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行业标准项目名称：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行业标准项目编号：             201932004               

送审行业标准名称：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报批行业标准名称：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承担单位：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当前阶段： 征求意见      送审稿审查      报批稿报批  

 

 

编制时间：    2022 年 09 月     

 
  



1 
 

《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1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下达《2019 年度自然资源

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批准立项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由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牵头起草。 

2. 目的意义 

伴随着测绘技术的发展，水下地形探测手段不断进步，人们探知水下

地理信息的能力不断提升，从传统的测绳重锤测量的点测量模式，逐步发

展到多波束测深、激光测深等方式的面测量模式。水下地形测量应用越来

越广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事业中的

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水下地形测量为航运交通、港口码头建设、渔业捕捞、

水产养殖、水利设施建设、路桥建设、内陆水体资源开发、管道电缆铺设、

江河湖泊及水库区域的防洪、灌溉、发电和污染治理、国防军事等部门提

供了基础性、保障性空间地理信息数据。 

然而，水下地形测量质量保障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目前仍没有促

进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提升的民用测绘行业标准颁布实施。近年来国内

有关省、市相继开展了一定规模针对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查的工作，

其质量检验及评价方法多为文件式和方案式，仅浙江等个别省份制定有地

方标准指导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检工作，亟需具有科学性、正确性、可行

性和可操作性的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标准，指导、支撑测绘行

业相关工作的开展。 

为保障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工作的规范性和可靠性，提高测绘

成果质量水平，在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的基础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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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目前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的生产技术水平、质量控制水平、检查与验

收的现实状况对检验内容、方法等进行细化，制订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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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单位）：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协作单位（参编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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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如表 1 所示：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王  辉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1、标准技术内容总体设计 

2、主要技术指标确定 

3、负责标准基本要求编制 

2 李  冲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1、标准技术内容审定 

2、资料收集 

2、标准调研、关键指标研讨 

3 佘  毅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1、资料收集 

2、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4 鹿  岩 
江苏省测绘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 

1、资料收集 

2、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5 葛中华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

究院 

1、资料收集 

2、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6 韩文立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7 葛  娟 
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

测试中心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8 吴为民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

究院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9 廖安生 
江苏省测绘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10 杨  川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11 佘东静 
自然资源部四川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12 李运健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

源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标准调研、研讨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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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准后，主编单位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邀请相关

领域的质检专家参加本标准编制工作，成立了理论水平较高且质检经验丰

富的技术人员组成编制组。编制组收集分析相关资料，起草标准编制大纲

和工作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了实施方案编报工作。 

2）起草阶段 

2020 年 1 月，编制组进一步收集资料，通过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以

及整合，确定了本标准以内陆区域水下地形图为适用范围和成果类型，结

合我国目前水下地形图的生产技术现实状况，构思了标准框架。 

2020 年 2 月-2020 年 4 月，编制组分工合作，经多次技术探讨、修改，

形成针对内陆区域水下地形图检验技术的标准征求意见稿（第一稿）。 

2020 年 5 月-2021 年 4 月，针对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

收》修订送审稿编制过程中对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

检查项的调整与修改，增加了水位控制测量和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

相关内容，将标准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渠、滨海

区域，经编制组内部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第二稿）。 

2021 年 5 月-2021 年 10 月，结合《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内

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报批稿有关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本标

准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第三稿）。 

3）征求意见 

编制组将征求意见稿发至质量检验单位、生产单位、部分省自然资源

厅等 51 个单位（个人）进行意见征集。截止 2021 年 12 月 24 日，共 31 家

单位（个人）回函，其中 22 家有建议和意见共 79 条。 

2022 年 1 月，标准编制组开展技术研讨，逐条分析讨论征集到的意见

或建议，最终采纳 68 条、部分采纳 2 条、未采纳 9 条。采纳率为 80.08%，

采纳和部分采纳率为 88.61%，未采纳率为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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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针对具体修改方案，进一步修改并再次征求意见后形成标

准送审稿。 

4）送审阶段 

2022 年 2 月，标准编写组向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

术委员会提交送审稿。 

2022 年 3 月，收到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

对送审稿的形式审查意见，并针对意见逐条进行了修改，当月重新提交修

改后的送审稿。 

2022 年 9 月，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

采用线下（西安市）、线上（腾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召开了

本标准送审稿审查会。 

5）报批阶段 

2022 年 9 月，标准编写组按照审查会专家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

成标准报批稿，并按照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提出的行业标准报批材料要求完成了全部报批材料的准备工作。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

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认真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1.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规

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GB/T 1.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3 部分：

技术工作程序的规定》的要求执行。在此基础上，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协调性 

本标准在成果质量控制要求方面与 GB 12327《海道测量规范》、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保持一致，在成果类型方面与 CH/T 7003

《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的要求协调一致。质量问题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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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果、样本质量评定和批质量判定与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

验收》保持一致。 

检查内容、指标等的确定与现行生产技术规范标准保持一致。 

2）系统性 

本标准结合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实践经验，科学制定成果质量

检查内容和方法，并对基本要求、检验前准备、抽样程序、概查、详查、

质量评定、报告编制、资料整理等内容进行系统性规定，使检查验收工作

程序合理、科学严谨。 

3）针对性 

本标准针对河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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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

收》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的生产技术水平、质量控制

水平、检查与验收的现实状况，对检验内容、方法等进行规定，制订本标

准。 

4）全面性 

本标准各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涉及的检查内容及方法，尽可能全面、

具体，无重大漏项。本标准充分吸收了现行的《海道测量规范》、《水位

观测规范》、《工程测量通用规范》、《水运工程测量规范》、《海洋测

绘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验规范》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技术指标，参

考了《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

等多项修订、在编的标准，充分保障了规范内容的全面性。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的规定起草，主要依据《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海道测

量规范》等国家标准，同时参考《水位观测标准》、《工程测量标准》、

《水运工程测量标准》、《无人船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机载激光

雷达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范》、《海洋测绘水深测量成果质量检验规范》

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并结合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的现实需求

和技术发展等进行标准内容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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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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参照大量生产、质检相关标准，通过广泛调查研究，针对水下

地形测量的作业特点，综合考量实际生产需要，结合质检工作经验，确定

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的内容和方法。本标准包含 11 个部分，具体

说明如下：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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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具体引用的标准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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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1

项国家、行业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术语和定义是保证标准条目表述准确、无歧义的重要内容，在编写组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征集到的专家意见，本标准列出水下地形测量成

果、水位控制测量成果、水深测量成果、水下地形图、GNSS 三维水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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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 5 个术语，并参照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及参考文献等对它们进行

了定义。 

4. 基本要求 

规定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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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类型划分按照 CH/T 7003 分为控制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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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对样本成果实施详查，样本以外成果进行概查。详查内容包括

单位成果质量要求的全部检查项。概查内容包括单位成果质量要求中重要

的、特别关注的质量要求或指标、系统性的偏差或错误。 

规定了普遍质量问题参与得分统计的方法。检验批整体存在的质量问

题、指标偏差均参与该检验批内各样本单位成果错漏统计和质量元素、质

量子元素得分统计。 

5.检验流程 

给出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的工作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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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检验前准备 

规定了检验工作开始前需做的物资、技术准备，包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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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检查验收委托文件，作为检验依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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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本技术规程确定质量检验内容、方法和质量评定标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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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设备应该符合计量检定要求，精度指标不低于规范及设计对仪器设备

的要求。软件应通过软件鉴定或测试，满足检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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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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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和车辆，确保检验工作按期完成，检

验结论真实、可靠。 

5）重大测绘项目或有特殊要求的应根据需要编制检验方案，按检验单

位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对检验方案进行审核和审批，组织检验人员开展技术

培训。 

7.抽样程序 

规定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的单位成果。控制测量成果以点、测段为单

位，水深测量成果以幅、千米、平方千米、个（断面数）为单位，水下地

形图成果以幅为单位。 

规定了检验批和样本量确定方法，将最大检验批批量从 GB/T 

24356-2009 规定的 200，扩大至 1000。 

规定了抽取样本资料的内容。包括从检验批中抽取的各单位成果的全

部资料以及补充材料，补充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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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检查内容及方法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在水下地形测量的检验

内容中，对水下地形测量成果的种类考虑不足，质量元素及权的划分、精

度评定没有考虑水下地形测量的特殊性。根据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

检查与验收》修订报批稿，本标准规定了针对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

渠、滨海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内容及方法，涉及的成果类型包括控

制测量、水深测量、水下地形图。 

8.1 控制测量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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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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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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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水下地形测量成果

有关要求，规定了水位控制测量成果的质量元素及权值、质量子元素及权

值、检查项，明确了各检查项的具体检查方法，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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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水深测量 

参照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水深测量质量检验有关

要求，规定了水深测量成果的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检查项，明确了各

检查项的具体检查方法，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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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分析 

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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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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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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水下地形图 

参照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大比例尺地形图、海岸

带地形图质量检查有关要求，规定了水下地形图成果的质量元素、质量子

元素、检查项，明确了各检查项的具体检查方法，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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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检测 

核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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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边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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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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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质量评定 

规定了单位成果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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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委托检验报告、检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按 GB/T 18316 的规定执

行；监督检验报告的内容和格式按 CH/T 1018 的规定执行。 

11.资料整理 

规定了对检验（查）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等资料进行整理，

按单位管理要求进行归档。 

12.附录 

给出了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查记录的参考格式，包括检查意见记

录表、平面精度检测记录表、地物间距精度检测记录表、高程（深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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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检测记录表、测绘成果检验抽样单和样品清单格式。 

13.参考文献 

列出了起草文件时参考过的文件清单，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

方标准，共计 14 项，以供文件使用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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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标准的符合性和一致性 

1）标准的符合性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标准的一致性 

本标准在文本结构的编排上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要求编写。 

成果质量控制要求与GB 12327《海道测量规范》、GB/T 24356《测绘

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保持一致。 

成果类型与CH/T 7003《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保持一致。 

质量问题处理、单位成果、样本质量评定和批质量判定与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保持一致。 

委托检验报告、监督检验报告、检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要求与GB/T 

183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H/T 1018《测绘成果质量监督

抽查与数据认定规定》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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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要求分别与CH/T 1022

《平面控制测量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21《高程控制测量成果

质量检验技术规程》保持一致。 

水位控制测量成果质量元素及权值、质量子元素及权值与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水下地形测量成果有关要求保持

一致。 

水下地形图成果质量元素及权值、质量子元素及权值与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大比例尺地形图成果有关要求保持一致。 

2.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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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其编制和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符合 GB 12327《海

道测量规范》质量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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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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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贯彻本标准时，要求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组织召开标准宣传

贯彻会，并建议业务内容与水下地形测量成果质量检验相关的单位组织内

部学习，并在业务活动会应用本标准。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