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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HY/T 070-2003《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与 HY/T 070-2003 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范围（见第 1章，2003版的第 1章）； 

b)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03版的第 2章）； 

c)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2003版的第 3章）； 

d) 修改了总则（见第 4章, 2003版的第 4章）； 

e) 修改了技术设计（见第 5章, 2003版的第 5章）； 

f) 增加了测点对象确定（见第 6章）； 

g) 修改了海域测量（见第 7章, 2003版的第 6章）； 

h) 增加了测量精度（见第 8章）； 

i) 删除了作业记录（见 2003版的第 7章）； 

j) 修改了面积计算（见第 9章, 2003版的第 8章）； 

k) 修改了测量成果与总结、成果验收与提交（见第 10章, 2003版的第 9章、第 10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国家海洋局南海规划与环境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汤海荣、曾纪胜、王银霞、许莉莉、孙玉超、张文娜、庄铎、邓昊

文、王刚、李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3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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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域使用面积测量的原则、基准、计量单位、方法、工作流程、质量控制，

以及技术设计、测点对象确定、测量实施、精度、面积计算、成果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和领海范围内的海域使用界址点测量、面积计算。其

它海域范围内的海域使用面积测量可以参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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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9 中国海图图式 

HY/T 124 海籍调查规范 

HY/T 251 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岸线 coastline 

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痕迹线。 

[来源：GB/T 18190-2017，2.1.1 ] 

3.2 

海域使用 sea area use 

使用特定海域的用海活动。 

3.3 

用海对象 sea using object 

用海活动中实际占有海域的物体。 

注：如填海回填物、构筑物、管线等。 

3.4 

界址点 boundary point 

用于界定用海范围及内部单元范围的特征点。 

[来源：HY/T 124-2009，3.4，有修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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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线 boundary line 

由界址点连接而成的线。  

[来源：HY/T 124-2009，3.5] 

3.6 

标志点 signal point 

具有明显标志并可通过对其坐标的测量推算界址点坐标的点。 

[来源：HY/T 124-2009，3.6] 

3.7 

测点对象 surveying point object 

用于界定用海对象外廓范围的特征点，及其他用于推算上述特征点坐标的标志点。 

3.8 

海域使用面积 sea using area 

界址线所封闭的用海或内部单元的面积。 

4 总则 

4.1 测量原则  
4.1.1 尊重事实原则 

测量工作中应实事求是，尊重用海事实，客观实施海域使用面积测量工作。 

4.1.2 科学合理原则 

针对不同类型的测点对象，编制测量方案，选择合适的测量设备，使用科学的测量方法，

合理开展测量工作，确保精度要求。 

4.1.3 准确可靠原则 

选择的测量设备、使用的测量方法应满足精度要求，施测过程应严谨细致，测量数据可

溯源，确保测量结果准确可靠。 

4.2 测量基准 

4.2.1 坐标系 

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hina geodetic coordinate system 2000，CGCS2000）。 

4.2.2 深度基准 

按照GB 12319有关要求，中国沿海地区一般采用“理论最低潮面”作为深度基准面；

远海区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当地平均海平面。 

4.2.3 高程基准 

一般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远海区域可以采用当地平均海平面。 

4.2.4 地图投影 

测量与制图时，宜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标准3°分带。 

面积计算时，宜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以用海中心相近的0.5°整数倍经线为中央经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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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面积计算；东西向跨度较大（经度差大于1°）的用海，按1°分带分别计算并求和，亦可采

用等面积投影。 

4.3 计量单位 

4.3.1坐标计量单位 

坐标计量单位采用度、分、秒格式，秒值小数点后取 3 位小数。 

4.3.2 面积计量单位 

面积计量单位为平方米时，结果取整数。面积计算单位为公顷时，保留 4 位小数。 

4.3.3 长度计量单位 

长度计量单位为米，保留2位小数。 

4.4 测量方法 

根据测点对象所处位置及特征，选择定位测量、遥感测量、声呐与电磁技术等合适方式

进行测量。  

对于海面以上测点对象，可选择定位和遥感等测量方法。如采用传统陆域测量仪器如高

精度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全站仪等进行测量。

也可采用飞行设备搭载测绘传感器，如航摄仪、激光扫描仪、热红外成像仪等进行测量。 

对于海面以下测点对象，可选择声呐和电磁技术等测量方法。如采用船只搭载海洋测量

仪器如测深仪、侧扫声呐、海洋磁力仪、浅地层剖面仪、单道地震设备等进行测量。 

4.5 工作流程  

4.5.1 技术设计 

收集用海项目工程资料、周边自然地理环境资料及其他资料，编制技术设计书。 

4.5.2 测点对象确定 

综合考虑用海项目的工程结构、用海方式、位置、几何特征、周边用海等情况，按照

HY/T 124 的要求，分析界址点、标志点的分布及位置关系，确定测点对象。 

4.5.3 测量实施 

根据测点对象位置、特征及周边用海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测量仪器设备实施测量，

并填绘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记录表和海域使用面积测量示意图（见附录 A）。 

4.4.4 面积计算 

利用测量结果及解析、解译等方法获得用海界址点，确定用海范围，计算用海面积。 

4.5.5 成果编制 

整理原始数据，编制成果数据、图件和测量报告等。 

4.6 质量控制 

4.6.1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满足测量精度要求，并按国家规定进行计量检定、校准或自校，保证量值准

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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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测量实施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技术设计要求和仪器使用要求开展测量工作，开展必要的抽查测量，测量精度

应满足相应要求。 

4.6.3质量检查 

技术设计书编制、测量实施、数据处理、成果编制等环节应实行检查审核，确保测量成

果质量。 

5 技术设计 

5.1资料收集 

5.1.1工程资料 

收集用海项目权属资料、设计方案、竣工验收图等工程资料。 

5.1.2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收集测区的海底地质和地貌、水深、潮汐、岛礁等基础地理信息资料。 

5.1.3其他资料 

收集相邻用海项目的权属资料、最新版或近三年大比例尺海图、能反映现状的遥感影像

等相关资料。 

5.2 技术设计书 

技术设计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a）测量任务概述； 

b) 技术要求和技术依据； 

c）资料收集与分析； 

d）测量实施设计； 

e）测量仪器设备配置； 

f）测量人员配置； 

g）测量进度安排； 

h）质量控制、检查与评定； 

i）安全措施； 

j）提交成果资料。 

6 测点对象确定 

6.1 测点对象选取的一般方法 

6.1.1 一般测点对象选取 

用海对象外缘线规则的，测点对象为外缘线拐点；用海对象外缘线不规则的，测点对象

在不规则外缘线上选点。应视其变化，在确保真实反映用海范围情况下，控制选点密度。 

6.1.2 圆形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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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海对象的外缘为封闭圆时（如圆形锚地），可以把圆心作为测点对象，兼以相应半

径的圆周表述界址线。也可依据 6.1.3 按弧线步长选取测点对象。 

6.1.3 弧线用海边界 

    当用海对象的外缘为圆弧时，可按弧线步长（弧线相邻两取点的直线距离，也可取为这

两点的弧长），在弧线上均匀选取测点对象。 

最大限差时弧线相邻两点取值的直线距离 0L 按公式（1）计算取值，弧线步长 L ′取值

范围为：0.9𝐿0 ≤ 𝐿′ ≤ 1.1𝐿0。 

 

2 2

0 2 ( )L r r b    
… …

„„„„„„„„„(1) 

式中： 

0L ——最大限差时弧线相邻两点取值的直线距离，单位为米（m）； 

r ——弧半径，单位为米（m）； 

——最大允许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单位为米（m）； 

b ——系数，取值 0.1m 时，b 取值 2，取其它值时，b 取值 0.5。 

6.2 直立式结构用海边界 

当用海对象的外缘结构为直立式，如直立式的填海、围海、构筑物等，测点对象为用海

外缘线上的特征点。 

6.3 斜坡式结构用海边界 

当用海对象的外缘结构为斜坡式，如斜坡式的填海、围海、构筑物等，测点对象为坡底

外缘线上的特征点，也可以为坡顶线上的标志点。 

6.4 海底隧道 

测点对象为海底隧道构筑物外缘线上的特征点，也可以为隧道内部的标志点。 

6.5 海底电缆、光缆 

测点对象为海底电缆、光缆中心线上的标志点。 

6.6 开放式用海 

有用海设施的，测点对象为用海设施外缘线上的特征点；无用海设施的，为实际设计特

征点。 

6.7 污水达标排放 

排放的有害物质浓度随离排放口距离而衰减，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保护目标，测点对象

为有害物质浓度达到海水水质标准要求时水体受波及的范围线的特征点。 

6.8 其他 

其他用海，可根据用海特征，结合实际情况，参考上述几类方法确定测点对象。 

7 测量实施 

7.1 测点对象位于海面以上（含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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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 GNSS 或全站仪等满足测量精度要求的高精度定位设备，直接对测点对象进行

实测，获取其坐标；也可采用航空遥感、航天遥感、卫星遥感等手段获取测点对象所在区域

的遥感影像，经过精校正后解译获取测点对象坐标。 

GNSS 可采用基于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Real - time kinematic，RTK）、连续运行

参考站系统（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CORS）、千寻高精度定位、卫星差

分等满足测量精度要求的作业模式。 

7.2 测点对象位于海面以下海床面以上（含海床面） 

7.2.1位于边坡、构筑物、倾倒区、矿产开采区 

宜采用水下声呐或激光等设备进行扫测，获取测点对象所在区域的水深地形、地貌影像、

三维模型等数据。 

a）水深地形：对获取的水深数据进行分析，识别海床面和用海区的水深地形特征，解

译出自海床面向用海区发生水深特征变化的交界线，解析测点对象坐标。条件允许时可采用

用海施工前的水深数据地形辅助判断。 

b）地貌影像：对获取的地貌影像数据进行分析，识别海床面和用海区的声学影像特征，

解译出两者色差发生明显变化的交界线，解析测点对象坐标。 

c）三维模型：对获取的三维模型数据进行分析，识别用海区与海床面的交界线，或构

筑物垂直投影的外缘线，解析测点对象坐标。 

7.2.2位于海底管道 

宜采用水下声呐、海洋磁力等设备进行扫测。 

a）水下声呐：获取测点对象所在区域的地貌影像并进行分析，识别海床面和海底管道

的声学影像特征，解译出两者色差发生明显变化的交界线或海底管道影像条带的中心线，解

析测点对象坐标。 

b）海洋磁力：管道材质为金属时，可使用海洋磁力仪等设备进行探测，获取测点对象

所在区域的磁力场数据，识别出磁力发生突变的位置，解析磁力曲线波峰点作为管线的中间

点，获得测点对象坐标。 

7.2.3位于海底电缆 

测量方法见 7.2.2 的 b）。 

7.3 测点对象位于海床面以下 

7.3.1位于边坡及构筑物 

宜采用浅地层剖面仪、单道地震设备等进行探测，获取测点对象所在区域的地层剖面数

据，识别海床、构筑物的地层剖面特征，解译出自海床向用海区出现构筑物地层特征的构筑

物前沿线，解析测点对象坐标。 

7.3.2位于海底隧道 

宜采用浅地层剖面仪、单道地震设备等设备进行测量，测量方法见 7.3.1。或采用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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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等设备从隧道内部施测，测量获取隧道内部测点对象坐标。由此根据实测相对位置数据或

设计图纸，解析出海底隧道中心线或海底隧道两侧外缘线坐标数据。 

7.3.3位于海底管道 

宜采用浅地层剖面仪、单道地震设备等进行测量，测量方法见 7.3.1。管道材质为金属

的，测量方法见 7.2.2 的 b）。 

7.3.4位于海底电缆 

测量方法见 7.2.2 的 b）。 

7.4 测点对象不固定 

7.4.1 有可视标志物 

测量作业时测量测点对象瞬时位置坐标，测量方法见 7.1。 

7.4.2 无标志物 

根据其他相关标志点测量结果及设计资料确定测点对象坐标。可参考标志点测量，测量

方法见 7.1。必要时可开展现场放样测量验证。 

7.4.3 污水达标排放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保护目标，根据数学公式计算或数值模拟方法等模拟并解译出排放

的有害物质浓度衰减达到海水水质标准要求时水体受波及的最大包络线，在最大包络线上提

取特征点。 

7.5 其他 

根据相邻用海或周边标志点特征，采用 7.1 方法，测量相邻用海界址点坐标或标志点坐

标，结合用海批复、设计资料或竣工资料推算出的界址点坐标。 

其他用海的测量可以根据用海特征参考以上类型选择测量方法，如海底场馆可参考海底

隧道的测量方法。 

8 测量精度 

8.1 测量误差的类型 

测量误差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点对象的选取误差、解译误差、测量误差。 

a）选取误差：指施测前在现场选择点对象时，由于点对象所在体的物理和几何特性等

因素，引起判别、选择点对象位置而存在的差异。 

b）解译误差：指现场施测时，测量采集了点对象及其周边点的位置及特征信息，根据

点对象测量数据的特征，从测量数据集中，解译识别点对象的误差。 

c）测量误差：利用定位系统、遥感、声纳、磁力或激光等设备直接测量造成的直接误

差。 

8.2 测点对象选取误差或解译误差 

8.2.1 海面以上测点对象 

位于海面以上测点对象，边角清晰的，选取误差不超过±0.02m，通过遥感手段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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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译误差不超过±0.1m。 

位于海面以上测点对象，边角不清晰的，选取误差不超过±0.5m，通过遥感手段测量时，

解译误差不超过±0.5m。 

8.2.2 海面以下测点对象 

利用声纳、磁力或激光等设备扫描成像测量的，影像解译误差不超过±1m。 

可直接用高精度定位设备测量的，参考 8.2.1，如海底隧道内部施测或浅水区可视构筑

物测量等。 

8.3 测量误差 

8.3.1 平面控制点误差 

国家大地网点及各等级的海控点、GPS 网点、导线点均可作为测量的平面控制基础。 

平面控制点的定位中误差近岸区域应不超过±0.05m，远海区域应不超过±0.1m。 

8.3.2 点对象测量误差 

点对象测量误差要求如下： 

a）直接利用高精度定位设备测量的，其测量中误差近岸区域应不超过±0.1m，远海区

域应不超过±0.2m； 

b）通过遥感手段测量时，影像空间定位误差近岸区域应不超过±0.1m，远海区域应不

超过±0.2m； 

c）利用声纳、磁力或激光等设备扫描成像测量的，当所处水深小于等于 20m 时，测量

中误差不超过±2m；当所处水深大于 20m 时，测量中误差不超过±(1.8+0.01h)m，h 为所处

深度。 

9 面积计算 

9.1 界址点确定 

9.1.1 测点对象位于海岸线或毗邻用海界址线 

界址点位于公布海岸线或毗邻用海界址线上的，沿用公布海岸线或毗邻用海界址线特征

点坐标，必要时开展插值计算和现场测量验证。 

涉及到海陆分界处无公布海岸线时，参照《全国海岸线修测技术规程》测定岸线。 

9.1.2 测点对象为界址点 

将测点对象坐标作为界址点坐标。  

9.1.3 测点对象为标志点 

根据标志点坐标，按照界址点与参考点相对位置关系以及 HY/T 124 有关规定，推算界

址点坐标。 

9.1.4污水达标排放 

在包络线上提取影响范围等值线特征点坐标作为界址点坐标。 

9.2 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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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面积计算内容 

面积计算包括但不限于用海及各内部用海单元的面积计算。 

9.2.2 面积计算方法 

根据确定的用海界址点，连接成界址线，形成用海或用海单元闭合多边形，依据 4.2.4

确定的投影方式计算各界址点平面坐标，采用公式（2）或公式（3）平面解析法计算用海面

积。也可采用计算机辅助软件计算用海面积。 

                             𝑆 =
1

2
∑ 𝑦𝑖(𝑥𝑖−1 − 𝑥𝑖+1)𝑛

𝑖=1  „„„„„„„„„„„„(2) 

式中： 

S——用海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𝑥𝑖——第 i 个界址点的纵坐标，单位为米（m），𝑥0 = 𝑥𝑛，𝑥𝑛+1 = 𝑥1； 

𝑦𝑖——第 i 个界址点的横坐标，单位为米（m）； 

n——界址点的个数。 

 

                             𝑆 =
1

2
∑ 𝑥𝑖(𝑦𝑖−1 − 𝑦𝑖+1)𝑛

𝑖=1  „„„„„„„„„„„„(3) 

式中： 

S——用海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𝑥𝑖——第 i 个界址点的纵坐标，单位为米（m）， 𝑦0 = 𝑦𝑛，𝑦𝑛+1 = 𝑦1； 

𝑦𝑖——第 i 个界址点的横坐标，单位为米（m）； 

n——界址点的个数。 

10 测量成果与质量控制 

10.1 数据集 

10.1.1原始数据 

现场测量时获取的数据及现场作业记录表，主要包括现场测量记录表及示意图、界址点

坐标、标志点坐标等，根据测量作业方式，还应包括相应获取的原始数据，如 GNSS 记录、

遥感影像、声学数据、测深数据、磁力探测数据等。 

必要时给出示意图予以说明。 

10.1.2 整编数据 

整编数据指对原始数据进行解析、解译等处理产生的过程数据，主要包括对现场测量记

录表进行整饰，对界址点坐标进行导出、展点、连线，对标志点坐标进行解析推算出界址点

坐标等。 

同 10.1.1，根据测量作业方式，还应包括相应产生的整编数据，如：对采集的遥感影像

进行处理，形成符合精度要求的影像数据；对声图数据进行处理，形成符合精度要求的声图

数据；对测深数据进行处理，形成符合精度要求的水深地形数据；对磁力探测数据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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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符合精度要求的磁力数据；根据数值计算，水体受波及的最大包络线数据等。 

10.1.3 成果数据 

成果数据为界址点成果坐标表和海域使用测量面积值。 

坐标表的样式按照 HY/T 251 的相关规定执行。 

10.2 成果图件 

成果图件指反映用海位置、用海形态、用海界址、用海面积的成果图集，包括海域使用

位置图、海域使用界址图。如果用海单元较多，需反映各用海单元全貌和关系时，可增加海

域使用平面布置图。海域使用位置图是指反映项目用海地理位置、平面轮廓及其与周边重要

地物位置关系的图件。海域使用界址图是指反映用海及内部单元的界址点分布、界址范围、

用海面积、用途、用海方式及其相邻用海信息的图件。海域使用平面布置图是指反映同一用

海项目内多个用海之间平面布置、位置关系的图件。 

海域使用位置图、海域使用界址图、海域使用平面布置图的编绘参考 HY/T 251 的相关

规定。 

10.3 测量报告 

测量报告包括概述、技术执行情况、成果质量说明和评价、提交和归档的成果及其资料

清单四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a）概述：说明测量工作总体情况，如：任务来源、目标、工作量、作业区概述，以及

任务的安排和完成情况等； 

b）技术执行情况：任务测量过程中主要技术问题和处理方法，如：测量方法、测量仪

器型号及精度、数据处理方案、所采用的软件、起算点数据和坐标系统，误差检验及相关参

数等； 

c）成果质量说明和评价：简要说明面积计算方法与结果，质量控制和测绘成果的质量

情况；  

d）提交和归档的成果及其资料清单：说明上交和归档的成果形式，并上交归档的资料

文档清单。 

10.4 质量控制 

严格按照相关测量规范、技术设计要求和仪器使用要求开展测量工作。对项目各个工序

的过程成果和最终成果进行有效质量控制。 

a）质量控制的基本依据：测绘合同，经审批的技术设计书或作业指导书，国家及地方

政府颁布有关测绘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 

b）测量仪器设备检校：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应满足测绘成果精度要求，并按国家规定进

行计量检定、校准或自校并在有效期内，以保证量值准确、可靠。 

c）定位仪器设备比对：测量前必须在已知对象进行校准比对，且应符合测图要求。也

可与高精度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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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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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考数据对比，确定是否错漏。 

d）检查点、检查线布设：为了避免出现错误，需要利用检查点、检查线进行检验比对

测量成果数据的准确性。检查点、检查线的布设，按各测量仪器作业要求确定。 

e）记录完整可溯源：做好仪器设备的使用记录、测量原始数据记录、关键过程的信息

记录，保证测量工作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f）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包括测量过程检查、最终检查和验收： 

1）过程检查由测量单位作业队伍中的检查人员承担，贯穿于整个作业过程； 

2）最终检查由测量单位的质量管理机构负责实施，对最终成果进行检查： 

3）验收工作由任务的委托单位组织实施，或由该单位委托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验

收。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详细方法可参考 GB/T 2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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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记录表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记录表见表 A.1。海域使用面积测量示意图见图 A.1。 

表 A.1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记录表 

年    月    日 

项目（测区）名称  

海域使用主体  代表人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代表人  

海域使用测量单位  代表人  

天气、海况及测区周

边环境情况 
 

采用的主要仪器设

备及配套设施 
 

坐标系  投影  

测量人  数据处理人  

测量时间  填表人  

测量面积  占用岸线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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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测量示意图 

项目（测区）名称  

测量单元 实测点编号及坐标 备注 

 

  

 

  

 

  

测量单位  坐标系  

测绘人  测量日期  

图 A.1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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