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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礁）稀少（无）控制航空摄影空中三角测量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下发的《关于下达 2017-2018

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测科函〔2017〕35号），由中测新

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牵头负责编写本文件。 

1.2 目的意义 

近年来，海洋测绘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十二五”期间实施了国家海岛

（礁）测绘工程，沿海省份也逐步对所属海岛（礁）开展全面测绘。然而现有的

标准针对海岛（礁）的航空摄影空中三角测量作业流程、作业要求以及技术指标

等尚缺乏权威、统一的规范指导。为填补国内空白，本文件在国家海岛（礁）测

绘工程《海岛（礁）稀少（无）控制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规范》的基础上，针对海

岛（礁）测图扩充了适用范围，补充了工程标准中薄弱部分的内容，将技术规范

升级为测绘行业标准，重点针对像片控制测量与空中三角测量的作业流程、基本

要求、精度指标和质量控制等内容进行规定。 

1.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本文件由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组织实施与总体把关，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主要编写，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武汉中测晟图遥感技术有限公司、河南中测新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自然资源部第一航测遥感院、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参与标

准验证与总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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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表 1标准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主要工作 

1 李英成 
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研究员 

负责总体、核心

指标把关 

2 薛艳丽 
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研究员 

组织实施,标准

编写 

3 叶冬梅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高工 负责标准的编写 

4 廖明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教授级高

工 
参与标准的编写 

5 王光辉 自然资源部国土应用卫星中心 高工 技术调研与验证 

6 杨振凯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标准的编写 

7 任亚锋 
河南中测新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高工 技术调研与验证 

8 赵俊霞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工 技术调研与验证 

9 毕  凯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高工 技术调研与验证 

10 李昌柯 
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参与标准的编写 

11 周伟锋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工程师 技术验证 

12 郑安武 
武汉中测晟图遥感技术有限公

司 
高工 负责指标验证 

13 李振翔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工程师 技术验证 

14 俞凯杰  
浙江中测新图地理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工程师 

参与标准的技术

验证 

15 于朔崧 
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技术调研 

16 吴燕平 自然资源部第一航测遥感院 高工 技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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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2017 年 9 月） 

2017 年 9 月，经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于测科函〔2017〕35 号文件批

准立项；中测新图公司成立编写组，召开启动会，制定了本标准《实施方案》。 

2）征求意见稿编制阶段（2017 年 10月-2020 年 5 月） 

本文件在国家海岛（礁）测绘工程作业规范《海岛（礁）稀少（无）控制航

空摄影测量技术规程》基础上，结合编制本标准当前空中三角测量采用的主流技

术、工艺流程，参照 GB/T 7930 1:500  1:1 000  1:2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

业规范、GB/T 13990 1:5 000  1:10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 

23236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规范三项国家标准，2018 年 8 月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讨论稿）。 

2018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编写组到浙江、陕西、北京等相关单位进行技

术研讨，开展了对核心技术指标的测试验证。 

2020 年 1 月-2020 年 5 月，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2020 年 6 月-2021 年 3月） 

标准于 2020 年 6 月发出征求意见稿共计发送了 29 份征求意见稿包括：黑龙

江测绘地理信息局、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浙江省测绘科学

技术研究院等行业内比较大的具有代表性的航测相关企事业单位以及海岛（礁）

相关知名行业专家。 

共收到返回意见 22 份，包括 95 条意见。经认真分析，采纳其中的 71 条意

见，部分采纳 6 条意见，未采纳 18 条意见。 

对采纳的修改意见，与提出意见的部门或者专家经过充分沟通，制定采纳处

理方案，至 2021 年 3 月，全面完成征集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 

4）送审阶段（2021 年 4 月-2022 年 1月） 

2021 年 4 月，提交送审稿，经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形式审查，并进行了相应修改； 

2022 年 1 月 20 日，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组

织进行专家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评审，评审专家提出有效意见 37 条。

经编写组多次讨论、论证与试验，确定采纳 32 条意见，部分修改 5 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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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批阶段（2022 年 2 月-2022 年 5月） 

2022 年 2 月-2022 年 5 月，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要求，修改后形成报批稿； 

2022 年 5 月 25 日，提交报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编制原则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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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在此基础上，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与系统性 

全面分析我国的海岛礁特征，覆盖空三全流程，技术指标完整对应

1:500-1:5000 比例尺空三各个主要环节，根据布控难易程度，设计不同等级的

精度要求，因此，本标准系统性较强。 

技术指标的制定，是建立在数万个模型测试总结，严密对接数字空中三角测

量国家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2）通用性与灵活性 

原国家海岛（礁）测绘工程（一期）制定的工程技术规定包括框幅式、推扫

式，测图比例尺为 1:2 000、1:5 000 两种成图比例尺。针对各地方、国家对海

岛（礁）多种大比例测图需要，将原来只适用于 1:2 000、1:5 000 两种比例尺

测图，扩充为适用于 1:500、1:1 000、1:2 000、1:5 000测图，以满足海岛（礁）

航测成图的普遍需要。 

目前常用的空三加密软件类型多样，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针对不同的软件也

进行了大量测试，对比分析差异并分析原因，保证各项精度指标的确定科学合理，

具有普适性。 

3）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多次与生产单位一线领导、总工及骨干人员沟通交流，

就规范中涉及的技术流程、作业方法等内容边征求意见与建议。参与此项工作的

单位有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

息局、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重庆测绘院等，以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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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广泛收集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作为本文件制定的参考和借鉴依据，主要包括： 

GB/T 7930 1:500  1:1 000  1:2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13990 1:5 000  1:10 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 17159 大地测量术语 

GB/T 23236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规范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9612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CH/T 3006 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控制测量规范 

CH/T XXXX 海岛（礁）IMU/GNSS辅助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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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指标或要求确定的依据 

1、标准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海域广阔（约 300 万 km），岛礁众多(10700 多个)，海岛（礁）

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为满足海岛（礁）开发、保护的普遍需要，航测成图应以

大比例尺为主，故本文件的适用比例尺范围设计为 1:500、1:1 000、1:2 000、

1:5 000，而其它的海岛（礁）中小比例尺地图可在此基础上缩编即可。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 IMU/GNSS 辅助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在海岛（礁）开

展航空摄影空中三角测量工作的基本要求、准备工作、像控点布测、空中三角测

量、成果验收与上交等内容和要求。本文件适用于采用 IMU/GNSS 辅助数字航空

摄影测量技术，进行海岛（礁）1:500、1:1 000、1:2 000、1:5 000 基础地理

信息数字成果生产的空中三角测量工作。 

2、术语与定义 

为便于标准的理解与使用，本文件根据海岛形状分布、面积大小、可否登临

进行像控点布测的不同情况，重点规定了“常规区域、困难区域、特别困难区域”

三种类型的加密分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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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区域：能够按常规空中三角测量的要求进行像控点布测的区域。 

困难区域：难以按常规空中三角测量要求的点位或数量进行像控点布测的区

域。 

特别困难区域：无法进行像控点布测的区域。 

3、像控点布测 

（1）基本要求 

结合海岛（礁）测区的已有基础控制、观测条件等客观因素，本文件规定了

海岛外业像控测量中现场条件（包括：有无 CORS、有无已有控制点）可采用的

像控测量技术。 

针对像控点的高程异常改正问题，标准规定了可与已有基础控制点联测、或

是用“可采用跨海高程传递或陆海一体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转化”技术方法。 

对可到达海岛（礁）测区，标准建议“宜适当增加像控点数量”，来提高后

续空三加密精度。 

（2）像控点测量精度 

像控点测量精度总体参考 CH/T 3006-2011 执行。 

①像控点平面精度按照比例尺进行了精度换算。 

②像控点高程精度：CH/T 3006-2011 对于像控点的高程精度表述为

“1:500-1:1 0000 测图，平高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相对邻近基础控制点的高程

中误差不应超过基本等高距的 1/10”，并未给出具体数值。 

为便于阅读与理解，本文件对 1:500-1:5 000 比例尺的基本等高距进行了汇

总，并根据 CH/T 3006-2011 中规定的像控点高程精度计算方法，统一换算成具

体数值列表说明，便于查阅。 

（3）像控点布测 

本文件的像控布设原则是在现有 CH/T3006 像控布设要求基础上，依据海岛

（礁）航空摄影空三加密技术指标体系测试得出的控制点数量、分布对空三精度

影响程度，总结出本文件对海岛（礁）测区困难类别（常规区域、困难区域）的

像控点布设要求。 

4、空中三角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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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三加密精度原则 

①关于空三加密精度，项目组进行了精度溯源，梳理了航测一直以来使用的

航测内业规范（1:500、1:1000、1:2000）大比例尺GB/T 7930、（1:5000、1:10000）

中比例尺GB/T 13990精度体系，加密点为地形图中对平面、高程约束的过程精度；

在区域网平差环节，加密点精度为定向点残差、检查点不符值、区域网公共点较

差的精度基础。 

②项目组与正在修订的GB/T 23236编写组进行了充分沟通，经调研GB/T 

23236中1:500-1:5000比例尺成图精度基本沿用了原有航测内业国标，分析如下： 

a. 平面精度，均按照GB/T 13990中平地/丘陵地相应比例尺的图上0.35mm、

山地/高山地相应比例尺的图上0.5mm； 

b. 高程精度，1:500-1:2000按照大比例航测内业规范GB/T 7930、1:5000

按照中比例航测内业规范GB/T 13990的高程精度； 

c. 结合实际生产经验补充了原需要全野外测量的平地、丘陵地的部分精度

指标。 

③综合海岛（礁）空三加密部分测试结果，常规区域是完全可以满足当前空

三加密精度指标体系，并与GB/T 23236-2009保持一致，保证数据成果精度的延

续性。故，本文件中海岛（礁）空三加密精度指标系统基本原则，常规区域按照

当前的GB/T 23236执行、困难区域精度放宽至1.5倍、特殊困难区域放宽至2倍。 

（2）加密点精度 

“连接点”为像对、航带间重叠区内匹配的加密点，在精度评价时，无法准

确选取特定重叠区域的点位进行外业坐标测量，本文件与GB/T 23236修订组协商

一致，将GB/T 23236-2009中的“连接点精度”改为“加密点精度”，采用检查点

进行加密点精度评价，更合理更便于实际操作；同时，加密点也与GB/T 7930、

GB/T 13990空三加密精度说法保持一致。 

（3）关于“航向连接点位宜处于 3 度及以上重叠带内，旁向连接点宜处于

5 度及以上重叠带内” 

由于连接点的重叠度越高，区域网平差时，每一连接点可列出的方程越多，

最小二乘法平差时精度越可靠。国家海岛（礁）测绘工程中航摄采用了 80％航

向重叠及 60％旁向重叠，也即航向最多 5度重叠，旁向最多 15度重叠，考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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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落水情况，提高无（少）控制模型连接强度，本文件中规定“连接点选取航向

连接点位宜处于 3度及以上重叠带内，旁向连接点宜处于 5度及以上重叠带内”。 

（4）关于“每个像对选择不少于 6 个连接点，并宜选在标准点位区；当标

准点位区落水时，应沿水涯线均匀选取连接点” 

相对定向是描述立体像对两张像片相对位置和姿态关系的参数，有连续法相

对定向和独立模型法相对定向 2种方法： 

连续像对相对定向：以左像空间坐标系为基础，右像片相对于左像片的相对

方位元素，共 5个定向元素： By， Bz，，，； 

独立模型法相对定向：在以左摄影中心为原点、左主核面为 XZ 平面、摄影

基线为 X轴的右手空间直角坐标系中，左右像片的相对方位共 5个定向元素：1， 

1，2，2，2。 

不管采用何种定向方式，需 5个同名像点可以解算，至少 6个同名像点可进

行最小二乘平差，有条件下选取像片的 6 个标准点位处（如下图所示），此时精

度最高。因此本文件规定了“每个像对选择不少于 6个连接点，并宜选在标准点

位区；当标准点位落水时，应沿水涯线均匀选取连接点”，尽量提高模型的连接

性。 

 

（5）模型连接较差 

在 GB/T 39612-2020中 7.3章节规定模型连接较差限值按公式（1）和（2）

计算，公式如下： 

31006.0  像mS     ………   （1） 

31004.0 



b

fm
Z 像     ………    （2） 

式中： S -平面位置较差，单位为米（m）； 

      Z -高程较差，单位为米（m）； 

o

1 

o

2 

1 

3 

5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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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m -像片比例尺分母； 

f-航摄仪焦距，单位为毫米（mm）； 

b-像片基线长度，单位为毫米（mm）。 

由于国家海岛（礁）测绘工程全部采用了数码航摄，因此本文件根据专家意

见将公式（1）、（2）换算成与分辨率相关的数码航摄影像模型连接差公式，模型

连接较差限值换算结果见公式（3）、（4）。  

         31006.0 
a

GSD
S      ………   （3） 

31004.0 



ab

fGSD
Z   ………  （4） 

式中： S -平面位置较差，单位为米（m）； 

      Z -高程较差，单位为米（m）； 

a-CCD 物理尺寸，单位为微米（um）； 

b-像片基线长度，单位为毫米（mm）。 

GSD-地面分辨率，单位为米（m）； 

5、区域网平差 

（1）关于常规区域平差精度 

常规区域平差沿用现行空三指标体系，与 GB/T 23236保持一致。 

（2）关于“困难区域的平面、高程精度按常规区域的 1.5 倍执行” 

经大量海岛（礁）1:2 000、1:5 000 空三测试，区域网平差后，困难区域

的定向点残差、检查点不符值及区域网间公共点的较差不大于下表结果。 

     表 4  困难区域 1:2 000、1:5 000 空三加密试验精度分析   单位为米 

成图比例尺 
1:2 000 1:5 000 

平面 高程 平面 高程 

丘陵 

定向点残差 0.6 0.4 1.5 0.8 

检查点不符值 1.0 0.6 1.75 1.0 

公共点较差 1.6 1.1 3.5 2.0 

山地 

定向点残差 0.8 0.9 2.0 1.5 

检查点不符值 1.4 1.5 2.5 2.0 

公共点较差 2.2 2.4 5.0 4.0 

从上表分析可得：海岛（礁）1:2 000比例尺成图区域网平差后，困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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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面精度可满足现有规范的指标要求，高程限差约为 GB/T 7930-2008 指标的

1.5倍；同时此结论与现有标准 GB/T 23236 中困难区域放宽至 1.5倍要求一致。 

故本文件综合考虑，困难区域的定向点残差、检查点不符值及区域网间公

共点的平面、高程精度均按常规区域的 1.5 倍执行。 

（3）关于“特别困难区域”的区域网平差精度执行问题 

①本文件在进行海岛（礁）航空摄影空三加密技术指标体系测试的同时还开

展了直接定向精度验证。试验选用了南澳-阳江、及西瑁岛测试区数据，利用

IMU/GPS数据直接定向，通过量测、比较外业检测点以及航带内、航带间模型连

接点误差，对直接定向精度进行了精度评价，测试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直接定向试验精度分析     单位（米） 

南澳-阳江测试区 

误差类别 平面 高程 

单模型检查误差 4.06 2.96 

航带内模型连接点误差 3.26 4.26 

航带间模型连接点误差 7.93 5.49 

西瑁测试区 

航带内模型连接点误差 4.89 4.50 

由表 5可见，采用外方位元素直接定向，精度较差，无法满足 1:2 000、1:5 

000成图精度，且模型上下视差大，不利于内业测图。因此，本文件规定了特别

困难区域“应进行无控制区域网平差”，以消除相对定向精度影响。 

②为了控制“无法进行像控布测的特别困难区域”的具体精度，采用了如下

规定： 

1）航摄成果质量对空三加密的精度密切相关，在本文件配套的《海岛（礁）

IMU/GNSS 辅助数字航空摄影规范》中根据“海岛（礁）面积、分布及形状等特

征”划分成了面积较大或聚集程度较高的海岛（礁）摄区（以下简称“A 类摄区”）、

走向分布有一定规则且相对聚集的面积中小的海岛（礁）摄区（以下简称“B类

摄区”）、零散分布面积较小的孤小岛（礁）摄区（以下简称“C类摄区”）。 

2）上述三类摄区，因特殊敏感区域或无明显特征点等，均有可能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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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区域”，在航摄阶段皆要求布设检校场，当实际条件不允许时可在摄区外布

测检校场。 

3）另外针对“对于不可登岛进行像控测量的摄区”，明确要求“应于每架次

起飞后、降落前各航摄检校场一次”，以此来通过航摄飞行前后的检校场对每张

像片的位置和姿态进行系统误差改正。 

综上，在具体作业时可采用特别困难区域的“同架次、同重叠度、易于布测

检查点的区域”的精度验证区进行无控制区域网平差，并进行精度检测，检查点

不符值应符合本文件中常规区域精度的 2倍执行，具体精度验证要求由业主在技

术设计进行明确规定。 

3.2 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件是国家实施了海岛礁测绘工程（一期）技术规定的总结与提高，是海

岛礁测绘系列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海岛礁的 1:500、1:1000、1:2000、1：

5000 等比例尺测图及海岛礁资源调查与地图更新有着重要意义，将为我国海洋

开发、权益保护等提供非常有价值的高精度地理信息产品。 

课题组在本文件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广泛的征求意见，吸取了相

关单位的生产实践经验，与相关专业人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充分考虑和协调了

各方的意见和要求。本文件在修订时充分考虑了新技术的发展，尽量弱化与具体

技术方法有关的内容，并汲取普适的共性技术要求，以更好地指导生产作业，预

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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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尚未有相关国际标准、他国国家标准记录情

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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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系列标准之一，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保持了与其他同

步制定中 GB/T 23236《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规范》协调一致。同时，

也保持与现有国标 GB/T 7930、GB/T 39612等相关标准在基本技术指标和技术要

求上的一致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实施。 

八、 贯彻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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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在颁布实施之后，建议开展相应的标准宣贯工作和标准培训，有利于

标准使用部门和人员正确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根据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下发的，《关于下达2017-2018

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测科函[2017]35 号），CH/T XXXX

《海岛（礁）IMU/GNSS 辅助数字航空摄影规范》为同期上报标准，目前处于同

步报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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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我国海岛（礁）分布、形态特征分析 

对我国海岛（礁）测绘工程航空摄影范围内部分典型摄区海岛分析如下： 

 

 

大陆岛 

形状不规则海岛 

孤小岛 

南田岛 高塘岛 

花岙岛 

对可覆盖，如上图蓝色圈。

像对可完全覆盖，如上图黄色圈；其余海岛为面积较小的孤岛，大都为单立体像

12.62 平方公里；其他海岛多呈条带走向形状极不规则，大都为多条航带多立体

紫色圈内南田岛面积 84.37 平方公里、高塘岛面积 39.11 平方公里、花岙岛面积

  该摄区内海岛除象山县海岛面积较大，形状相对集中，可视为大陆岛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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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摄区内海岛除洞头县海岛面积较大，形状相对集中，可视为大陆岛如上图

紫色圈，如大门岛面积 28.69平方公里、洞头岛面积 24.60平方公里；其他海岛

多呈条带走向形状极不规则，大都为多条航带多立体像对可完全覆盖，如上图黄

色圈；其余海岛为面积较小的孤岛，大都为单立体像对可覆盖，如上图兰色圈。 

形状不规则海岛 

孤小岛 

大陆岛 

大门岛 

洞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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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摄区内海岛除南澳岛面积较大，形状相对集中，可视为大陆岛如上图紫色

圈，如南澳岛面积 105 平方公里；其余海岛为面积较小的孤岛，大都为单立体像

对可覆盖，如上图兰色圈。 

 

 

该摄区内海岛形状较为集中，面积较大。其中紫色圈内高栏岛面积 34.39平

方公里，有人居住，可视为大陆岛，需要单条航带多立体多立体像对可完全覆盖；

黄色圈内海岛形状稍不规则，大都为多航带多立体像对可覆盖；其余海岛面积很

小，单立体模型可覆盖，如兰色圈所示。 

大陆岛 

 

孤小岛 

 

形状不规则海岛 大陆岛 

孤小岛 

南澳岛 

高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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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摄区内上川岛面积 137.17 平方公里、下川岛面积 81.28 平方公里，形状

较为特殊，但因都为有人岛，易于做像控可视为大陆岛，如紫色圈所示。兰色圈

内海岛面积较大，但离大岛较远，为孤岛，为多航带多立体像对可覆盖。 

 

 

该摄区内海陵岛面积为 105.11 平方公里，形状规则、有人岛，易于做像控

可视为大陆岛，如紫色圈所示。兰色圈内海岛面积小，离大岛较远，为孤小岛，

大多为单立体像对可覆盖。 

 

 

大陆岛 

孤岛 

孤小岛 

大陆岛 

海陵岛 

下川岛 上川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