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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技术规程》标准制定计划由原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关于下达 2017-2018 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

计划的通知》下达，文件号为“测科函[2017]35号”，是 2017-2018年测

绘地理信息标准制修订项目之一。本项任务由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组织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 

2. 目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测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测绘成果类型逐渐出现多元化

态势，数字表面模型成果已在测绘成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且有广泛的应用。 

数字表面模型是以点的三维坐标表达地表（含人工建筑物、植被等）

起伏形态的数据集，与数字高程模型所表达的信息存在异同点。数字表面

模型成果分为点云类和格网类两种形式。当前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检验主要

参考《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和《数字高程模型检验技术规程》

等相关标准的检验参数和质量评定。但是，目前这些检验标准中未规定数

字表面模型固有的质量特性的检验方法与检验内容要求，不能客观、完整

地评价成果的质量。 

目前国内测绘地理信息系列成果检验标准中，数字表面模型成果的检

验暂无可依据的检验标准，为保证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评价的科学性、

规范性、准确性，为质检相关部门提供方便、易执行、可指导的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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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亟需制定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验相关标准。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 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协作单位：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经济管理科学研

究所、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自然资源部黑龙江测绘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站、江苏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自然资源部第一航测遥感

院、北京东方道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主要起草人：王小军、赵龙、巨小文、王炜、王程、张号、刘小强、陈

海鹏、李若、黄杨、岳国栋、虞继进、杨胜万、王少成 、曲林、吴守来。 

所做工作： 

1.标准技术内容总体设计与主要技术指标确定——王小军、赵龙、巨小

文、王炜； 

2.具体负责起草标准的全部章节、调研、研讨论证、测试验证——王小

军、赵龙、巨小文、王炜、王程、张号、刘小强 

3.参与起草标准的第 6、7、8章、测试验证——陈海鹏、李若、黄杨、

岳国栋、虞继进、杨胜万、王少成 、曲林、吴守来。 

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2017 年 8 月成立编写组。编写组成员充分搜集了不同数据源生产的不

同格式的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数据，深入研究各类成果的生产工艺流程，并

对行业内具有资深技术能力的生产和科研部门开展广泛的前期调研，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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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有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数据处理对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影响的因

素、成果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等。起草组成员分析

研讨后，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及结构，完成标准实施方案等编写工作。 

2）起草阶段 

参照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写组成员查阅大量技术规范与资料，

包括（不限于）：GB/T 1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H/T 9022-2014《基础地

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 数字表面模型》、

CH/T 9023-2014《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25000 1:50000 1:100000 数字

表面模型》、CH/T 3012-2014《数字表面模型航空摄影测量生产技术规程》、

CH/T 3013-2014《数字表面模型航天摄影测量生产技术规程》、CH/T 

3014-2014《数字表面模型机载激光雷达测量技术规程》、CH/T 8023-2011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处理技术规范》、CH/T 8024-2011《机载激光雷达数

据获取技术规范》、CH/T 1026-2012《数字高程模型检验技术规程》等多

个相关生产、成果质量检验规程，对其中涉及到生产数字表面模型的技术

流程、成果内容等进行分析与研究。 

通过查阅资料，编写组着重从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工

作流程、检验内容与方法、质量评定指标等方面构建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定标准，编写组先后前往北京东方道迩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

司、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开展了调研交流，专家针对数字表面模

型成果检验内容、检验方法及质量评定等技术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编

写组据此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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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月，经过编写组成员反复研讨，并听取专家意见后，编制形

成标准草案。 

3）征求意见 

2019 年 6 月-7 月，由测标委发文“自然资标研函[2019]15 号关于征

求测绘行业标准《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函”，广泛征求测绘行业及测绘专家对本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共收到宝

贵意见 113 条，经过编制组反复论证、讨论；对专家意见进行分析，结合

标准编制的针对性及适用性，最终对所提意见处理结果为：采纳 101 条，

部分采纳 2条，未采纳 10条。通过采纳意见，更好的完善了标准的内容，

2019 年 8月，形成标准送审稿。 

4）送审阶段 

2020 年 9，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在西安

组织召开了该标准送审稿审查会。审查委员会听取了编写组关于该标准编

制的说明，审查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 

审查会后，课题编写组认真梳理了与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形成修

改意见。经过认真研究，修改后形成报批稿。 

5）报批阶段 

课题编写组根据要求，于 2020年 10月底提交报批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主要依

据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和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并参考了 CH/T 1026-2012《数字高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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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验技术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a、科学性原则。充分参考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

与验收》、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等有关国家及行

业标准，并结合现有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查内容、方法及影响成果质

量评价的因素，构建标准技术框架，编制具体要求，有效保证了标准技术

内容的科学性。 

b、适用性原则。标准起草过程中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技术调研，综合考

虑了点云类和格网类数字表面模型成果的各自质量特性，列出了数字表面

模型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检验内容与方法、质量评定指标和评定方法，

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 

c、协调性原则。目前国内测绘地理信息系列标准中，数字表面模型成

果的检验缺少可依据的检验标准，作为数字表面模型检验及质量评定的通

用性标准，标准结合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技术规程各项技术指标及成果内容，

参考相关检验标准的质量元素及质量评定要求制定内容，是对现有标准的

补充，其内容与我国现行的法规和管理办法等协调一致。 

d、规范性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8222-2011《服务标准编写通则》的要

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明确了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技术的基本要求，规定了数字表

面模型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及检查项，并确定了数字表面模

型质量评定方法与要求。标准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基本要求、检

验工作流程、抽样程序、检验内容及方法、质量评定指标、质量评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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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制、资料整理等十个部分，力求涵盖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与质量评

定的全过程。 

标准正文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范围 

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定了本标准引用的技术标准。 

（3）基本要求 

确定了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及检查项，

并对成果检查内容进行了概述。 

本标准未将“平面精度”纳入数字表面模型检查项质量元素，主要考

虑 DSM 成果的高程精度与平面精度的相关性；另外，平面精度检测点位置

一般为特征点，DSM 点云点或格网点很难落在房角等特征位置，点位确定

需借助辅助线才能实现，易引入新的误差。 

未将“航带接边”纳入数字表面模型质量元素，航带数据接边为上工

序数据生产环节检查内容。该检查应在生产前资料分析阶段完成。 

未将“平均点间距”纳入数字表面模型质量元素，是考虑到与 CH/T 

9022-2014《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500 1:1000 1:2000 1:5000 1:10000

数字表面模型》、CH/T 9022-2014《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 1:25000 1:50000 

1:100000数字表面模型》标准的一致性，且点云密度与平均点间距是相互

约束的。 

（4）检验工作流程 

规定了数字表面模型成果检验工作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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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样程序 

对单位成果总数、检验批次、批量进行了规定，并对抽样的方法及样

本进行说明。其中，批量的确定沿用 GB/T 18316中关于批量确定的方法。 

本标准规定单位成果以幅、生产单元等为单位划分，依据项目相关技

术文档及成果资料等确定单位成果总数。主要是考虑当前技术条件下生产

的 DSM 成果不可避免的会有海量数据规模的生产任务，为了提升标准的可

操作性，进而规定单位成果的划分可依具体情况而定，给出了划分原则，

未强调严格统一的划分要求。 

（6）检验内容及方法 

规定了数字表面模型检验内容与方法。检验内容中六个质量元素包括

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逻辑一致性、时间精度、格网/点云质量、附件质

量等；检验方法包括详查和概查，对样本单位成果实施详查，必要时对样

本外单位成果进行概查。详查和概查的检验方法是以一级验收的工作流程

为编制思路规定的，二级检查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在“高程精度”质量子元素下确定了“粗差率”检查内容，并

规定 r0=5%。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位置精度/数学精度统计时均统计

“粗差率”检查项，并规定粗差比例大于 5%为不合格品。 

接边检查作为位置精度的检查项，点云类数字表面模型结合相关生产

技术规范及成果实际情况，通过检查接边处地形是否过渡自然、地物是否

保持真实，有无明显错位及变形，通过定性评价确保点云类数字表面模型

接边检查的可操作性。 

根据 DSM质量特性，在格网/点云质量元素下确定了编辑质量质量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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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于检查内容中的高程异常值、噪声点滤除、静止水域置平、流动水

域过渡、无值区与海域赋值项可用单位成果错误面积或点数检查，对于检

查内容中的地貌及非地面附着物是否错位、变形等可用单位成果错误面积

检查。 

（7）质量评定指标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和检查项三级。本节对

六个质量元素下设的十个质量子元素的具体检查项及检查内容进行了规

定，并给出了各质量元素的计分方法。 

由于点云类数字表面模型接边质量无法量化为数值统计，经过深入研

讨、论证总结出了关于点云类数字表面模型接边质量的计分方法，根据成

果接边三种情况设定得分阈值范围，在满足合格条件情况下，分值范围为

[60 ，100]； 

 a）当出现普遍性轻微接边不连续现象且高程中误差符合而又不影响

使用时，根据具体情况评定分数，分值不得高于 90分； 

 b）未出现上述情况时，分值为 100分。 

这主要是依据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影

像特性检查项“出现普遍性或整体性现象而又不影响使用时，不估算面积，

根据具体情况打分，分值不能高于 90 分”，对于通过目视检查、经验感观

且难以量化评定的点云类接边检查参照提出质量评定方法，提高了标准的

可行性。评定合格后计分方法采用闭区间[60,100]给出，体现了评分方法

的针对性。 

格网/点云质量元素下设定了质量子元素“编辑质量”，并给定了r0=1%。

r0=1%是参考《全球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维护更新成果质量检验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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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数字表面模型数据质量评定指标和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

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影像特性检查项技术要求给定的，在单位成果中编辑

质量不良区域面积/点数不大于 1%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满足可接收质量限

的，并进行了测试验证。 

（8）质量评定 

规定了单位成果质量评定、质量等级评定及批成果质量判定的方法。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规定了根据质量检查质量元素分值评定的等级。批成果

判定规定了判定条件。 

（9）报告编制 

规定了报告的编制内容和格式。 

（10）资料整理 

对项目检验过程所用资料、检验中形成的记录等资料管理做了规定。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2019 年 2月-4月自然资源部陕西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国家测绘

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北京东方道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选择

不同地貌类别、数据源、成果类型、成果规格、地表覆盖的成果进行检验，

对该标准的主要内容、各质量元素的技术指标，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通过

项目验证，完成对检验内容和各项技术指标的确认，并进一步完编制说明。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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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

检查与验收》和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对测绘成

果的质量检查与验收进行了标准化，但是缺乏对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

验的具体规定，本标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据 GB/T 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和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并参考了国际标准和国内测绘

行业系列检验规程。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实施。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该推荐性标准的颁布、贯彻实施前应及时在公众媒体、相关行业甚至

对外的有关信息上公开宣传，使测绘地理信息行业能够快速的了解该标准，

应设立专门的答疑或咨询部门，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做好

贯标记录，进行长期监督，并及时反馈问题至答疑或咨询部门。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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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