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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载激光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LiDAR）数据获取成果质

量检验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检验方法和质量评定方法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基础测绘中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阶段的点云数据以及同时获取的

IMU/GNSS数据、数字影像数据等成果的质量检验与评定，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的其他工程

应用可以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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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7919—2011 IMU/GPS辅助航空摄影技术规范

GB/T 27920.1—2011 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第1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

CH/T 1029.2—2013 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第2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

CH/T 8024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点云质量 quality of point cloud

对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的点云数据等成果符合要求的程度所进行的检验与评定。

3.2

点云缺失 lack of point cloud

区域内获取的点云数据存在密度明显低于设计指标的现象。点云缺失分为合理性缺失和

非合理性缺失。

3.3

合理性点云缺失 lack of point cloudreasonable

由于沥青路面、煤堆、水域等地物反射率较低等原因引起的点云缺失。

3.4

非合理性点云缺失 lack of point cloud un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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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云、水汽、烟雾遮挡或设备故障等原因引起的点云缺失。

3.5

质检窗口 quality inspection window

用于检测点云密度的最小统计窗口。

4 基本要求

4.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权重划分见表 1，错漏分类见表 2。

表 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和权重划分

质量元素
权

检查项
A B

点云质量 0.50 0.50

1. 点云噪声

2. 点云密度

3. 航带接边

4. 点云精度

IMU/GNSS质量 0.15 0.20

1. 偏心分量

2. GNSS数据（机载 GNSS数据、地面基站数据或精密星历数据）

3. IMU数据

4. IMU/GNSS融合数据

5. 相机曝光时标信号*

飞行质量 0.15 0.20

1. 航摄设计

2. 航带重叠度

3. 覆盖完整性

4. 飞行速度

5. 航高保持

6. 飞行姿态

7. 像片重叠度*

8. 像点位移*

影像质量* 0.10 ---

1. 外观

2. 几何精度

3. 影像完整性

4. 影像数据

5. 影像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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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质量 0.10 0.10

1. 技术文档（包括技术设计书、航摄批文、资料送审报告、飞行

记录、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查报告、技术总结报

告、资料移交书等）

2. 机载激光雷达、数码相机和其他附属设备检定报告

3. 整饰包装

4. 附图和附表（包括各类注记、测区完成情况图、分区图、航线

结合图、航摄鉴定表、偏心分量测定表、机载激光雷达航线-

点云分块结合图、数据目录对照表等）

注 1：A——获取成果含影像成果；B——获取成果不含影像成果。

注 2：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有影像时摄影成果的检查项。

表 2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错漏分类

质量元素 A类 B类 C类 D类

点云质量

1 点云存在大量噪声，

无法使用

2 非合理性点云缺失导

致的点云密度和设计

要求严重不符，严重

影响后序生产

3 平均点云密度低于规

范要求或与技术设计

出现严重不符，严重

影响后序生产

4 航带间（含同架次和

不同架次）的接边误

差超限，严重影响后

序生产

5 点云数据精度不符合

要求

1 点云存在较多噪声

致使后续生产困难

2 非合理性点云缺失

导致的点云密度与

设计要求不符，且对

后续生产有较大影

响

3 平均点云密度满足

规范要求，但点云密

度差异明显，对后续

生产有较大影响

4 航带间（含同架次和

不同架次）的接边误

差较大，对后序生产

有较大影响

1 点云存在少量噪声但对后

续生产影响较小

2 非合理性点云缺失导致的

点云密度与设计要求不

符，且对后续生产影响较

小

3 平均点云密度满足规范要

求，但点云密度差异比较

明显，对后续生产影响较

小

4 其他的一般错漏

其 他 轻

微错漏

IMU/GNSS 质

量

1 数据丢失、无法读出

等造成无法解算

2 IMU/GNSS 数据处理

精度不符合要求

3 解算成果的坐标和高

程系统使用错误

4 相机曝光时标信号出

现大量重复或丢失，

造成后续工作无法进

行*

1 地面基站、连续运行

参考站、精密星历数

据等异常，对数据处

理产生较大影响

2 相机曝光时标信号

出现部分丢失，对后

序数据生产具有一

定影响*

1 地面基站、连续运行参考

站等的采集参数设置与规

范要求不符，但对数据处

理影响较小

2 地面基站、连续运行参考

站、精密星历数据等异常，

但对数据处理影响较小

3 其他的一般错漏

其 他 轻

微错漏

飞行质量

1 设计不符合项目合同

或规范的相关规定

2 旁向重叠度、边界覆

1 飞机进入、离开测区

时未进行初始化飞

行，对后工序有较大

1 旁向重叠度、边界覆盖保

证、飞行速度等任一项偏

离较小，对后续工序轻微

其 他 轻

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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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保证、飞行速度等

任一项超限，致使后

工序无法作业，合理

性点云缺失区域除外

影响

2 旁向重叠度、边界覆

盖保证、飞行速度等

任一项偏离较大，对

后工序有较大影响，

合理性点云缺失区

域除外

影响，合理性点云缺失区

域除外

2 其他的一般错漏

影像质量*

1 几何精度检测（相对

定向）超限（影像用

于测图工作时）

2 实际影像分辨率与设

计严重不符

3 影像存在明显错位、

模糊、重影等现象，

影像模糊，大部分信

息无法判读

4 波段或局部影像缺

失，无效像元较多，

严重影响后序生产

5 非终年积雪地区影像

上有大面积积雪，雪

下地物无法判读

6 影像上存在云、云影、

烟、大面积反光等缺

陷，严重影响测图作

业

1 影像不清晰，层次感

差、饱和度不足、反

差过小或过大使得

影像信息损失

2 局部影像缺失，无效

像元较少，但可进行

彩色或彩红外影像

数据生产

3 外观质量差（即积

雪、云、云影、烟、

反光、雾霾、阴影等）

影响影像质量

1 影像欠清晰，层次感较差、

色调较差、反差较小或较

大使得局部影像信息损失

2 外观质量较差（即影像拼

接、积雪、云、云影、烟、

反光、雾霾、阴影等）轻

微影响影像质量

3 其他的一般错漏

其 他 轻

微错漏

附件质量

1 机载激光雷达系统综

合检定未按规定执行

或检定的项目精度不

符合要求

2 成果注记、包装、整

饰不符合要求，图表

编制填报有误

3 数据缺陷，不完整

1 上交技术文档、附

图、附表等与规定不

符

2 其它较重的错漏

1 整饰包装、附图附表不完

全符合要求

2 其它一般的错漏

其 他 轻

微错漏

注：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有影像时摄影成果的质量元素。

4.2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查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

同书、测绘任务书、技术设计书和委托验收文件等。

4.3 当检验批划分为多个批次检验时，各批次分别进行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同一受检成

果中包含不同类型成果时，应对不同类型成果分别进行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

4.4 检验使用仪器应符合计量检定要求，精度指标不低于规范及设计对仪器设备精度指标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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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质量检验记录应记载在《检验意见原始记录表》上,《检验意见原始记录表》格式和内

容参见附录 A。质量问题应描述完整，指标和所属错漏类别应明确。

5 工作流程

检验工作流程包括检验前准备、抽样、成果质量检验、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和资料整理。

具体内容如下：

a) 检验前准备应收集项目合同、技术设计书、相应技术资料及标准，核查上一级检查

完成情况，明确检验内容和方法，准备检验物资，制定工作计划。必要时，应根据

需要编制检验方案；

b) 抽样按第 6 章的规定执行；

c) 对单位成果质量实施检验；

d) 对单位成果进行质量评定，对批次成果、批成果进行质量评定；

e) 按相关要求编制检验报告；

f) 汇总、整理、检验记录、数据、资料，按档案管理要求存档。

6 抽样程序

6.1 单位成果总数确定

单位成果以提交验收的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范围内的所有航线为单位。依据项目相关

技术文档及成果资料等，确定单位成果总数。

当数据获取成果中包括多个类型的成果时，应分别统计各类型的单位成果总数。

6.2 成果批次、批量确定

按照提交检验成果批次、范围，明确批量。

6.3 抽样

抽样采用全数检验。

提交检验的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资料内容见表 3。

表 3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资料内容

序号 项目数据 备注

1 原始观测数据

2 去噪前的点云数据成果

3 点云数据成果
经预处理、去噪和分块等的点

云数据

4 IMU/GNSS数据及相关资料
根据设计书要求提供电子及纸

质文档

5 基站（含连续运行参考站）或精密星历数据及相关资料 根据设计书要求提供电子文档

6 数字航空摄影真彩色影像数据*

7 数字航空摄影真彩色像片数据* 根据设计书要求提供

8 数字航空摄影真彩色浏览影像数据* 根据设计书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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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航摄像片中心点坐标数据* 附电子文档

10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技术设计书 附电子文档

11 设备检定报告（含机载激光雷达设备、数码相机和其他附属设备） 附电子文档

12 航摄批文、送审报告 附电子文档

13 飞行记录 附电子文档

14 偏心分量测定表 附电子文档

15 机载激光雷达航线、点云分块结合图 电子文档

16 航线、像片结合图* 附电子文档

17 航摄像片中心点结合图* 附电子文档

18 测区完成情况图（含航摄分区图） 附电子文档

19
机载激光雷达检校场检校报告（含检校场设计、地面测量、数据解算、

检校成果等）
附电子文档

20 航摄鉴定表（点云数据） 附电子文档

21 航摄鉴定表（影像数据）* 附电子文档

22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查报告（承担单位自检报告，含点

云精度检查报告、点密度、IMU/GNSS数据检查报告等）
附电子文档

23 影像相对定向检测报告* 附电子文档

24 资料移交书 附电子文档

25 技术总结报告 附电子文档

26 其它资料

注：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影像数据的成果资料。

7 检验内容及方法

7.1 一般规定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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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检验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检验项 具体内容

点云质量

点云噪声 经过数据预处理后的点云噪声

核查分析、

对比分析
点云密度 平均点云密度

航带拼接误差 航带拼接平面中误差、高程中误差

点云精度 点云数据高程中误差

IMU/GNSS
质量

偏心分量 偏心分量准确性、完整性

核查分析、

对比分析

IMU/GNSS数据

完整性

机载 IMU/GNSS数据、地面 GNSS数据或精密星历数据、解算

数据、IMU/GNSS飞行记录

IMU/GNSS融合

数据
IMU/GNSS观测数据解算精度

飞行质量

飞行设计

设计用基础地理数据精度指标

核查分析、

对比分析

激光使用频率、视场角等参数的合理性

影像地面分辨率*

分区划分

航线方向和敷设方法

获取时间、获取季节

GNSS基站布测方案设计

检校场设计

设备选型、软件选择

点云航带重叠度 航线重叠度

覆盖完整性 摄区、分区图廓

飞行速度 飞行地速

航高保持 相邻航高、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实际航高与设计航高之差

飞行姿态 俯仰角、侧滚角、飞机转弯坡度、出入航线平飞与“8”字飞行

像片重叠度* 航向重叠度、旁向重叠度

像点位移* 航摄分区最高点处像点最大位移

影像质量*

外观质量*

影像清晰度

核查分析、

对比分析

影像纹理、噪声和条纹

积雪、云、云影、烟、反光、雾霾、阴影等

影像的色调、色彩饱和度、反差

地标点影像

几何精度* 相对定向几何精度

影像完整性* 波段缺失、裂缝、遮挡、无效像元

影像数据* 原始影像的齐全性、完整性

影像文件整理* 浏览影像数据、航片数据文件命名、组织及格式

附件质量

技术文档 技术文档的齐全性、完整性

核查分析
检定资料 检定资料的完整性、符合性

整饰包装 整饰包装的符合性

附图和附表 附图和附表的完整性、符合性

注：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影像数据时的检查内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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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点云质量

7.2.1 点云噪声

统计明显异常的点云，确定是否满足要求。

7.2.2 点云密度

点云密度的检验方法如下：

a) 利用相关质检软件，设置质检窗口，以相应步幅移动窗口检查计算平均点云密度，

窗口大小及移动步幅宜优于表 5的规定。平均点云密度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B；
b) 点云密度应符合 CH/T 8024要求。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将点云与影像套合进行复检。

表 5 点云密度质检窗口大小及窗口移动步幅

点云密度

点/m2

质检窗口大小

m

窗口移动步幅

m

≥16 2.5×2.5 2.5

≥4 2.5×2.5 2.5

≥1 5×5 5

≥0.25 10×10 10

7.2.3 航带拼接误差

选取不同航带间（含同架次和不同架次）点云数据同名点，分别计算同名点的平面与高

程中误差，平面与高程中误差应符合 CH/T 8024的规定。

7.2.4 点云精度

点云的高程精度应符合 CH/T 8024的规定。高程精度检验方法如下：

a) 在距离基站、检校场较远、高程精度相对较弱的区域，按照不同地形、不同航线、

相距较远且外业控制容易实施的原则选取 2个以上精度验证区，每个精度验证区以

1幅成图比例尺标准分幅范围为宜，布测一定数量的高程检测点（一般不少于 20个
检测点），进行点云精度验证；

b) 也可采取全测区布设高程检测点的方法检查点云高程精度，即在测区边缘处、航线

首末端、测区内部平坦区域、航带间重叠区域、构架航线与飞行航线交叉处等均匀

布测高程检测点，进行点云精度验证。

7.3 IMU/GNSS 数据质量

7.3.1 偏心分量

核查偏心分量测量表填写是否完整、正确，测量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7.3.2 GNSS 数据

GNSS 数据的检验方法如下：

a) 机载 GNSS 数据：对照飞行记录，逐架次核查 GNSS 观测数据及其相关的记录文档、

技术文件的齐全性、完整性；依据 GNSS 数据处理报告或 GNSS 数据记录的飞行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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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载 GNSS 数据是否正常、信号是否失锁；

b）地面基站 GNSS 数据：布设地面基站时，对照航线设计书要求和飞行记录，逐架次核

查各地面基站 GNSS 观测数据及其相关的记录文档、技术文件的齐全性、完整性；依

据地面基站 GNSS 数据处理报告，核查地面基站 GNSS 数据是否正常、信号是否失锁；

核查地面基站点位测量是否满足精度要求；

c）精密星历数据：采用 GNSS 精密单点定位技术时，核查精密星历数据的齐全性、完整

性和时效性。

7.3.3 IMU 数据

IMU 数据的检验方法如下：对照飞行记录，逐架次核查机载 IMU 记录数据及其相关的记

录文档、技术文件的齐全性、完整性；依据机载 IMU 数据处理报告，核查机载 IMU 数据是否

正常。

7.3.4 IMU/GNSS 数据联合解算成果

IMU/GNSS 数据联合解算成果的检验方法如下：依据 IMU/GNSS 数据处理报告，检查数据

解算精度是否符合 GB/T 27919—2011的 7.2.2的规定。

7.4 飞行质量

7.4.1 飞行设计

飞行设计的检验方法如下：

a) 对照项目合同、数据获取规范以及成图比例尺，核查点云密度设计的符合性；核查摄

影地面分辨率选择的正确性；

b) 对照项目合同、数据获取规范、测区中地形高差大小和地形特征，核查分区划分的正

确性；

c）对照项目合同、相关规范要求，检查飞行速度、作业航高设计、以及激光使用频率、

使用视场角选择等的合理性；

d）对照相关规范、机载激光雷达设备要求，检查检校场飞行设计、检校场地面控制点布

设及测量、地面基站（连续运行参考站）的使用正确性与合理性；

e) 对照项目合同、相关规范要求、测区中地形特征，核查航线方向和敷设方法的正确性，

数据获取时间、季节选择的合理性，GNSS基站设计的合理性，数据获取设备、IMU/GNSS

处理软件、点云处理软件、原始影像处理软件的选择是否正确。

7.4.2 点云航带重叠度

将相邻两条航带的点云数据套合，量取重叠区域范围，根据航带宽度计算最大、最小重

叠度，判断符合性。对于初步判定点云重叠度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应进一步套合影像进行复

核。

7.4.3 覆盖完整性

覆盖完整性的检验方法如下：

a)IMU/GNSS数据完整性检查：利用IMU/GNSS数据，检查摄区、分区边界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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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点云覆盖完整性检查：将抽稀点云数据对照摄区、分区边线，检查摄区、分区边界覆

盖情况；

c) 影像覆盖完整性检查：将浏览影像或影像输出片对照分区、摄区的边线及其附近的同

名地物，核查覆盖摄区、分区边界情况。

7.4.4 飞行速度

比较机载 GNSS 记录的飞行地速与设计地速，检查地速保持的符合性。

7.4.5 航高保持

采用机载GNSS记录数据，检查航高保持的符合性。

7.4.6 飞行姿态

采用IMU/GNSS解算数据，检查旋偏角、俯仰角、侧滚角的符合性，飞机转弯坡度的符合

性。

7.4.7 像片重叠度

像片重叠度检查方法按GB/T 27920.1—2011，6.2.1的规定执行。

7.4.8 像点位移

像点位移的检查方法按CH/T 1029.2—2013，6.2.8的规定执行。

7.5 影像质量

影像质量的检验方法按CH/T 1029.2—2013，6.3的规定执行。

7.6 附件质量

7.6.1 技术文档

依据项目合同、技术设计书，按照资料移交清单，检查技术文档的齐全性、完整性。

7.6.2 检定资料

核查机载激光雷达、数码相机参数检定报告等检定资料的完整性与符合性。

7.6.3 整饰包装

核查提供的各项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成果资料存储及包装注记等的符合性，各类电子

文档资料的文档格式、存储组织、介质及包装样式的符合性。

7.6.4 附图和附表

检查、核查各类附图、附表的完整性、符合性。

8 质量评定

8.1 质量表征

单位成果、批次成果、批成果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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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质量等级

单位成果、批次成果、批成果质量评定实行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级评定制。按表 6
评定单位成果、批次成果、批成果的质量等级。

表 6 成果质量的等级评定标准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

优 S≥90 分

良 75 分≤S<90 分

合格 60 分≤S<75 分

不合格 S<60 分

8.3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8.3.1 单位成果质量元素及其权重划分、错漏分类按表 1、表 2的规定执行。质量元素评

分方法按照 GB/T 24356的规定执行，激光雷达点云成果扣分值调整系数 t一般为单位成果

面积与错漏区域面积比值的 1/50；影像成果扣分值调整系数 t一般为单位成果像片总数的

1/100。

8.3.2 当单位成果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判定为不合格：

a) 单位成果中出现 A 类错漏；

b) 质量元素质量得分小于 60 分。

8.4 批次成果、批成果质量评定

批次成果质量得分为各单位成果质量得分按航线数的加权平均值，批成果质量得分为各

批次成果质量得分按像片数和点云航带数的加权平均值。按表 6评定质量等级。

9 编制报告

9.1 检验报告按照批次成果质量检验评定结果编制；

9.2 质量检验报告编写的内容及格式参见附录 C；当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

取有影像数据时，应提交“航线像片结合图”，格式参见图 C.8。

9.3 当检验成果划分为多个批次检验时，可编制同一报告，各批次分别统计评定质量。

10 资料整理

整理检验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等资料，按规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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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检验意见原始记录表

序号 分区 图幅号 航线
像片片号

*

/点云分块号
质量问题

错漏类别
处理意见 修改情况 复查情况

A B C D

1

2

3

4

5

6

7

8

9

10

检验人员： 检验时间： 修改处理人员： 复查人员： 复查时间：

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有影像数据时的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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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激光雷达平均点云密度计算方法

平均点云密度计算是交验区内激光点个数与交验区面积（合理性缺失的区域面积除

外）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 �
��ᨄ

�
n��

� × m

式中：

ρ——激光雷达点云密度，单位为个每平方米（个/m2）;

ni——交验区内第 i个质检窗口内激光雷达点数，单位为个；

m——交验区内的质检窗口数量（合理性缺失的窗口除外），单位为个；

A——单个质检窗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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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检验报告内容及格式

B．1 检验报告内容

检验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

a) 检验工作概况：简述检验任务来源、检验人员组成及所使用工具情况。

b) 受检成果概况：简述受检成果获取方式、摄区划分情况、摄区地形特征、成果总

量、报验成果数量和提交资料情况等。

c) 抽样情况：描述抽样依据、抽样方案，列出检验资料清单。

d)检验内容及方法：对照检验标准说明检验质量元素项以及对应所采用的方式。当

未进行某项质量元素项检验时，在此予以说明。

e)质量问题及处理：罗列检验过程中发现的 A、B、C、D类质量问题和发现的普遍

性或系统性质量问题。当质量问题较多时，D类质量问题可不罗列。

f)成果质量统计：按照不同质量元素统计各类错漏类别及数量。

g)建议：根据需要使用，当无任何建议时，可不保留。当存在 A类质量问题时，说

明需补飞的航线、范围等，并制作相应的附图。

h)附件：摄区检验情况图、摄区航线相片结合图、成果移交清单。成果移交清单见

表 1、表 2。

B．2 检验报告格式

图 C.1 ~ 图 C.5给出了检验报告部分页面的格式，摄区完成情况图见图 C.6，分区

航线、点云分块结合图见图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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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 LiDAR数据获取成果质量

检验报告

【】第【】号

摄区名称：

摄区编码：

合同编号：

数据获取单位：

检验单位（章）：

年 月

图 C.1 封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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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本报告无 “检验单位公章 ”及 “骑缝章 ”无效。

2. 报告复印件未加盖 “检验单位公章 ”无效。

3. 报告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无效。

4. 报告涂改无效。

5. 若对检验报告内容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起十五日内向检验单位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

6. 送样委托检验，检验报告仅对来样负责。

联系方式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图 C.2 封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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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检成果概况

项目情况

LiDAR平均点

云密度
影像地面分辨率（m）

LiDAR获取传

感器/仪器编号

影像获取传感器

/仪器编号

使用脉冲频率/
最大脉冲频率

像元数（pixel）

使用扫描频率/
最大扫描频率

像元大小（μm）

使用视场角/
最大视场角

主距(mm)

飞机类型/编号 使用机场

航线敷设 飞行架次/小时

调机路线/时间

飞行单位

航摄单位

地面处理单位

航摄时间/月份

检验时间

完成情况

合同面积 km2 幅数(1: ） 幅

本次检验面积 km2 幅数(1:) - 幅

累计完成面积 km2 幅数(1:) - 幅

禁飞区面积 km2 幅数(1:) - 幅

剩余面积 km2 幅数(1:) 幅
未完成原因

硬盘数 套 数据量 套

数据类别

像片张数* 像片索引图*

飞行质量

LiDAR数据
一般旁向重

叠

旁向重叠范围

点云高程中误差

影像数据*

一般航向重

叠

- 一般旁向重叠 -

航向重叠范

围

- 旁向重叠范围 -

最大旋角 - 倾斜角 -

分区覆盖情况

数据质量
LiDAR

影像目视效果*

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的影像成果。

图 C.3 受检成果概况格式



CH/T XXXXX—XXXX

18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记录表

序号 分区 图幅号 航线
像片片号*

/点云分块号
质量问题

错漏类别
处理意见 备注

A B C 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有影像数据时填写。

图 C.4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记录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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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5 成果质量统计表格式

ABC

分区（或摄区）号 质量元素

权 错漏类别和数量

得分 质量得分
A B A类 B类 C类 D类

点云质量 0.50 0.50

IMU/GNSS质量 0.15 0.20

飞行质量 0.15 0.20

影像质量* 0.10 ---

附件质量 0.10 0.10

注：A---获取成果含影像成果 B---获取成果不含影像成果

标注“*”为机载激光雷达获取点云数据的同时获取有影像数据时填写。

成果质量统计表



CH/T XXXXX—XXXX

20

XX 摄区完成情况图

摄区名称： 摄区代号： 平均点云密度（点/m2）： 设备型号及编号：

摄区面积（k m2）： 以前完成面积（k m2）： 本次检验面积（km2）： 未完成面积（km2）：

禁飞区面积（k m2）： 获取时间： 获取单位：

图 C.6 XX 摄区完成情况图格式

图例：

图例：

以前完成区域

本次完成区域

未完成区域

禁飞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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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摄区 XX 分区航线、点云分块结合图

摄区名称： 摄区代号： 分区号： 设备型号及编号：

绝对航高（m）： 获取时间： 获取单位：

图 C.7 XX 分区航线、点云分块结合图格式

图例：

图例：

摄区范围线

5万图幅线

飞行航线

构架航线

K51E005009 5万图幅号

01分区分区号

03航线号

G01 构架航线号

003点云分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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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摄区XX分区航线、像片结合图

摄区名称： 摄区代号： 分区号： 地面分辨率（m）： 设备型号及编号：

绝对航高（m）： 获取时间： 获取单位：

图 C.8 XX分区航线、像片结合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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