拟实际运行环境和用户对软件产品的操作并

尽最大努力涵盖所有可能的用户操作方式。经过 α 测试调整的软件产品称为 β 版本。 

β 测试：β 测试是一种验收测试，是在完成了 α 测试之后，由用户在实际使用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它

是技术测试的最后一个阶段，通过了验收测试，产品就会进入发布阶段。 

alpha 代表软件测试的第一个版本，即软件开发初期的版本，初具规模。beta 代表软件测试的第二个

版本，网上所提供的一些软件测试版本。通过之后，才发布正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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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产品开发 

→ 重要指数：★☆☆☆☆ 

 

1 编制作业任务书 

作业任务书是用来指导生产作业全过程的规范性文件。包括： 

1.1 概述 

说明本次作业任务对应的产品版本、任务目标、任务量、整体完成期限等相关内容。 

1.2 任务分解 

（1）根据作业任务中所涉及的作业类型、性质、所处地理位置将整体的作业任务分解为若干子任务。 

（2）对于分解后的子任务分别明确作业区域、任务量、任务开始时间及截止时间。 

1.3 作业成果主要技术指标和规格 

明确作业成果的种类及形式、坐标系统、投影方法、比例尺、数据基本内容、数据格式、数据精度以

及其他技术指标等。 

1.4 设计方案 

（1）规定作业所需的主要装备、工具、程序软件和其他设施。 

（2）规定作业的主要过程、各工序作业方法和精度质量要求。 

1.5 质量保证措施和要求 

（1）明确采集、作业各环节的成果数据和质量要求。 

（2）规定对于数据质量的详细保证措施。明确数据的抽样检查比率；明确重点区域的重点对象；明

确自查、小组内互查、实地抽样检查、品质监察等各环节的详细要求。 

1.6 资源分配 

明确各子任务所配备的车辆、人员、经费等资源状况。 

 

2 现场采集 

2.1 出工前的准备 

（1）资源准备：基础参考数据、设备、人员。 

（2）技术准备：培训人员并考核。 

（3）安全保密教育。 

（4）特殊区域采集：对进入高原高寒及少数民族区域的人员进行训练及制定安全措施。 

2.2 实地生产作业 

（1）道路要素生产作业 

① 通过 GNSS 设备测绘作业区域内的所有可通行车辆道路的形状。 

② 现场采集道路的其他附属属性，如道路等级、道路宽度、通行方向、道路名称等。 

③ 按照生产任务书中的要求，对于现场情况较复杂的路口进行全方位的拍照，以便制作路口实景图。 

（2）POI 要素生产作业 

① 通过 GNSS 设备参照道路形状现场采集所有 POI 的位置坐标。 

② 现场采集 POI 要素的其他附属属性。如名称、地址、电话、类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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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于星级酒店、重要景点等用户关心的 POI，要保证现场采集完整。 

④ 对于采集区域内的主要商业区域内部的 POI 要保证现场采集完整。 

（3）特殊情况 

现场遇到作业任务书中的技术方案为能明确的情况时，需将现场情况反馈给负责标准规格的设计部门，

由设计部门组织解决。 

（4）作业结果检查 

① 通过 GNSS 轨迹确认作业区域内的所有道路数据是否都已经进行了调查采集。 

② 检查所有新采集的道路及道路形状修改处与其周边的 POI 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③ 对于多个作业区域的相邻接边处，检查确认道路数据的形状、属性接边是否正确，POI 数据是否存

在采集重复的情况。 

④ 确认生产任务书中要求拍照的复杂路口的照片是否拍摄完整，照片是否清晰。 

2.3 作业成果提交 

将作业成果按类型、区域进行汇总，整理后提交给后续作业部门，双方填写交接单。 

 

3 录入制作 

3.1 录入作业前的准备 

（1）数据准备：接收现场采集的成果数据及其他基础数据。 

（2）技术准备：人员培训并考核，测试程序。 

（3）安全保密教育。 

3.2 录入作业 

参照外业采集的道路、POI 数据，按照设计方案中的技术要求进行录入作业。 

（1）道路数据 

① 参照 GNSS 结果人工描绘道路形状。 

② 录入道路数据的其他相关属性。如道路等级、道路宽度、道路名称、通行方向、通行限制、信号灯

等。 

③ 对于大区域范围的路网连通性进行调整，保证高等级道路之间道路的连通性。 

④ 在复杂道路路口处记录路口实景图的编号。 

（2）POI 数据 

① 道路数据录入完成以后，参照道路数据调整 POI 的相对位置。 

② 调整相邻 POI 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③ 对 POI 的名称、地址、电话、类别等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 

④ 通过人工翻译等方式制作 POI 的英文名称。 

（3）注记 

① 参照国家 1:5 万地名库数据选取作业区域内主要地名、自然地物名制作为注记要素。 

② POI 数据录入完成以后，选取区域内有代表性的 POI 制作为注记要素。 

③ 道路数据录入完成以后，选取高速、国道的道路名按一定的密度要求均匀分布的制作为注记要素。 

④ 按功能性质为制作的注记要素赋类别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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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按注记的重要程度为制作的注记要素赋予显示等级，用于控制该注记要素的可表达的比例尺。 

⑥ 确保注记名称的表达符合国家规定。 

（4）背景数据 

① 参考卫星影像、城市旅游图等基础数据，描绘出湖泊、河流的形状。 

② 参照公园、景区的规划示意图，描绘出公园、景区的形状。 

③ 参照城市旅游图及其他相关基础数据为背景数据赋中、英文名称。 

④ 按照国家对湖泊、河流定义的等级及湖泊的面积，为背景要素赋显示等级，用于控制不同湖泊、河

流的可表达的比例尺。 

⑤ 确保重要岛屿及界河中岛屿的表达符合国家规定。 

（5）行政境界 

① 参考国家 1:400 万的基础数据制作行政境界的形状。 

②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制作行政境界的名称及行政区划代码。 

③ 确保国界、未定国界、南海诸岛范围界等重要境界线的表达符合国家规定。 

（6）图形数据 

① 按外业现场拍摄的复杂路口照片制作路口实景图，并按原则为路口实景图进行编号。 

② 制作 POI、注记要素不同类别所对应的类别图标。 

③ 制作不同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的三维模型。 

（7）语音数据 

录制重要的道路名称、POI 名称的普通话语音，分为固定语音和特定语音，存储方式分为调用预先录

制语音和使用语音播报软件。 

 

4 检查验收 

检查验收工作包括：逻辑检查、实地验证和国家审图。 

4.1 逻辑检查 

通过逻辑性的判断分析，来检查数据的正确性。逻辑检查所发现的问题有两种类型：绝对性错误和可

能性错误。 

（1）绝对性错误即逻辑检查所发现的问题一定是错误的，必须进行修正。 

（2）可能性错误即逻辑检查所发现的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数据制作错误，需要进行重点确认。 

4.2 实地验证 

对于录入检查完成的数据进行现场验证评价。 

（1）道路要素的形状与现场是否一致。 

（2）道路要素中名称等属性与现场比较是否正确。 

（3）路口实景图中表达的内容与现场情况是否一致。 

（4）POI 数据的位置、名称等属性与现场比较是否正确。 

（5）确认重要区域的重点 POI 的完整性。 

4.3 国家审图 

录入作业的成果需要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地图技术审查中心进行地图审查。主要审查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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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境界的表达是否完整、正确。 

（2）注记名称表达是否正确。 

（3）我国的重要岛屿及界河中岛屿的表达是否完整、正确。 

（4）保密问题。是指在地图中是否表达了涉密内容，如军事单位、涉及国民公共安全的重要民用设

施等。凡是涉密内容均不应在地图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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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保密处理 
→ 重要指数：★★★☆☆ 

 

1 空间位置技术处理要求 

导航电子地图在公开出版、销售、传播、展示和使用前，必须进行空间位置技术处理。该技术处理必

须由国家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采用国家规定的方法统一实现，目前该机构为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2 敏感信息处理 

公开出版、展示和使用的导航电子地图，不得以任何形式表达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不得表达的属性内

容。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对这些内容进行过滤并删除，然后报送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制定的机构进行空间位

置的保密技术处理。 

2.1 不得采集的内容 

导航电子地图编制过程中，不得采用各种测量手段获取以下地理空间信息，可否在公开出版、销售、

传播、展示和使用时表达参照 2.2 中的规定。 

（1）重力数据、测量控制点 

（2）高程点、等高线及数字高程模型 

（3）高压电线、通信线及管道 

（4）植被和土地覆盖信息 

（5）国界和国内各级行政区划界线 

（6）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禁止采集的其他信息 

2.2 不得表达的内容 

（1）直接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各种军事设施。 

（2）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 

（3）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刑事拘留所；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存放地等。 

（4）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水利、电力、通信、燃气设施，

粮库、气象站、水温观测站等。 

（5）专用铁路、站内火车线路、专用公路。 

（6）桥梁的限高、限宽、净空、载重量和坡度属性；隧道的高度和宽度属性；公路的路面铺设材料

属性。 

（7）江河的航通能力、水深、流速、底质和岸质属性；水库的库容属性，拦水坝的高度属性；水源

的性质属性；沼泽的水深和泥深属性及其边界轮廓范围；渡口的内部结构及其属性。 

（8）公开机场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输能力属性。 

（9）高压电线、通信线及管道。 

（10）参考椭球体及其参数、经纬网和方里网及其注记数据。 

（11）重力数据、测量控制点。 

（12）显式的高程信息。国家正式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除外。（显式包括实时显示，图面注记和属性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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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显式的空间位置坐标数值。国家正式公布的空间位置坐标数据除外。 

（14）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禁止公开的其他信息。 

 

3 境界审查和修改 

导航电子地图在公开出版、展示和使用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送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核。改变地图

内容时，应当按照规定程序重新送审。审查内容主要包括： 

（1）保密审查 

（2）国界线、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包括中国历史疆界）和特别行政区界线。 

（3）重要地理要素及名称等内容。 

（4）规定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根据现行《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下列地理空间信息中，导航电子地图编

制不得采集的是（ ）。 

A. 门牌地址     B. 渡口位置    C. 绿化带位置    D. 行政区划界线 

2.（2014 年）下列数据中，不得出现在导航电子地图上的是（ ）。 

A. 道路网数据    B. 企事业单位数据  C. 水系、植被数据   D. 通信设施数据 

3.（2016 年）下列地理要素中，不得在互联网电子地图上表示的是（ ）。 

A. 沼泽      B. 军事基地    C. 时令湖     D. 地下河段出入口 

4.（2019 年）下列地理空间信息中，导航电子地图制作过程可以采集的内容是（ ）。 

A. 植被和土地覆盖信息 B. 高程点   C. 国内各级行政区域界线 D. 门址数据 

5.（2020 年）下列地物可以在导航电子地图上表示的是（ ）。 

A. 雷达站    B. 大型通讯设施  C. 物流仓库    D. 专用公路 

 

 

[ 参考答案 ] 

1. D  2. D  3. B  4. D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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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编译测试 

→ 重要指数：★☆☆☆☆ 

 

1 理论检查 

理论检查过程是对成果数据在编译转换之前进行结构性检查、逻辑性验证以及既定规格的检查，以验

证成果数据是否满足产品设计要求，减少编辑转换后的相关修改工作。 

 

2 编译转换 

导航电子地图产品的编辑转换，是将经过编辑、检验的成功数据，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数据格式转换，

转换成各种物理或应用格式，以满足不同客户、不同环境平台的装载使用要求。同时导航电子地图产品的

编辑，也是对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进行产品版权保护的必要过程。转换成的成果格式有日系车厂应用的 KIWI

格式、欧美系车厂应用的 NDS 格式、欧美系交换格式 GDF、便于互联网并发应用的瓦片格式等。 

 

3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对编译成果进行要素、属性、规模大小的数量统计，分析验证其是否满足产品设计要求。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会对两套或两套以上相关联的产品进行相互对比，得出差值或不同点，

再进行逐一核实验证。 

 

4 产品测试验证 

导航电子地图产品，需经过实地验证以确定其质量。一般来讲，导航电子地图的实地验证需要对地图

产品的功能正确性、属性正确性、表达准确性、时效性等进行验证。 

产品测试的流程：导航仪准备、导航软件准备、现场测试、出品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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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 出版发行 

→ 重要指数：★☆☆☆☆ 

 

1 盘面设计 

公开出版、展示和使用的导航电子地图，应当在地图版权页或地图的显著位置上载明审图号。导航电

子地图著作权人有权在地图上署名并显示著作权人的标志。 

 

2 产品打样 

在正式生产之前，为确保正式产品与之前设计的一致性，需要进行打样及打样确认。打样是按照电子

文档，模拟真实生产流程来制作样品。样品经需求方、客户方等各方签字确认后，便成为各方公认的标准

模板。 

 

 

 

 

[ 历年真题 ] 

1.（2014 年）导航电子地图产品资信的质量元素是（ ）。 

A. 安全保密性和数据合法性     B. 数据合法性和资质合法性 

C. 安全保密性和出版合法性     D. 资质合法性和出版合法性 

 

 

 

[ 参考答案 ]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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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互联网地理信息服务 

→ 统计 2011 - 2022 年的考题： 

综合能力：平均每年出现 3 题。（20 年 4 题，21 年 3 题，22 年 4 题） 

案例分析：13 年和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出了 1 题，其它年未出现。 

 
第 1 节 概述 

→ 重要指数：★☆☆☆☆ 

 

1 基本概念 

网络地理信息服务是指利用现代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发布地理空间信息，提供信息查找、交换、分发

以及加工、处理和其他增值服务。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的特点有： 

（1）是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以及专业标准的支持。 

（3）遵循“统一设计、分布实施、逐渐完善”的模式进行建设。 

（4）需要地理信息数据生产部门、科研部门、企业、用户共同参与建设。 

（5）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便利开展组织实施。 

（6）采用各类数据源，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 

 

2 服务对象 

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的对象按地理信息使用权限可分为非注册用户和注册用户。 

（1）非注册用户指游客，可以进行一般性地理信息访问与应用。 

（2）注册用户指在系统中进行过注册，可以进行授权地理信息访问与应用。 

按使用方式可分为普通用户和开发用户。 

（1）普通用户指通过门户网站进行信息浏览、查询、应用。 

（2）开发用户指通过服务接口、应用程序接口（API）调用网络地理信息服务资源，开发各类专业应

用。 

→ 例如我们普通大众对于安卓系统属于普通用户，只对它进行使用。而那些开发 APP的人属于开发用户，

 他们要在安卓系统上开发各类专业应用。 

 

3 服务内容 

3.1 电子地图 

对各类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内容选取、符号化表达后形成的屏幕显示地图。从形式上分为二维电子地图、

三维电子地图、街景图等；从内容上分为公共地理底图，以及基于公共地理底图形成的专题地图（如旅游

地图、设施分布地图、历史事件地图等）。 

3.2 地理空间信息数据 

包括基础地理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各种与空间位置相关的专题信息数据（如人口、民族、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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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教育等）。 

3.3 专题地理信息产品 

一种是以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集成各种与位置相关的专题信息，利用相应的软硬件进行包装后形成

的直接面向用户的消费性商品。另一种是通过网络提供可下载打印的不同幅面、不同主题的专题地图（如

行政区划图、交通旅游图、服务设施分布图等）。 

3.4 地球科学的科普知识 

向社会提供多种形式的地理信息科学知识，为学校提供多种教学素材等。 

 

4 服务的形式 

（1）地理信息浏览查询 

（2）地理空间信息分析处理 

（3）服务接口与 API 

（4）地理空间信息元数据查询 

（5）地理空间信息下载 

 

5 技术架构 

5.1 面向服务的架构 

当前的网络地理信息服务大多基于面向服务的架构（SOA），由分布式节点组成。各节点由在线地理

信息数据、在线地理信息服务系统和运行支持系统组成，按照统一的技术体系与标准规范，提供本节点的

地理信息服务资源，可以独立提供服务，也可以通过网络将服务聚合在一起实现协同服务。 

SOA 是一种软件系统架构，包括服务使用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注册中心三类角色。SOA 中的每个

服务都扮演着这三种角色中的某一种（或多种）。 

服务使用者：发起对注册中心中的服务的查询。 

服务提供者：是一个可通过网络寻址的服务，它接受和执行来自使用者的请求，它将自己的服务和接

口发布到服务注册中心，以便服务使用者可以发现和访问该服务。 

服务注册中心：包含一个可用服务的存储库，并允许服务使用者查找服务。 

5.2 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次巨大的技术变革，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

效用计算、网络存储、虚拟化、负载均衡等传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能够以按需配给的方

式实现软硬件资源和信息的共享。 

云计算包括四个层次的服务：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件即服务（SaaS）、

数据即服务（DaaS）。 

云计算的特点：（1）应需自助服务，即根据用户需要自动配置计算能力。（2）广泛的网络接入，即

通过标准接口和机制由网络获取各类服务。（3）资源池，在云环境中汇集分布式资源。（4）快速灵活，

可以快速、灵活地配置服务能力。（5）可量测服务，能够自动控制和优化服务资源。 

基于上述服务模式与特点，云环境中的用户不再需要了解“云”中基础设施的细节，不必全面掌握具

体的数据处理、存储等专业知识，无须直接进行复杂的操作，即可通过网络实现信息浏览、查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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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6 服务标准 

网络地理信息服务必须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范，以保证各类数据资源的共享与集成，实现多源服

务聚合与协同。一般主要涉及数据规范、服务规范、应用开发技术规范。 

（1）数据规范：主要是规定公共地理信息的分类与编码、模型、表达，以及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处

理与维护更新规则与流程等。 

（2）服务规范：主要包括服务接口规范，如开放地理信息系统协会（OGC）的网络地图服务规范

（WMS）、网络要素服务规范（WFS）、网络覆盖服务规范（WCS）、网络处理服务规范（WPS）、目

录服务规范（CSW）等。还包括服务分类与命名、服务元数据内容与接口规范、服务质量规范、服务管理

规范、用户管理规范等。 

→ OGC（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是一个非盈利的国际标准组织，致力于提供地理信息行业软件

和数据及服务的标准化工作，它制定了数据和服务的一系列标准，GIS厂商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开发可

保证空间数据的互操作。 

 WMS – Web Map Service，它是利用具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制作地图，可以根据用户请求返回地图图

像，格式类型可以是 PNG、GIF、JPEG 等栅格形式，或者是 SVG、WebCGM 等矢量形式。 

WFS – Web Feature Service ，WFS 返回的是要素（矢量）级的 GML（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数据，并提供对要素的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是对 Web地图服务的进一步深入。 

WCS - Web Coverage Service，是在网络上以栅格形式共享地理空间数据的规范，它使用通用的栅格

格式返回地理位置的值或属性。栅格数据通常指卫星图片、数字航摄图片、数字高程模型及其它使用

各个点的数值模型表达的信息。 

（3）应用开发技术规范：主要包括应用 API 相关规定与说明。 

 

7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牵头组织建设的国

家网络地理信息服务体系，是实现全国地理信息网络服务所需的信息数据、服务功能及其运行支撑环境的

总称。 

它的建设目标是：建成由多级节点构成的一体化地理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实现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的纵

横联通和有效集成；建成分布式的地理信息服务系统，形成多级互动的地理信息综合服务能力，提供“一

站式”地理信息综合服务；建成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形成有效的运行服务机制，为政府宏观决策、

国家应急管理、社会公益服务提供网络地理信息服务，全面提升信息化条件下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

和水平。 

根据运行网络环境的不同，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分为公众版（运行于互联网环境）、政务版（运

行于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环境）、涉密版（运行于国家电子政务内网环境）。其中公众版——“天地图”已

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开通，向全社会提供网络地理信息服务。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家级主节点、省级分节点和市级信息基地组成，分

别依托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地理信息服务机构和信息资源进行建设和运行，通过网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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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服务聚合，向用户提供协同服务。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的标准主要是指（ ）。 

A. 数据标准、服务标准及应用标准      B. 数据标准、软件标准及硬件标准 

C. 网络标准、软件标准及硬件标准     D. 网络标准、服务标准及应用标准 

2.（2017 年）下列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在共享单车项目中得到应用的是（ ）。 

A. GPS 差分定位   B. 互联网地图服务  C. pos 辅助定位   D. 网络 RTK 

3.（2017 年）下列系统功能中，不属于互联网地理信息服务的是（ ）。 

A. 提供服务接口与 API       B. 地理信息浏览查询 

C. 地理空间信息分析处理       D. 数据安全管理和维护 

4.（2017 年）下列关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分为国家、省区、和市（县）三级 

B. 数据集是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核心内容 

C. 1:5000 的地理信息数据属于市（县）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 

D. 具备个性化应用的二次开发接口 

5.（2018 年）下列关于云计算特点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用户可利用简单终端、通过“云”实现超级计算任务 B. “云”具有固定的规模数量 

C. 同一个“云”可同时支撑不同的应用     D. “云”服务可按需购买 

E. 在“云”端部署地理信息服务需要高额的成本 

6.（2019 年）以下选项中，不属于云计算特点的是（ ）。 

A. 紧耦合    B. 快速灵活    C. 按需自主服务   D. 虚拟化 

7.（2019 年）OGC 的服务规范包括下列哪些（ ）。 

A. WPS     B. WMS     C. WFS     D. KML 

E. WCS 

8.（2020 年）基于 SOA 的应用端开发要重点关注的是（ ）。 

A. 服务接口    B. 数据库结构   C. 数据模型    D. 服务器操作系统 

9.（2020 年）下列关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平台数据包括地理实体、影像地图和三维景观等数据 

B. 天地图是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C.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分为国家、省区和市（县）三级 

D.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不可运行涉密地理信息成果数据 

10.（2021 年）OGC 的标准当中，哪一个属于栅格服务（ ）。 

A. WMS     B. WPS     C. WFS     D. WCS 

11.（2021 年）下列应用需求中，API 属于哪个功能（ ）。 

A. 数据下载    B. 二次开发    C. 地图浏览    D. 信息查询 

 

[ 参考答案 ]1. A   2. B  3. D  4. C  5. ACD  6. A  7. ABCE  8. A  9.D  10. D  1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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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 在线地理信息数据 
→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 

重要指数：★★★★☆ 

 
1 在线地理信息数据的构成 

在线地理信息数据的源数据包括矢量数据、影像数据、模型数据、地理监测数据、实时传感数据等。

以上述数据为基础，经整合处理后，形成包括地理实体数据、地名地址数据、电子地图数据在内的在线地

理信息数据。 

1.1 地理实体数据 

地理实体是现实世界中独立存在、可以唯一性标识的自然或人工地物。其特点是以点、线、面几何图

元为空间数据表达与分类分层组织的基本单元。一个地理实体由若干图元组合而成，具有唯一的地理实体

标识，通过地理实体标识实现地理实体与相关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信息的挂接。 

地理实体包括基本实体、扩展实体两类。其中基本地理实体是指能够比较方便地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成果中提取整合的实体对象，包括境界实体、政区实体、道路实体、铁路实体、河流实体、房屋实体、院

落实体等；扩展地理实体由地理实体生产部门及应用部门根据具体数据源及应用情况而定义并整合。 

1.2 地名地址数据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址是某一地理实体位置的结构化描述。 

1.3 电子地图数据 

电子地图数据是针对在线浏览和专题标图的需要，对矢量数据、影像数据进行内容选取组合所形成的

数据集，经符号化处理、图面整饰、分级缓存后形成重点突出、色彩协调、符号形象、图面美观的视屏显

示地图。  

电子地图数据类型包括线划地图与影像地图两类。线划地图以矢量基础地形要素数据为主要数据源，

经过数据分级与可视化设置而成；影像地图以航空、航天遥感影像为基础，并配以矢量线划和适量注记。 

除此之外，数据生产者可根据其实际情况与需求制作扩展电子地图，如各类旅游图、人口图、房地产

图等。 

 

2 在线地理信息数据的生产流程 

大多数在线地理信息数据在进行网络发布之前均需经过内容提取、模型重构、规范化处理、一致性处

理等过程，电子地图数据还需进行符号化表达、地图整饰、地图瓦片生产等处理。对于运行于互联网及国

家电子政务外网环境中的数据，还须做必要的脱密处理。 

 

3 电子地图数据要求 

当前规范对电子地图数据的坐标系统、数据源、地图瓦片、地图分级及地图表达进行了要求。电子地

图数据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坐标单位为度。在电子地图数据生产过程中，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地图分级、地图表达以及地图瓦片规格与命名等。 

3.1 地图分级 

按照显示比例尺或地面分辨率将地图分为 20 级（见表 12.2.1），制作电子地图时，每级要素内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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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应遵循以下原则。 

（1）每级地图的地图负载量与对应显示比例尺相适应的前提下，尽可能完整保留数据源的信息。 

（2）下一级别的要素内容不应少于上一级别，即随着显示比例尺的不断增大，要素内容不断增多。 

（3）要素选取时应保证跨级数据调用的平滑过渡，即相邻两级的地图负载量变化相对平缓。 

表 12.2.1 电子地图分级 

级别 地面分辨率（米/像素） 显示比例尺 数据源比例尺 

1 78,271.52 1:295,829,355.45 1:100 万 

2 39,135.76 1:147,914,677.73 1:100 万 

3 19,567.88 1:73,957,338.86 1:100 万 

4 9,783.94 1:36,978,669.43 1:100 万 

5 4,891.97 1:18,489,334.72 1:100 万 

6 2,445.98 1:9,244,667.36 1:100 万 

7 1,222.99 1:4,622,333.68 1:100 万 

8 611.50 1:2,311,166.84 1:100 万 

9 305.75 1:1,155,583.42 1:100 万 

10 152.87 1:577,791.71 1:100 万 

11 76.44 1:288,895.85 1:25 万 

12 38.22 1:144,447.93 1:25 万 

13 19.11 1:72,223.96 1:5 万 

14 9.55 1:36,111.98 1:5 万 

15 4.78 1:18,055.99 1:1 万 

16 2.39 1:9,028.00 1:1 万 

17 1.19 1:4,514.00 1:1 万或 1:5000 

18 0.60 1:2,257.00 1:2000 或 1:1000 

19 0.2986 1:1,128.50 1:2000 或 1:1000 

20 0.1493 1:564.25 1:500 或 1:1000 

3.2 地图瓦片 

地图瓦片是为了加快地图的网络显示速度，按照一定的规则对一整幅地图切割成不同级别的系列图片。 

（1）瓦片规则 

地图瓦片分块的起始点从西经 180°、北纬 90°开始，向东向南行列递增。瓦片分块大小为 256 像素×

256 像素，采用 PNG 或 JPG 格式。 

（2）金字塔模型 

瓦片地图金字塔模型是一种多分辨率层次模型，从瓦片金字塔的底层到顶层，分辨率越来越低，但表

示的地理范围不变。为了使来自分布式节点的各类地图服务可以相互叠加，必需采用统一的金字塔分层规

则，各层的显示比例（即瓦片的地面分辨率）固定。每层的显示比例见表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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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地图瓦片 

（3）瓦片文件组织 

为便于瓦片数据的交换，交换的瓦片数据文件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地图瓦片数据的组织方式采用数

据集、层、行目录结构描述，具体结构如下图。 

其中，“地图瓦片数据集”为交换瓦片数据的根目录（一般为交换数据的名称），其下的目录为地图

瓦片的金字塔层（目录名命名方式：“L+层号”，L1、L2、L3、……），金字塔层目录下以该层的行为目

录（目录名命名方式：“R+行号”，R1、R2、R3、……），行目录下为具体的瓦片数据文件（文件名命

名方式：“C+列号”，C1.png、C2.png、C3.png、……）。  

图 12.2.2 瓦片文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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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理实体数据要求 

4.1 地理实体数据建模 

地理实体概念模型为由图元和实体组成。图元是实体的构成单元，实体是图元的组合。图元标识码的

结构是由行政区域代码、数据比例尺代码和顺序代码组成。 

4.2 地理实体数据组织 

地理实体数据以空间无缝、内容分层的方式组织，由图元表和实体表构成，两表间通过图元标识码建

立关联。 

示例：以路网数据为例说明地理实体数据组织的逻辑结构。下图所示的道路网络由图元标识码为

00001-00005 的 5 段弧段（线图元）构成，其图元信息存储在“图元表”中，实体信息存储在“实体表”

中。图元表记录构成路网的弧段的几何形状与空间位置，实体表记录某一地理实体的图元构成与实体标识

码。某国道（GXXX000000）由图元 00001/00003/00005 构成，某省道（SXXXXX0000）由图元

00002/00003/00004 构成。 

图 12.2.3 地理实体数据组织 

 

5 地名地址数据要求 

5.1 数据建模 

地名地址以地理位置标识点来表达，包含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地名地址代码等信息。 

5.2 地名地址数据的基本属性项 

包括：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必填），地名地址代码（选填），地名地址坐标（必填），地理实体名

称（选填），地名地址分类（选填）。 

 
6 地理实体数据的多尺度表达 

按照比例尺的不同，地理实体数据分为小比例尺、中比例尺和大比例尺（见下表），地理实体表达的

最小粒度应与对应比例尺相适应。例如，小比例尺政区与境界实体的最小粒度表达至三级行政区（市辖区、

县级市）及相应界线；大比例尺的政区与境界实体的最小粒度表达至四级行政区（镇、乡、街道）及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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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 

表 12.2.2 地理实体数据比例尺 

小比例尺 1:50000 1:250000 1:1000000 

中比例尺 1:10000 1:5000  

大比例尺 1:500 1:1000 1:2000 

 

7 数据保密处理要求 

基于不同的网络环境和用户群体，网络地理信息服务所使用的数据分为涉密版和公众版两类。其中公

众版网络地理信息服务数据运行于互联网或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环境，数据需符合国家地理信息与地图公开

表示有关规定，包括数据内容与表示、影像分辨率、空间位置精度三个方面。 

公众版空间位置精度不得高于 50m，等高距不小于 50m，数字高程模型格网不小于 100m。影像图的

地面分辨率不得优于 0.5m，不标注涉密信息，不处理建筑物、构筑物等固定设施。 

在数据脱密处理时，首先对矢量数据选取可公开要素及相关属性作为公众版数据内容，并按相应规则

进行表示；对高分辨率影像进行重采样，使其分辨率不优于 0.5m；对等高线进行重采样，使其等高距不小

于 50m；对数字高程模型进行重采样，使其格网间距不小于 100m。然后对上述数据的平面位置进行纠正，

使其平台精度大于 50m。 

 
8 数据更新要求 

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直接面向终端用户，对于地理信息的现势性、准确性、权威性要求非常高，必须保

证数据的更新。一般有日常更新、应急更新两种模式。 

 

 

[ 历年真题 ] 

1.（2012 年）现行《遥感影像公开使用管理规定（试行）》规定，公众版网络地理信息服务数据的影像分

辨率不得优于（ ）m。 

A. 0.5      B. 1.0      C. 2.5      D. 5.0 

2.（2013 年）下列技术中，不属于网络地图服务常用技术的是（ ）。 

A. 信息检索技术    B. 地图瓦片生成技术  C. Ajax / Flash 技术   D. 动态地图投影技术 

3.（2014 年）1:1 万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政区与境界实体的最小粒度为（ ）。 

A. 县     B. 乡镇      C. 村     D. 组 

4.（2014 年）我国网络电子地图的地图瓦片分块的起始点是（ ）。 

A. 西经 180°、北纬 0°       B. 东经 180°、北纬 90° 

C. 东经 180°、北纬 0°       D. 西经 180°、北纬 90° 

5.（2014 年）用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电子地图数据中，第 20 级数据使用的数据源比例尺可以是（ ）。 

A. 1:1000     B. 1:2000     C. 1:5000     D. 1:10000 

6.（2014 年）公众版地理框架数据包括（ ）。 

A. 地名地址数据   B. 行政界线数据   C. 三维景观数据   D. 地下管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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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大地控制网数据 

7.（2015 年）下列数据格式中，符合现行规范规定的互联网电子地图瓦片的数据格式是（ ）。 

A. PNG      B. GIF      C. TIF      D. PCX 

8.（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影像数据分辨率最高不能高于（ ）m。 

A. 5      B. 2      C. 0.5      D. 0.2 

9.（2015 年）现行规范规定，我国网络电子地图瓦片数据分为（ ）级。 

A. 15      B. 17      C. 20     D. 25 

10.（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电子地图数据源的最小比例尺是（ ）。 

A. 1:500 万     B. 1:200 万     C. 1:100 万     D. 1:50 万 

11.（2016 年）现行规范规定，互联网地图瓦片分块大小为（ ）像素。 

A. 512×512     B. 256×256     C. 512×256     D. 256×512 

12.（2017 年）下列数据类型中，不属于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数据的是（ ）。 

A. 地理信息目录数据  B. 路网数据    C. 地址数据    D. 人口数据 

13.（2017 年）下列关于地图瓦片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是目前主流的互联网电子地图发布形式   B. 采用 png 或 jpg 格式 

C. 分块大小为 256×256 像素      D. 瓦片级数越大显示比例越小 

14.（2017 年）现行规范规定，国家和省级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中，电子地图数据的坐标系统采用（ ）。 

A. 西安 80 坐标系  B. WGS-84 坐标系  C.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D. 北京 54 坐标系 

15.（2018 年）现行规范规定，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地图瓦片数据分块从起始点开始，（ ）行列递增。 

A. 向东向南    B. 向西向北    C. 向西向南    D. 向东向北 

16.（2020 年）下列关于地理实体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A. 地理实体是现实世界中具有空间位置、独立的自然或人工地物 

B. 地理实体的空间数据表达由唯一的图元组成 

C. 地理实体的几何表达类型包括点实体、线实体、面实体和体实体 

D. 地理实体的空间数据表由图元表和实体表构成 

17.（2020 年）能在互联网公开电子地图上表示的数字高程模型的格网间距最小不得小于（ ）m。 

A. 20     B. 50     C. 100     D. 200 

18.（2021 年）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电子地图第 20 级的显示比例尺是（ ）。 

A. 1:564.25    B. 1:1128.50    C. 1:500     D. 1:1000 

19.（2022 年）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电子地图瓦片级数是（ ）。 

A. 15     B. 20     C. 25     D. 30 

20.（2022 年）公众版网络地理信息服务数据的影像地面分辨率不得优于（ ）。 

A. 0.3     B. 0.5     C. 1      D. 2 

 

[ 参考答案 ] 

1. A  2. D  3. A  4. D  5. A  6. ABC  7. A  8. C  9. C  10. C  11. B  12. A  13. D  14.C  15. A  

16. B  17. C  18. A  19. B  2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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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在线地理信息服务系统 

→ 重要指数：★☆☆☆☆ 

 

1 在线地理信息服务系统的构成 

在线地理信息服务系统主要包括数据生产与管理、在线服务、运维监控、应用四个层面，分别承担在

线地理信息数据生产与维护管理、服务发布、服务管理与用户管理，以及应用管理系统开发等任务。 

 
2 数据生产与管理软件基本功能 

数据生产与管理软件是针对标准化在线数据处理与数据成果管理而开发的专用工具，包括地理实体整

合处理、地名地址整合处理、影像处理、三维建模、内容过滤、电子地图配置、地图瓦片生产、地图瓦片

交换、数据格式转换、投影转换、质量检查，以及成果数据集成管理系统等。 

 
3 服务发布软件基本功能 

服务发布软件包括在线服务基础系统、门户网站系统、API 与空间库、在线数据管理系统等。 

3.1 在线服务基础系统 

具备正确响应通过网络发出的符合 OGC 相关互操作规范的调用指令的能力，支持地理信息资源元数

据（目录）、地理信息浏览、数据存取、数据分析等服务的实现。 

3.2 门户网站系统 

门户网站系统是普通用户访问网络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的入口，也是充分展示所有服务的窗口。门户网

站必须标注审图号，提供必要的使用条款、服务运行状态等信息。还应尽可能详细地提供平台使用帮助信

息。 

3.3 应用程序接口控件库 

提供调用各类服务的 API 与控件，实现对各类互联网地理信息服务资源和功能的调用。 

3.4 在线数据管理系统 

实现在线服务数据入库、管理、发布、更新、备份。 

 
4 运维监控系统基本功能 

主要包括服务管理系统、用户管理系统、计算机与网络设备管理系统等。 

4.1 服务管理系统 

面向平台运维管理者、服务发布者、服务调用者三类用户，实现对服务的发现、状态监测、质量评价、

运行情况统计、服务代理等功能。 

4.2 用户管理系统 

存储并管理注册用户的信息，主要包括用户注册、单点登录、用户认证、用户授权、用户活动审计、

用户活动日志，以及用户使用服务情况统计分析、使用计费等功能。 

4.3 计算机与网络设备运维管理 

对服务器、网络、存储备份、数据库和安全等软硬件设备进行在线实时监控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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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系统模板 

基于所发布的服务资源与服务接口，提供面向政府、专业部门、企业、社会公众用户的开发框架模板，

以便方便快捷地搭建各类应用系统。 

 

 

[ 历年真题 ] 

1.（2013 年）下列软件中，不属于在线地理信息服务系统软件组成部分的是（ ）。 

A. 服务发布软件    B. 服务管理软件    C. 数据采集软件   D. 数据维护软件 

2.（2014 年）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层次中，平台门户网站属于（ ）。 

A. 运行支撑层    B. 数据层     C. 应用层     D. 服务层 

3.（2020 年）在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构成体系中，应用程序接口属于（ ）。 

A. 管理交换系统   B. 在线服务系统   C. 数据集    D. 支撑环境 

4.（2021 年）智慧城市云平台不提供下列哪个服务（ ）。 

A. 计算服务    B. 知识服务    C. 接口服务    D. 通讯服务 

 

 

[ 参考答案 ] 

1. C  2. D  3.B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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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网络地理信息服务运行支撑系统 

→ 重要指数：☆☆☆☆☆ 

 

运行支撑系统是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的底层基础，主要包括网络接入系统、服务器系统、存储备份系统、

安全保密系统等。 

 

1 网络接入系统 

互联网环境中须申请相应网络的域名，并可根据需要租用内容分发网络（CDN）服务来提升用户访问

速度。 

 

2 服务器系统 

在集群架构中，各节点需部署满足高可用性和负载均衡服务要求的 Web 应用服务器集群、数据库服

务器集群，并部署支持并发工作方式、高可用及负载均衡集群、主流厂商计算机硬件的数据库管理软件。 

 

3 存储备份系统 

各节点构建存储区域网以实现海量地理信息的存储备份，必要时配置异地存储备份系统。 

 

4 安全保密系统 

对于涉密广域网环境中的网络地理信息服务，需从物理、网络、主机、存储介质、应用、数据六个层

面建立安全保密防护系统，防护范围包括各节点广域网络接入部分和数据生产加工区。 

 对于非涉密广域网环境中的网络地理信息服务，需部署适当的安全产品，能够抵御网络环境中的黑客

攻击、网络病毒、各种安全漏洞以及内部非授权访问导致的安全威胁。 

 

 

 

[ 历年真题 ] 

1.（2021 年）下列软件系统组成部分中，属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基础的是（ ）。 

A. 数据集    B. 管理交换系统   C. 在线服务系统   D. 支撑环境 

2.（2022 年）下列属于网络地理信息服务运行支持系统的是（ ）。 

A. 门户网站系统   B. 服务器系统   C. 存储备份系统   D. 安全保密系统 

E. 网络接入系统 

 

 

[ 参考答案 ] 

1. D  2. 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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