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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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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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SAC/TC230/SC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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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江苏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产品质量检验中

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辉、李冲、佘毅、鹿岩、葛中华、韩文立、葛娟、吴为民、廖安生、杨川、

佘东静、李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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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检验流程、检验前准备、抽样程序、检验内

容及方法、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和资料整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渠、滨海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的过程检查、最终检查和

验收，其他区域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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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7 海道测量规范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CH/T 1001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CH/T 1018 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抽查与数据认定规定 

CH/T 1020 1:500、1:1 000、1:2 000地形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CH/T 1021 高程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CH/T 1022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CH/T 1023 1:5 000 1:10 000 1:25 000 1:50 000 1:100 000地形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CH/T 7003 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 underwater topography survey products 

在对水体覆盖下地物、地貌进行测量的工作中，形成的数据、信息、图件以及相关技术资料。主要

包括控制测量（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水位控制测量）、水深测量、水下地形图等成果。 

 3.2 

    水位控制测量成果 water level control survey product 

在对水位控制网进行水位站（验潮站）布设、水位观测、数据处理、基准面确定与水位改正数计算

等工作中，形成的数据、信息以及相关技术资料。 

 3.3 

    水深测量成果 sounding product 

在对水面点至水底的竖直距离和点的平面位置进行测量的工作中，形成的数据、信息以及相关技术

资料。 

 3.4 

    水下地形图 underwater topograph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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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水体覆盖下地物、地貌平面位置及基本的地理要素且高程用等高线表示、水深用等深线表示的

一种普通地图。通常需表达水体连接处岸上的地理要素。 

 3.5 

GNSS三维水深测量 GNSS three-dimensional bathymetric survey 

集成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与测深系统的水下地形点三维坐标获取方法，无需水位观测。 

[来源：CH/T 7003—2021,3.2] 

4 基本要求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通过两级检查一级验收方式进行质量控制。滨海海道测量活动生产的水下地形4.1 

测量成果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应按照 GB 12327 要求执行，非海道测量活动生产的水下地形测量成果应按

照 GB/T 24356要求执行。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类型划分按照 CH/T 7003要求执行。 4.2 

按同一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的同一测区、相同规格的同类型单位成果集合构成批成4.3 

果。检查与验收实施过程中，将批成果划分为一个或多个检验批时，各检验批应分别进行质量检验与质

量判定。 

验收对样本实施详查，对样本以外成果进行概查。 4.4 

详查应包括单位成果质量要求的全部检查项。 4.5 

概查对单位成果质量要求的部分检查项进行检查，部分检查项一般指重要的、特别关注的质量要4.6 

求或指标，或系统性偏差、错误，概查内容主要包括：坐标系统、成图比例尺、使用仪器设备、成图范

围和区域、图幅分幅与编号、施测方法等的符合性。 

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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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检4.7 

验使用的软件应通过第三方测试机构测试、鉴定，或经甲方认可。 

检验记录应整洁、清晰。质量问题应描述完整、指标明确。质量问题所属错漏类别应准确。记录4.8 

格式参见附录 A。 

精度检测记录应规范、信息记载详尽，格式参见附录 B、C、D。 4.9 

检验批整体存在的质量问题、指标偏差应参与该检验批各样本单位成果错漏统计和质量元素、质4.10 

量子元素得分统计。 

5 检验流程 

检验工作流程包括：检验前准备、抽样、质量检验、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和资料整理，检验流程5.1 

见图 1，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a) 检验前准备，收集相关的技术资料及标准，明确检验内容及方法，统一检验要求及评价方法、

标准，准备检验仪器设备等检验物资，制订工作计划； 

b) 抽样，确定抽样方案，抽取样本、提取样本资料； 

c) 质量检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生产或委托检验合同、技术设计书等文件资料，对样本

实施详查，必要时实施概查。过程检查、最终检查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应改正； 

d) 质量评定，对单位成果及样本进行质量评定，对检验批成果进行质量判定； 

e) 报告编制，编制检验报告。质量问题处理按照GB/T 24356要求执行； 

f) 资料整理。汇总、整理、完善检验资料，按档案管理要求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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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前准备

抽样

质量检验

质量评定

报告编制

资料整理

 

图1 检验流程图 

6 检验前准备 

收集项目依据的标准、规范，经批准的设计书及补充技术文件，项目委托书、合同书、任务书，6.1 

项目检查验收委托文件，作为检验依据。 

根据项目检查验收委托文件确定受检成果类型，水下地形测量成果依照本文件确定质量检验内容、6.2 

方法和质量评定标准。 

根据项目检查验收委托文件确定检验使用的相关仪器设备和软件，仪器设备应符合计量检定要求，6.3 

精度指标不低于规范及设计对仪器设备的要求。软件应通过软件鉴定或测试，满足检验的要求。 

根据项目检查验收委托文件确定检验工作量和检验日期，科学制定工作计划，合理安排人员、仪6.4 

器设备和车辆，确保检验工作按期完成，检验结论真实、可靠。 

重大测绘项目或委托、管理单位或部门有要求的应根据需要编制检验方案，按检验单位质量管理6.5 

体系要求编制检验方案并进行审核，报委托、管理单位或部门审批，组织检验人员开展技术培训。 

7 抽样程序 

单位成果确定 7.1 

控制测量单位成果以点、测段为单位，水深测量单位成果以幅、千米、平方千米、个（断面数）为

单位，水下地形图单位成果以幅为单位。 

单位成果总数确定 7.2 

7.2.1 单位成果总数根据图幅接合表、技术总结等成果资料确定。 

7.2.2 当成果中包括多种类型、规格的水下地形测量成果时，应分别统计各种类型、规格的单位成果

总数。 

检验批和样本量确定 7.3 

7.3.1 检验批的样本量按表 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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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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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32 17 

233~282 20 

283~362 24 

363~487 30 

488~685 40 

686~1000 56 

≥1001 应分批次抽取样本。 

注：当样本量等于或大于批量时，则全数检查。 

7.3.2 当单位成果总数大于等于 1001 时，应分为多个检验批，且批次数最小，各检验批批量应均匀，

可根据生产单位、生产方式、生产时间、地形类别等情况划分批次。 

7.3.3 批次编号确定宜与前期检验批次顺延。 

7.3.4 按生产标准要求确定过程检查和最终检查比例或样本量。 

抽取样本 7.4 

7.4.1 样本抽取可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也可根据生产单位、生产方式、生产时间、地形类别等情

况实施分层随机抽样，样本应分布均匀。 

7.4.2 样本内容包括从检验批中抽取的各单位成果的全部资料。 

   下列资料作为单位成果的补充材料，提取原件或复印件： 

——设计书、实施方案，补充规定； 

——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及最终检查记录； 

——仪器检定证书和检验资料复印件； 

——项目委托书、合同书、任务书； 

——其他需要的文档资料。 

7.4.3 确定样本资料后，应填写抽取测绘成果检验抽样单和样品清单。抽取测绘成果检验抽样单的格

式参见附录 E。样品清单的格式参见附录 F。 

8 检验内容及方法 

控制测量 8.1 

8.1.1 平面控制测量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按照CH/T 1022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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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高程控制测量 

高程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按照CH/T 1021相关规定执行。 

8.1.3 水位控制测量 

8.1.3.1 一般规定 

水位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水位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检查方法 

数据质量 0.50 

观测仪器 0.30 
1.仪器选择的合理性 

2.仪器检验项目的齐全性、检验方法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观测质量 0.40 

1.技术设计和观测方案的执行情况 

2.数据采集软件的合规性 

3.观测要素的齐全性 

4.观测时间、观测条件的合理性 

5.观测方法的正确性 

6.观测成果的正确性、合理性 

核查分析 

计算质量 0.30 

1.计算软件的合规性 

2.内业计算验算情况 

3.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点位质量 0.30 
观测点位 0.50 

1.工作水准点埋设、水位站（验潮站）设立、观测点布

设的合理性、代表性 

2.周边自然环境 

核查分析 

实地检查 

观测密度 0.50 观测频率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资料质量 0.20 

观测记录 0.30 各种观测记录和数据处理记录的完整性 核查分析 

附件及资料 0.70 

1.技术总结内容的全面性和规格的正确性 

2.提供成果资料项目的齐全性 

3.成果图绘制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8.1.3.2 观测仪器 

检查方法如下： 

a) 核查仪器检定资料和技术设计、技术总结等文档资料，分析仪器选择的合理性； 

b) 核查仪器检定、校准、自检、现场比对资料，分析仪器检定、校准、检验资料的完整性； 

c) 核查仪器检定、校准资料，分析所使用的仪器计量检定情况的符合性、有效性； 

d) 核查仪器自检、比对等资料，分析仪器现场检验与校准项目的齐全性、方法的正确性、结果

的符合性。 

8.1.3.3 观测质量 

检查方法如下： 

a) 核查技术总结、资料清单等资料，分析观测方法、技术手段等与技术设计和观测方案的符合

性； 

b) 核查水位测量数据自动采集软件鉴定或测试报告，分析数据采集软件的合规性； 

c) 核查水位原始观测数据、观测手簿、水位曲线图等资料，分析观测时间系统、观测起止时间、

气象条件、观测时间间隔、观测时长等观测要素的合理性、正确性，记录格式的符合性，水

位站（验潮站）同步观测时长的符合性，人工观测设备（水尺、水位计等）编号的符合性； 

d) 按照 CH/T 1021、CH/T 1022有关方法，分析水准、RTK接测和校核方法的正确性，精度等级、

转换参数的正确性，观测成果的正确性和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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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4 计算质量 

检查方法如下： 

a) 按照 CH/T 1021、CH/T 1022有关方法，分析水位站（验潮站）坐标系统、高程基准的符合性，

起算数据使用的正确性、各项改正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平面位置、高程值获取计算方法的正

确性、精度的符合性； 

b) 核查水尺零点校核资料，分析水尺零点高程采用的符合性； 

c) 核查水位观测手簿等资料，分析校核改正数据使用、日平均水位、高潮水位、低潮水位计算

的正确性； 

d) 核查技术设计书、生产相关标准及测区有关的历史水位资料，分析平均海面确定、理论最低

潮面确定方法的正确性、符合性； 

e) 核查软件鉴定、测试报告资料，分析潮汐调和分析计算软件、理论最低潮面计算软件的合规

性； 

f) 核查潮汐调和分析计算资料，分析潮汐调和分析计算数据录入的正确性，潮汐调和分析计算

成果的正确性； 

g) 核查理论最低潮面计算资料，分析理论最低潮面计算数据录入的正确性，理论最低潮面计算

成果的正确性； 

h) 核查深度基准面计算资料，分析深度基准面确定方法和结果的正确性。 

8.1.3.5 观测点位 

检查方法如下： 

a) 核查水位站（验潮站）水位观测数据、站址布置图等资料，分析水位控制范围、站点密度的

符合性，旧有水位站（验潮站）使用的合理性，最大潮高差、最大潮时差、潮汐现象的符合

性； 

b) 实地核查站址位置、地质、地貌等情况，分析站址是否具有代表性、易受冲击、碰撞和形成

冲淤，水流是否平稳，站点和周围地质条件是否稳固、避开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

观测是否易于操作； 

c) 实地核查水尺、水位计安置、测井环境，分析观测设备的靠桩、基台等安置基础的稳定性，

水尺的稳定性、设定范围的符合性，水位计处测井规格、防淤和消波设施的合理性； 

d) 实地核查水位传感器的安装情况，分析安装的稳定性、是否易受水流冲击和风力冲击的影响、

波浪较大测站是否采取波浪抑制措施； 

e) 按照 CH/T 1021、CH/T 1022 有关方法，分析水准点周边自然环境、稳定性，埋石规格、标石

埋设或浇筑的符合性，水准点数量、点位分布、网形结构、测段长度、区段长度的符合性。 

8.1.3.6 观测密度 

核查水位观测数据，分析水位站（验潮站）连续观测、采样间隔的符合性和水位观测频次（段次）

的符合性。 

8.1.3.7 观测记录 

核查水位观测数据、观测手簿、水位站经历簿、考证簿、数据处理等资料，分析观测和数据处理记

录的完整性、数值单位的规范性、数值取位的符合性、人工记簿划改的规范性、内容的正确性。 

8.1.3.8 附件及资料 

检查方法如下： 

a) 对照 CH/T 1004，核查技术设计格式、内容的规范性； 

b) 对照合同、生产相关标准，检查技术设计技术指标的符合性； 

c) 对照 CH/T 1001，核查技术总结格式的正确性、内容的完整性； 

d) 核查控制、观测、计算等资料，分析技术总结内容的真实性、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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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照 GB/T 18316，核查检查报告格式的正确性、内容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f) 对照技术设计、技术变更文件和生产相关标准，核查提交的成果资料的齐全性、内容完整性、

正确性 

g) 对照技术设计、生产相关标准，核查水位改正表、成果图等资料格式符合性、内容齐全性和

正确性。 

水深测量 8.2 

8.2.1 一般规定 

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检查方法 

数学精度 0.30 

数学基础 0.20 

1.坐标系统、高程基准、深度基准的正确性 

2.投影计算的正确性 

3.平面控制的正确性 

4.水位控制、高程控制、基准面确定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平面精度 0.30 水深（高程）点平面定位中误差及粗差（率） 核查分析 

水深（高程）

精度 
0.30 水深（高程）点水深（高程）中误差及粗差（率） 

实地检测 

核查分析 

区域接边精

度 
0.20 

1.不同数据获取方法区域接边精度 

2.条带接边精度 
比对分析 

观测质量 0.30 

1.仪器设备安装、设置的正确性 

2.改正、校准方法的符合性，计算正确性 

3.主测线间距及方向的正确性 

4.测点间隔、点云密度的正确性 

5.检查线布设的正确性 

6.校准测线选择的正确性 

7.声速剖面的采集时间及空间密度的正确性 

8.特殊水深点加密探测的符合性 

9.观测记录、计算的规范性及正确性 

实地检查 

核查分析 

数据结构 0.10 

1.文件命名、数据组织的正确性 

2.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3.要素分层的正确性、完备性 

核查分析 

属性精度 0.10 
1.属性结构的正确性 

2.属性值、属性接边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资料质量 0.20 

1.上交测绘成果、资料的齐全性和正确性 

2.测量仪器选择、检定、校准、自检的符合性 

3.设计、报告、总结内容的全面性及正确性 

核查分析 

8.2.2 数学基础 

8.2.2.1 坐标系统、高程基准、深度基准的正确性 

核查起算点成果表、控制网平差报告、水位观测和改正计算等相关技术资料，分析坐标系统、高程

基准、深度基准采用的符合性。 

8.2.2.2 投影计算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如下： 

a) 核查平差计算相关资料，分析检查各类投影计算或改算的正确性，使用参数的正确性； 

b) 重新计算，比对分析检查各类投影计算或改算的正确性，使用参数的正确性。 

8.2.2.3 平面控制、高程控制、水位控制、基准面确定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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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照标准、技术设计，核查观测数据、观测手簿、展点图、平差报告等平面、高程控制资料，

分析平面、高程控制测量观测质量、计算质量、平面位置精度和高程精度的符合性； 

b) 利用平面、高程控制测量观测数据、观测手簿、起算点等控制资料，重新计算，比对同名平

面、高程控制点坐标、高程值较差，分析平面和高程控制测量计算的正确性、平面位置精度

和高程精度的符合性； 

c) 采用 RTK 测量或全站仪导线测量方法，采集平面、高程控制点平面坐标和高程值，比对同名

图根控制点坐标、高程值较差，分析平面、高程控制测量平面位置精度和高程精度的符合性； 

d) 采用 GNSS三维水深测量时，核查高程转换模型参数收取文件或计算资料，分析高程转换模型

参数的正确性、控制范围的符合性； 

e) 核查深度基准面计算资料，分析深度基准面确定方法和结果的正确性； 

f) 核查水文、水深观测资料，分析水尺零点接测、校核方法正确性、精度符合性； 

g) 核查水文、水深观测资料，分析测深时段内水位观测与测深时间的同步性。 

8.2.3 平面精度与水深（高程）精度 

检查方法如下： 

a) 因施工建设、河流潮汐合力影响等原因造成水下地形发生明显变化时，可采用核查分析的方

式验证水深（高程）精度的符合性，即按 8.2.2、8.2.4、8.2.5、8.2.7、8.2.8 条相关要求，

核查水深（高程）点测量成果数学精度、观测质量、资料质量的符合性，分析水深（高程）

精度符合性； 

b) 按不低于生产测深精度要求的测深设备和技术方法，外业实测获得测点水深（高程）值，与

图上一定范围内测点水深（高程）值比对，统计中误差及粗差（率）。检查线的布设宜贯穿

整个测区，尽可能多地穿过主测线。中误差统计宜按作业单位等按区域进行统计，检查线长

度应符合生产相关标准、技术设计相关要求执行。浅水区、水底树林或杂草丛生等特殊区域

采用测深杆或测深锤测定水深值； 

c) 实地跟踪检查，分析水深点平面、水深（高程）校核精度的符合性。 

8.2.4 区域接边精度 

比对水深（高程）测量的重叠区域数据，分析不同数据获取方法、条带数据接边精度的符合性。 

8.2.5 观测质量 

检查方法如下： 

a) 依照标准、技术设计，核查测深精度等级的符合性； 

b) 实地跟踪检查，分析仪器设备安装的符合性、各种参数改正设置的正确性； 

c) 核查现场比对、校核资料，分析深度改正、吃水改正、波浪改正、声速改正、定位时延、横

摇偏差、纵摇偏差、艏向偏差、参数滤波等改正、校准方法符合性和计算正确性； 

d) 实地跟踪检查或检查水深观测数据，分析测深线覆盖范围的完整性，方向、测深线间距、测

深定位点间距、最大船速、纵向波束角、最浅水深、数据更新率等的符合性； 

e) 实地跟踪检查或检查水深观测数据，分析单波束测深不同测区或不同时期重合测深线布设的

符合性，多波束采集数据的重叠带宽的符合性； 

f) 核查声速测量数据，分析声速剖面测量时间间隔、空间密度的符合性，声速异常情况处理的

合理性； 

g) 检查测深检查线观测数据，分析检查线布设方向、测线长度、测深定位点间距的符合性，测

深线重合点水深比对互差的符合性； 

h) 实地跟踪检查或检查水深观测数据，分析对水下特殊深度、异常浅水点及航道深槽区域等特

殊水深点加密探测的符合性； 

i) 核查水位、水深观测和数据处理资料，分析水位改正计算方法和结果的正确性； 

j) 按 8.1.3.7条要求，分析水位观测和数据处理记录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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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核查测深数据、手簿、记录纸、校准等记录，分析测深观测数据和数据处理记录的完整性、

数值取位的符合性、人工记簿划改的规范性、内容的正确性； 

l) 检查观测数据，分析出现检查测深线检测超限，数据拼接误差超限，存在无法消除或改正的

系统误差，单波束测深测线间距超限、测深记录异常、漏测多个定位点、测深比对超限点数

超限，多波束测深条幅重叠率不符合标准及设计要求、数据异常无法使用或水深漏空面积（宽

度）超限等情况时，补测或重测的完整性、正确性。 

8.2.6 数据结构 

对照技术设计及相关技术文件检查以下内容： 

a) 文件命名、数据组织的正确性； 

b) 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c) 要素分层的完备性，层名、层类型和用色的正确性。 

8.2.7 属性精度 

对照技术设计及相关技术文件检查以下内容： 

a) 要素属性项数目、名称、类型、长度、顺序等的正确性； 

b) 属性分类代码、高程或深度等记录内容的正确性； 

c) 接边处要素属性的一致性。 

8.2.8 资料质量 

检查方法如下： 

a) 按 8.1.3.2条要求，分析测量仪器选择、检定、校准、自检的符合性； 

b) 按 8.1.3.8 条要求，分析测绘成果、资料的齐全性和正确性，设计、报告、总结内容的全面

性及正确性。 

水下地形图 8.3 

8.3.1 一般规定 

水下地形图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应符合表4规定，水深图参照执行。 

表4 水下地形图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检查方法 

数学精度 0.20 

数学基础 0.20 

1.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深度基准的正确性 

2.投影计算的正确性 

3.平面控制的正确性 

4.高程控制的正确性 

5.图廓、格网、比例尺、等高（深）距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平面精度 0.40 

1.平面绝对位置中误差及粗差（率） 

2.平面相对位置中误差及粗差（率） 

3.接边精度 

实地检测 

核查分析 

高程（水深）

精度 
0.40 

1.高程（水深）注记点高程（水深）中误差及粗差（率） 

2.等高线（等深线）高程（水深）中误差及粗差（率） 

3.接边精度 

实地检测 

核查分析 

数据及 

结构正确性 
0.20 

1.文件命名、数据组织正确性 

2.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3.要素分层的正确性、完备性 

4.属性代码的正确性 

5.属性接边的正确性 

核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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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下地形图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续） 

质量元素 权 质量子元素 权 检查项 检查方法 

地理精度 0.30 

1.地理要素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2.地理要素的协调性 

3.注记和符号的正确性 

4.综合取舍的合理性 

5.地理要素接边质量 

实地检查 

核查分析 

整饰质量 0.20 

1.符号、线划、色彩质量 

2.注记质量 

3.图面要素协调性 

4.图面、图廓外整饰质量 

核查分析 

资料质量 0.10 

1.资料完整性 

2.资料正确性 

3.整饰质量 

核查分析 

8.3.2 数学基础 

8.3.2.1 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深度基准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按8.2.2.1条要求执行。 

8.3.2.2 投影计算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按8.2.2.2条要求执行。 

8.3.2.3 平面控制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如下： 

a) 依照标准、技术设计，核查观测数据、观测手簿、展点图、平差报告等平面控制资料，分析

平面控制测量观测质量、计算质量、平面位置精度的符合性； 

b) 利用平面控制测量观测数据、观测手簿、起算点等控制资料，重新计算，比对同名平面控制

点坐标较差，分析平面控制测量计算的正确性、平面位置精度的符合性； 

c) 采用 RTK 测量或全站仪导线测量方法，采集陆域平面控制点平面坐标，比对同名图根控制点

坐标较差，分析平面位置精度的符合性。 

8.3.2.4 高程控制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如下： 

a) 依照标准、技术设计，核查观测数据、观测手簿、展点图、平差报告等高程控制资料，分析

高程控制测量观测质量、计算质量和高程精度的符合性； 

b) 利用高程控制测量观测数据、观测手簿、起算点等控制资料，重新计算，比对同名高程控制

点高程值较差，分析高程控制测量计算的正确性和高程精度的符合性； 

c) 采用 RTK 测量或全站仪导线、水准测量等方法，采集高程控制点高程值，比对同名图根控制

点高程值较差，分析高程控制测量高程精度的符合性； 

d) 采用 GNSS三维水深测量时，核查高程转换模型参数收取文件或计算资料，分析高程转换模型

参数的正确性、控制范围的符合性； 

e) 按 8.1.3.4条的要求，分析水位控制和基准面确定的正确性； 

f) 按 8.2.2.3条 f）的要求，分析水尺零点接测、校核方法的正确性、精度符合性； 

g) 按 8.2.2.3条 g）的要求，分析测深时段内水位观测与测深时间的同步性。 

8.3.2.5 图廓、格网、比例尺、等高（深）距的正确性 

检查方法如下： 

a)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量取图廓点坐标、格网点坐标、格网间距，与理论值进行比对，检测图

廓点坐标、格网点坐标、格网间距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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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照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等资料，核查成图规格（比例尺）、等高（深）距的符合性。 

8.3.3 平面精度与高程（水深）精度 

平面精度与高程（水深）精度检查方法如下： 

a) 岸上地形测量平面精度、高程精度检查方法应按照 CH/T 1020、CH/T 1023要求执行； 

b) 因施工建设、河流潮汐合力影响等原因造成水下地形发生明显变化时，按 8.2.3条 a）要求执

行； 

c)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拼接相邻图幅或数据，核查整条边接边处地物几何位置是否普遍偏离

或接边中误差超限，高程（水深）注记点是否存在系统性突变或等高（等深）线接边中误差

超限。 

8.3.4 数据及结构正确性 

对照技术设计及相关技术文件检查以下内容： 

a) 文件命名、数据组织和数据格式的正确性； 

b) 要素分层类型、放置顺序的正确性和数据层的完备性；对照技术设计及相关技术文件，核查

图层用色的正确性； 

c) 核查数据集（层）定义的符合性，属性项数目、名称、类型、长度、顺序等的正确性； 

d) 要素划归图层和属性分类代码的正确性； 

e) 数据集拓扑一致性（是否存在不合理伪节点和悬挂点、面重叠、面裂隙、重复采集等）； 

f)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拼接相邻图幅或数据，核查接边处同一地物、地貌要素属性的一致性。 

8.3.5 地理精度 

检查方法如下： 

a) 对照水文、底质参考资料，核查水文、底质要素表达的符合性、完整性与正确性； 

b) 对照技术设计及相关技术文件，核查高程注记点（水深点）密度、位置和等高距（等深距）

的符合性； 

c) 对照地名、交通、管线等生产参考资料，核查要素表达的完整性、属性的正确性； 

d) 图面检查等高线、等深线与高程点、水深点间逻辑关系的合理性； 

e) 实地巡视检查，核查地物、地貌要素的完整性、分布及形态特征的准确性、综合取舍的合理

性、注记内容和属性值的正确性、要素关系的正确性； 

f)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拼接相邻图幅或数据，核查接边处地物几何位置是否变形、高程（水

深）注记点是否突变、等高（等深）线连接是否自然、地名是否合理，要素几何接边误差是

否超限。 

8.3.6 整饰质量 

8.3.6.1 注记和符号的正确性 

对照现行图式规定及技术设计要求检查以下内容： 

a) 图廓外整饰内容的完整性、规格、位置的正确性； 

b) 符号规格、使用、配置的正确性； 

c) 各种线划规格、文字注记的字体和字号的正确性； 

d) 各要素用色的符合性。 

8.3.6.2 整饰的规整、正确性 

检查方法如下： 

a) 核查图幅接合表、图内地理要素尤其是地名信息，分析图名选取的合理性； 

b) 对照现行图式规定及技术设计有关图幅分幅的要求，核查分析图廓角点坐标注记内容的正确

性； 

c) 核查水下地形图图廓角点坐标，分析图号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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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核查技术设计、技术总结等资料，分析图廓整饰文字注记内容的符合性。 

8.3.7 资料质量 

检查方法如下： 

a) 对照生产合同、技术设计、生产相关标准，核查提交的成果资料的齐全性； 

b) 查看各项文档资料，分析文档内容的完整性，文字描述的正确性； 

c) 对照相关标准，核查技术设计、技术总结、检查报告格式的规范性； 

d) 查看各项文档资料，核查文档资料是否整洁，装订是否齐整，封面、格式、排版等是否规整。 

9 质量评定 

单位成果、样本质量评定和批质量判定按GB/T 24356规定执行。 

10 报告编制 

委托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 GB/T 18316的规定执行。 10.1 

监督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 CH/T 1018的规定执行。 10.2 

检查报告的内容、格式按 GB/T 18316的规定执行。 10.3 

11 资料整理 

整理检验（查）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等资料，按单位要求进行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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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检查意见记录表格式 

表A.1给出了检查意见记录表的格式。 

表 A.1 检查意见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资料名称：                                               资料编号： 

检验参数： 

□详查       □概查                                                       

序号 质 量 问 题 
处理 

意见 

修改 

情况 

复查 

情况 

错漏 

类别 

      

      

      

      

      

      

      

      

      

      

      

备  注：  

检查者：                  日期：                   复查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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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资料性） 

平面精度检测记录表格式 

表B.1给出了平面精度检测记录表的格式。 

表 B.1 平面精度检测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项目名称： 

比 例 尺： 图幅号： 

检测方式： 单  位：m 

仪器名称、型号： 仪器编号： 

序号 
检测坐标值 成果坐标值 差      值 

备注 
X1 Y1 X2 Y2 dx dy ds 

                 

                 

                 

                 

                 

                 

                 

                 

                 

                 

                 

                 

                 

                 

                 

                 

                 

         

备  注：  

检测点数量：        个 粗差数量：       个 

允许中误差：± 中 误 差：± 

检  查  者：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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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资料性） 

地物间距精度检测记录表格式 

表C.1给出了地物间距精度检测记录表的格式。 

表 C.1 地物间距精度检测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项目名称： 

图幅号： 单位：m 比 例 尺：     

序号 实地距离 图上距离 差  值 序号 实地距离 图上距离 差  值 

                

                

                

                

                

                

                

                

                

                

                

                

                

                

                

                

                

                

                

        

        

        

        

        

                

                

                

备   注： 

检测边数量：        条 粗差数量：       条 

允许中误差：± 中 误 差：± 

检  查  者：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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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附 录 D  

（资料性） 

高程（水深）精度检测记录表格式 

表D.1给出了高程（深度）精度检测记录表的格式。 

表 D.1 高程（水深）精度检测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项目名称：                      

比例尺：          图幅号： 

检测方式： 单  位：m 

仪器名称、型号： 仪器编号： 

点号 
检测值 成果值 差    值 

备  注 
H1 H2 dh 

     

         

         

         

         

         

         

         

         

         

         

         

         

         

     

         

         

     

备 注： 

检测点数量：        个 粗差数量：       个 

允许中误差：± 中 误 差：± 

检  查  者：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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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E  

附 录 E  

（资料性） 

测绘成果检验抽样单格式 

表E.1给出了测绘成果检验抽样单的格式。 

表 E.1 测绘成果检验抽样单 

委托单位：                                                       检验类别： 

成果

名称 
 

生产

日期 
 

抽样

日期 
 

成果总数  

批    次  

提样

方式 
□送寄                   □自提 

批    量  

样 本 量  

测绘

单位 

单位名称                            （盖章） 电    话  

经 办 人  传    真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检验

单位 

单位名称                             （盖章） 
电    话  

传    真  

抽 样 人  抽样地点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样本资料： 检验参数： 

样本号： 

备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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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样品清单格式 

表F.1给出了样品清单的格式。 

表 F.1 样品清单 

                                                              第    页 共    页 

项目名称  批    次  

序号 样品名称及编号 样品状态 数量 备注 

      

     

     

     

     

     

     

     

     

测绘单位  经办人  

样品接收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样品管理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样品返还情况： 

 

 

 

 

                             测绘单位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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