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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多波束测深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水面舰船为载体，使用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的基本原则、具

体要求和实施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调查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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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763.10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T 32067 海洋要素图式图例及符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波束测深系统 multi beam echo sounding system, MBESS 

由多波束测深仪及其相关外部设备（定位仪、罗经、运动传感器、表层声速计、声速剖面仪等）

和数据采集和数据后处理软硬件组成的系统。 

3.2  

    纵倾角度 pitch 

多波束测深系统声学换能器基准面前后倾斜的角度。 

3.3  

    纵倾偏差 pitch offset 

纵倾角度的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差值。 

3.4  

    横摇角度  roll 

多波束测深系统声学换能器基准面左右摇摆的角度。 

3.5  

    横摇偏差   roll offset 

横摇角度的测量值与实际值的差值。 

3.6  

    艏向偏差   yaw offset 

多波束换能器艏向方向与罗经指向之间存在的差值。 

3.7  

    起伏高度   h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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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船作上下升沉运动，起伏高度的变化值，也称为升沉值。 

3.8  

    波束接收率  beam acceptance rate 

多波束测深仪接收波束数与设备发射波束数的百分比。 

3.9  

脚印   foot-print 

一个波束在海底照射的面积，即波束立体角与海底面的交切面。发射波束与海底反射接收波束

相交形成一系列的波束脚印（即波束在海底投射形成的斑块），它们是海底地形地貌的一组采样点，

排列形成一个带状区域。 

3.10  

扫幅宽度   swath-width 

一次完整发射（Ping）波束所产生脚印在垂直龙骨方向上的累计长度，即测线两侧最远到达的

距离之和。 

注：同义词为覆盖宽度、条幅宽度。 

3.11  

条幅重叠率   swath overlap rate 

相邻测线间条带重叠部分的宽度与覆盖宽度的百分比。 

3.12  

全覆盖测量   full coverage survey 

多波束勘查时，波束脚印无缝衔接测量，实现调查区内各相邻测线间无测量空白，且相邻条幅

重叠率达到指定要求。 

4 一般要求 

4.1 调查目的 

根据任务要求实施多波束调查，获取海底地形地貌数据，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校正和改正，进行

数据分析、处理和成图，编绘调查区海底地形地貌图。 

4.2 采用基准 

4.2.1 坐标系统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4.2.2 高程基准  

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远离大陆的岛礁，高程基准采用当地平均海面。 

4.2.3 深度基准  

采用理论最低潮面。 

 

4.2.4 时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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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世界协调时（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时间。 

4.2.5 投影  

小比例尺采用墨卡托投影或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UTM投影）。基准纬度根据调查与成图区域

确定，以尽量减少图幅变形为原则。大中比例尺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比例尺大于1:10000时，采用

高斯-克吕格3°带投影；比例尺1:25000至1:50000时采用高斯-克吕格6°带投影。 

4.2.6 分幅  

采用国际标准分幅或自由分幅。 

4.2.7 基准纬度  

根据调查与成图区域确定，以尽量减少图幅变形为原则。 

4.3 调查方式 

a) 调查方式为船载走航连续测量； 

b) 使用 GNSS 进行导航定位； 

c) 根据调查目的及任务具体要求结合调查区域特点，采用测线网方式或全覆盖方式调查； 

d)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可结合其它海洋地球物理调查、物理海洋调查等同步进行。 

4.4 调查基本内容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基本内容包括：导航定位、系统参数测定、深度测量、数据处理与成图。其

中各项参数包括校准参数、船的配置参数、船舶吃水、船舶姿态、声速剖面和水位等。 

4.5 调查测线布设要求 

调查测线布设要求如下： 

a) 多波束测深系统以全覆盖或测线网方式开展调查。全覆盖测量时主测线应平行于测区等深

线方向布设，相邻条幅重叠率应不少于测线间距的 10%，检查线方向应尽量与主测线垂直。

测线网测量时，主测线宜垂直于测区等深线方向布设。 

b) 检查线应分布均匀，与主测线相互交叉验证，检查线长度不少于主测线总长的 5%，且至少

布设一条跨越整个测区的检查线。 

c) 不同类型仪器、不同作业时期、不同作业单位之间的相邻调查区块结合部分，应进行测量

成果重复性检验，应至少有一条重复检查测线。 

4.6 调查准确度要求 

4.6.1 导航定位准确度 

导航定位准确度要求应优于5m。 

4.6.2 水深测量准确度 

水深测量准确度要求如下： 

a) 水深小于 30m 时，水深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0.3m； 

b) 水深大于 30m 时，水深测量准确度应优于水深的 1%。 

4.6.3 水深测量准确度评估方式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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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深测量准确度评估方式 

a) 水深测量成果准确度依据主测线和检测线的交叉点深度不符值统计特性来进行评定，检测

地点应选择在平坦海底地形的海域，重合点相距为图上 1.0mm 以内； 

b) 对交叉点深度不符值进行系统误差及粗差检验，剔除系统误差和粗差后，水深小于 30m 时

不符值限差为 0.6m，水深大于 30m 时不符值限差为水深的 2%； 

c) 超限点数不应超过参加比对总点数的 10%。 

（2）水深测量准确度评估指标 

评估方式利用主测线与检查线交叉点水深不符值进行水深测量精度评估，计算公式为： 

n

d

M

n

i

i

2

1

2
                                  

式中： 

M ——表示交叉点水深不符值中误差，单位为 m ； 

id ——表示第 i 个交叉点的水深不符值，单位为 m ； 

n ——表示主测线与检查线交叉点个数。 

4.7 数据成图要求 

4.7.1 图式符号 

图式符号执行GB/T 32067。 

4.7.2 等深线绘制 

a) 等深线分为计曲线、基本等深线（首曲线）、辅助等深线（间曲线）； 

b) 等深距划分以清晰、美观、科学和客观反映海底地形地貌变化为原则，可根据调查比例尺、

调查海域、地形地貌变化和任务书要求适当调整等深线间距。 

4.7.3 水深成果图 

图幅标题为“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图名命名为测区名，图幅编号为 XX-YYYY-ZZ，XX 表示测

图比例尺，YYYY 表示测量年份，ZZ 表示测图序号（阿拉伯数字）。 

4.7.4 海底三维地形图 

对于多波束水深测量，应制作海底三维地形图，海底数字高程模型 DEM 网格间距应不大于图

上 0.2mm。 

5 测量要求 

5.1 资料收集 

根据测区特点及任务要求，所收集的资料包括： 

a) 最新测量的水深数据和最新出版的海底地形地貌图、海图； 

b) 验潮站和水文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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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助航标志及航行障碍物情况； 

d) 其它与调查有关的资料。 

5.2 技术设计书的编制 

编制技术设计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a) 任务来源及测区概况； 

b) 已有资料及前期施测情况； 

c) 任务总体技术要求，包括测区范围、采用基准、测量比例尺、图幅和测量准确度要求等； 

d) 作业技术流程； 

e) 水位控制（包括验潮站布设、观测与水准联测等）技术设计和论证分析； 

f) 吃水、声速、姿态等测深改正参数方案与要求； 

g) 水深测量与航行障碍物探测技术方案与要求； 

h) 测量装备需求以及仪器检验项目与要求； 

i) 数据处理与成图要求； 

j) 工作量、人员分工及进度安排； 

k) 质量与安全保障措施； 

l) 预期提交成果及测量工作总结要求； 

m) 成果验收与资料归档要求； 

n) 相关图表及附件。 

技术设计书经内部审查通过后，装订成册，形成实施方案，由设计人员签名、主管业务负责人

签署意见后报批，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或任务下达单位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5.3 测前准备 

5.3.1 仪器设备要求 

所使用的调查仪器设备功能和准确度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1）GNSS 接收机要求 

a) GNSS 接收机的数据更新率应不低于 1Hz； 

b) 出测前在已知点进行 24h 定位精度试验及稳定性试验，采样间隔应不大于 1min； 

c) 卫星高度角≥10°； 

d) GNSS 天线应牢固架设在测量船的开阔位置，并避开电磁干扰。 

（2）声速剖面仪要求 

a) 声速剖面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0.5m/s； 

b) 声速剖面仪工作水深应大于测区最大水深，满足全水柱声速剖面测量要求。 

（3）潮位仪要求 

a) 潮位仪观测准确度应优于 5cm，时间准确度应优于 1min； 

b) 沿岸潮位站不能控制测区水位变化时，可利用自动验潮仪、高精度差分 GPS 测量潮位或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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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数值预报方法进行潮位测量。 

（4）多波束测深系统要求 

多波束测深系统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应达到如下要求： 

a) 中浅水多波束换能器波束角应不大于 1.5°×1.5°，深水多波束换能器波束角应不大于

2.0°×2.0°； 

b) 在扇区开角不大于 150°时，有效波束接收率不低于 80%； 

c) 运动传感器横摇、纵摇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0.05º，升沉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0.05m；艏向测量

准确度应优于 0.1º； 

d) 需装备表层声速仪，且可正常使用。 

5.3.2 测前检测与系统安装要求 

（1）测前检测要求 

在多波束测深系统正式进行系统参数测定和海上测量工作前，定位设备、表层声速仪、声速剖

面仪、罗经、运动传感器等设备应按各自要求进行检定/校准（或自校），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2）系统安装要求 

多波束测深系统的安装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多波束换能器应安装在噪声低且不宜产生气泡的地方； 

b) 运动传感器应安装在能准确反映多波束换能器姿态的位置，其方向平行于测量船的轴线； 

c) 艏向测量仪应安装在测量船的艏尾线上，方向指向船艏； 

d) 定位仪天线应安装在测量船顶部比较开阔的地方； 

e) 多波束测深系统各组成部分（导航定位设备、运动传感器和多波束换能器）的空间相对关

系测量精度应优于 0.05m。 

f) 测量船安装多套声学探测装备并可能同步工作时，应安装声学同步器并能正常工作，以避

免相近声学频率，或同源声波对多波束测量的干扰。 

5.3.3 系统参数校准要求 

（1）参数校准包括横摇偏差、艏向偏差、纵倾偏差、导航延迟等；若导航定位系统具备时间同

步校准（1PPS）功能时可不做导航延迟校准。 

（2）参数校准顺序按照横摇偏差、艏向偏差、纵倾偏差（剖面重叠法）、导航延迟（同一目标

探测法）或按照横摇偏差、艏向偏差、导航延迟、纵倾偏差的顺序测定。 

（3）各参数每年度至少测定一次。当系统内部各部分相对位置关系发生变化时，应重新测定。

当导航系统发生变更时须重新测定导航延迟参数。各参数测定的要求如下： 

a) 横摇偏差测定的准确度应优于±0.05º；可在平坦海区布设 1～3 条计划测线，低速、匀速往

返测量；  

b) 艏向偏差测定的准确度应优于±0.1º；可绕海底孤立目标物布设 2 条往返测线，用边缘波束

扫测目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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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纵倾偏差测定的准确度应优于±0.05º；可在陡坡或特征物上布设测线，匀速度往返测量；  

d) 测深与定位的时间延迟测定的准确度应优于±0.1s；可在特征物上布设测线，同速度往返通

过目标测量两次，此法称为同一目标探测法；或同向不同速度通过目标，速度差别尽可能

大，同时要保持均匀并严格在计划航线上行驶，此法称为剖面重叠法，测量中应尽量采用

此法。 

5.3.4 系统稳定性试验 

选择合适水深的平坦海区进行多波束系统稳定性试验，进行 2h 重复测量，水深比对准确度应

符合 4.6.3 要求。 

5.3.5 系统航行试验 

选择海底地形地貌起伏有代表性的海区，进行不同深度和不同航速下的多波束水深测量，要求

每个发射脉冲接收到的有效波束数大于总波束数的 80%。 

5.4 水位控制与改正 

a) 可采用实测水位观测资料、GNSS 大地高推算潮位以及潮汐数值预报方法进行水位控制。测

区水深不大于 200m 时应进行水位改正，测区水深大于 200m 时可不进行水位改正； 

b) 水位观测准确度应优于 5cm，时间准确度应优于 1min。验潮站布设的密度应能控制全测区

的水位变化。相邻验潮站之间的距离应满足最大潮高差不大于 1m、最大潮时差不大于 2h、

潮汐性质基本相同； 

c) 采用航前、航后测量船舶吃水的方法进行测深仪系统吃水改正，船舶吃水测量精度要求优

于 5cm，航次中间吃水通过差值进行计算，小船或无人船测量建议采用动态吃水改正。 

5.5 海上测量 

5.5.1 换能器吃水测量 

换能器吃水测量要求如下： 

a) 每次测量开始前、结束后均应测定换能器吃水深度； 

b) 调查船吃水深度非均匀改变的事件前后，应测量吃水深度； 

c) 测量吃水深度时应选择船体相对平稳状态时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测量互差应小于 10cm。 

5.5.2 声速剖面测量 

声速剖面测量要求如下： 

a) 在每次进入测区开始测量时，进行 1 次全深度，或深度大于 2000m 的声速剖面测量； 

b) 在作业过程中应实时监控、评估表层声速仪采集数据情况，保证数据准确可靠； 

c) 在浅水海域（水深小于 200m），应全程采用全深度实测声速数据，在 0.5°×0.5° 范围内至少

应有 1 个声速剖面，时间控制范围为前 3d 后 4d 共 7d； 

d) 在深水海域（水深大于 200m），应采用全深度声速数据，水深大于 2000m 时的声速剖面数

据可根据实测声速数据、全球声速或同时期的历史声速进行补充，声速剖面中的最大水深

应大于本航次调查区块中的最大水深，在 1.0°×1.0°范围内至少应有 1 个全程实测声速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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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控制范围为前 7d 后 8d 共 15d； 

e) 现场测量中，应当注意观察监控界面，当测量条幅长时间（大于 1h）表现为对称弯曲时（“哭

脸”或者“笑脸”弯曲地形假象）应及时更换声速剖面数据； 

f) 当调查区内影响声速的水文条件（温度、盐度）变化较大时（在河口及近岸测区，及异常

天气情况下），应增加声速剖面的测量次数；  

g) 每个声速剖面的声速测量准确度应优于 0.5m/s； 

h) 声速剖面在时间、空间上应保证多波束条带测深的边缘波束位置处水深准确度符合 4.6.2 条

款要求。 

5.5.3 测量时间同步要求 

    多种测量设备同步作业时，每 48 小时同步到 UTC 时间一次。 

5.5.4 航行要求 

对船舶的航行要求如下： 

a) 测量船应保持匀速、直线航行，船速宜小于 12kn； 

b) 测量时船只应提前 500m 上线，保持匀速直线航行，航向修正速率不应大于 5º/min，遇到特

殊情况（障碍物等）应采取停船、转向或变速措施，并及时定位； 

c) 实际测线与计划测线偏离不大于测线间距的 15%。 

5.5.5 补测和重测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a) 漏测测线长度超过图上 3mm 时，应补测； 

b) 实际测线间距超过规定间距 15%时，应重测； 

c) 主测线和检查线比对不符合 4.6.3 款要求时，应重测； 

d) 数据丢失的，应重测。 

5.5.6 数据采集与记录要求 

采用自动化作业设备对测线定位、测深数据进行实时综合采集与记录，具体要求如下： 

a) 每一测线记录的数据项应包括：测线号、点号、日期、时间、经度、纬度、水深等信息； 

b) 24 小时内备份当天采集的原始记录数据，7 天内备份全部原始记录数据，由专人负责归档

信息记载和数据管理。 

5.5.7 质量监控 

现场质量监控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a) 观察系统状态显示和波束信息，监视系统各传感器的工作状况和波束的质量； 

b) 观察接收波束是否长期呈现笑脸或哭脸形状（边缘波束以中央波束为中心对称上翘或下

弯）； 

c) 观察条幅剖面显示，监视声呐设置参数、横摇偏差补偿是否正确，测量条幅应完整和声速

剖面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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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观察航迹显示，监视定位数据是否出现异常； 

e) 观察硬盘等数据记录设备的工作是否正常，确保测量数据的完整记录； 

f) 随时查看测线间条幅重叠率是否达到要求，防止出现漏测现象。 

5.5.8 调查日志要求 

航次首席或首席助理填写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工作日志，具体格式参考附录 A。 

5.5.9 班报记录要求 

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班报记录内容和格式参考附录 B，具体要求如下： 

a) 每隔 0.5-1.0 小时记录一次班报，测线开始、结束必须记录班报； 

b) 所有参数设置及其更改应及时记录；遇到航向、航速、水深突变等特殊情况，应记录班报； 

c) 值班人员应对记录质量进行自检，现场记录字迹清楚，不得涂改，各栏内容必须按要求填

写； 

d) 班组长应对班报记录进行不定期抽查，技术负责人应对每个作业周期的班报记录进行检查。 

5.6 外业资料检查、整理与验收 

5.6.1 外业资料检查 

外业资料检查要求如下： 

a) 每个航次结束前作业组应对全航次班报记录、测量数据进行全面检查，查看班报、测量记

录是否完整及波束接收率和测量质量情况等； 

b) 根据航迹图、测量条幅覆盖图对原始数据是否丢失及漏测进行追溯，进行完整性检查； 

c) 对原始数据及编辑数据进行 100%检查。 

5.6.2 外业资料整理 

外业资料整理要求如下： 

a) 对各种纸质打印资料、班报记录进行整理、装订和会签； 

b) 海上测量工作结束后，作业组应对所获得的测量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备份，确认合格、无

遗漏后方可进行内业数据处理。 

5.6.3 外业资料验收 

外业资料验收内容和要求如下： 

a) 仪器安装校准正确性； 

b) 测量参数测定准确性和记录完整性； 

c) 测深线布设合理性； 

d) 声速剖面测量完善性； 

e) 测量数据采集正确性； 

f) 测量作业项目完整性； 

g) 海底地形探测完善性； 

h) 成果图件整理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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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业资料记载与整理完整性、规范性。 

6 资料处理与汇编 

6.1 数据处理 

6.1.1 数据编辑要求 

多波束数据编辑要求如下： 

a) 对于定位数据中的跳变点、罗经数据中的航向异常变化和运动传感器数据中的船姿跃变等

应进行编辑改正处理； 

b) 可利用坡度、深度、信噪比等参数对深度数据进行自动滤波处理，剔除不合格数据，但应

检查正常地形是否被误删除，地形复杂区域或必要时需利用人机交互式方法剔除不符数据； 

c) 深度数据编辑应遵循水深变化区间原则、地形变化连续原则、相邻条幅对比原则和中央波

束基准原则。 

6.1.2 深度改正项目及要求 

深度改正项目及要求如下： 

a) 换能器吃水改正：根据实测的换能器吃水，按照时间线性内插法求得其改正数，对于动态

吃水可根据速度进行内插； 

b) 换能器安装偏差改正：根据计算得到的校准参数改正； 

c) 姿态改正：将调查作业时实时采集的姿态（横摇、纵倾、升沉等）信息与测深点融合处理； 

d) 声速剖面改正：声速剖面采样节点应满足软件对声速剖面数据要求，应保留声速剖面曲线

的拐点和表征声速跃层变化点，采样点甄选应遵循“浅层密、深层疏，拐点密、直线疏”

的原则；  

e) 潮位改正：水深大于 200m 海区不作潮位改正，对于水深不大于 200m 海区应作潮位改正。 

6.1.3 数据输出要求 

a) 根据成图比例尺要求，对处理后的测量条带数据进行抽稀，并输出； 

b) 根据成图比例尺，输出格网数据。 

6.2 数据成图 

6.2.1 图件种类 

图件种类包括测线航迹图、数字水深图、海底地形图，可结合其他资料编制海底地貌图。 

6.2.2 图件绘制 

图件绘制按照 GB/T12763.10 执行。 

7 报告编写 

7.1 航次报告 

海底地形调查航次报告的内容包括： 

a) 调查任务的来源、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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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查海区的范围和地理位置； 

c) 调查项目内容和工作量； 

d) 外、内业工作时间和分工协作情况等； 

e) 海上调查的工作方法； 

f) 测线布设； 

g) 测量船各项指标及工作情况； 

h) 测深仪各项指标及工作情况； 

i) 导航定位系统各项指标及工作情况； 

j) 原始资料种类、数量、质量、特点等。 

7.2 资料处理报告 

海底地形调查资料处理报告的内容包括： 

a) 资料处理方法； 

b) 成果内容、形式、数量； 

c) 成果资料精度等； 

d) 重要情况说明与分析； 

e) 海底地形调查资料质量评价报告； 

f) 结论与建议； 

g) 成果图附件。 

8 资料检查与验收 

8.1 检查验收依据 

资料检查与验收依据包括： 

a) 技术设计书、任务实施方案及任务合同书等； 

b) 相关的调查技术标准和规程。 

8.2 人员组成 

各级检查验收应成立检查验收组，成员应由各专业具有中级(含)以上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 

8.3 检查与验收要求 

检查与验收要求如下： 

a) 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进行检查、验收； 

b) 各级检查、验收工作应独立进行，不得缺省或相互代替； 

c) 调查成果质量采用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级评定制； 

d) 验收由任务下达部门组织实施，对验收不合格的测量成果应退回到生产单位返工，返工后

的调查成果应重新检查验收，直至合格。 

9 调查资料和成果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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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归档要求 

资料归档与上交的一般要求如下： 

a) 上交的各种资料的内容应真实、准确，装订整齐有序，标示清晰； 

b) 各级检查验收应形成相应的质量检查报告，与成果资料一并归档； 

c) 上交的纸质文档、图件应与电子成果一致； 

d) 各类数据应提供格式说明，并提交文本格式的数据文件。 

9.2 归档内容 

资料归档与上交的内容如下： 

a) 技术设计书、实施方案及任务合同书等相关文件； 

b) 导航定位仪、测深仪、验潮仪、表层声速仪、声速剖面仪等仪器检定/校准报告（含自校或

送检报告）； 

c) 船配置参数文件（含船型、各设备相对位置及校准参数）； 

d) 定位及姿态改正资料； 

e) 换能器吃水资料； 

f) 水位改正资料（含基准面确定关系）； 

g) 声速改正资料（含声速剖面或温度、盐度、深度等调查资料），声速剖面观测记录表格式参

考附录 C； 

h) 原始测深数据； 

i) 后处理数据（即编辑后数据），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数据后处理班报表格式参考附录 D； 

j) 水深测量成果数据文件（包含离散水深数据、网格数据）； 

k) 现场原始记录及航次报告； 

l) 技术总结报告（即资料处理报告）； 

m) 质量评价报告； 

n) 数字水深图； 

o) 测线航迹图； 

p) 多波束覆盖图； 

q) 海底地形图、海底三维地形图、海底地貌图，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成果图的整饰格式参考附

录 E； 

r) 资料清单，具体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内容参考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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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工作日志 

任务名称：                                任务编号：                                

调 查 船：                                仪器型号：                                

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海区：                                

天气海况 

 

 

 

 

 

仪器状况 

 

 

 

 

 

 

参数设置 

 

 

 

 

 

完成测线 

 

 

 

 

 

 

质量评价  

备注（说明

安全生产、

特殊情况

等） 

 

 

填写人：          审核人：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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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班报表 

测区           调查船              航次             仪器设备           使用参数               日期               海况              

时 间 测线 文件名 水 深（m） 波束数 幅 宽（m） 航向（°） 船 速（kn） 
纬  度 N/S 

（° ′ ″） 

经  度 E/W 

（° ′ ″） 
操作者 备  注 

            

            

            

            

            

            

            

            

            

            

            

技术负责                            班组长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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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声速剖面观测记录表 

测区                  调查船                  航次                    

         

序号 
观测时间 

(年月日时分) 

站位纬度 

(° ′ ″) 

站位经度 

(° ′ ″) 
水深(m) 仪器型号 海况 

采样间隔

(s 或 m) 
原始文件名 使用文件名 采集人 备注 

            

            

            

            

            

            

            

            

            

            

            

            

            

            

            

                                                       

技术负责                           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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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多波束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数据后处理班报表 

测区               调查船                   航次                    测线                   日期                  

序号 原始文件名 编辑后文件名 测线号 编辑人 处理时间 检查人 备 注 

        

        

        

        

        

        

        

        

        

        

        

        

技术负责                           班组长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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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成果图整饰格式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成果图 
 X 海   X 岛    25-2012-01 

居中黑体 15.0 黑体 10.0 黑体 10.0 
等线 10.0 

122°15′04″.25 122°30′44″.59 

122°15′10″.29 122°30′48″.52 

39° 

24′ 
12″. 
89 

39° 

24′ 
07″. 
89 

39° 

14′ 
40″. 
49 

39° 

14′ 
45″. 
46 

××单位×年×月测量 水深调查组长: XXX 

制 图 者: XXX 

检 查 者: XXX 

审 核 者: XXX 

 

航次首席科学家：XXX 
 

技术负责人：XXX 

居中模板大号 模
板
大
号 

模
板
中
号 

模
板
小
号 

黑体 6.0 黑体 6.0 仿宋 6.0 仿宋 6.0 
黑体 8.0 

3.0 3.0 3.0 

3.0 5.0 3.0 

线长 3.0 

线粗 0.1 

线粗 0.1 

线粗 1.5 

说明： 

  （1） 单位：mm 

  （2） 图幅外注记，左、右与内图廓取齐 

  （3） 方里网间隔为图上 10cm，依比例尺（1:1000，1:2000，1:5000) 

        依次绘于 X·Y 坐标 100m、200m、500m 的整倍数处 

  （4） 附注文字字体为仿宋，大小为 6.0mm(包含坐标系统、投影、深度

基准、基准纬度)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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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内容 

多波束水深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内容见下表。 

 

多波束水深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内容 

 

质量元素 检  查  项 

技术设计 

1. 技术设计体例是否符合要求； 

2. 任务来源和要求是否明确； 

3. 平面、高程、深度、时间基准及比例尺； 

4. 测区折点坐标及其示意图； 

5. 图幅坐标及其示意图； 

6. 测区概况，包括自然地理、气象水文、人文环境等； 

7. 测量船型号、照片和主要参数； 

8. 定位仪器、测深仪及各种辅助仪器选型及主要参数； 

9. 定位仪器、测深仪及各种辅助仪器检验内容和要求； 

10. 主检测线方向、间距和端点坐标表； 

11. 水位控制方案； 

12. 声速剖面测量及声速改正方案； 

13. 测量船在线测量航行要求； 

14. 作业值班要求； 

15. 数据处理项目和要求； 

16. 成果图件种类和绘制要求； 

17. 上交资料清单； 

18. 应急情况处置措施； 

19. 电子版与打印版一致性； 

20. 技术设计审批手续是否齐全。 

定位仪器 

检验 

1. 是否进行定位仪器稳定性试验； 

2. 定位仪器稳定性试验时间； 

3. 定位仪器稳定性试验记录要素是否完整； 

4. 定位仪器稳定性试验结果正确性。 

 

测深仪器 

检验 

1. 是否进行多波束测深仪稳定性试验及航行试验； 

2. 多波束测深仪稳定性试验及航行试验时间； 

3. 多波束测深仪稳定性试验及航行试验记录要素是否完整； 

4. 多波束测深仪稳定性试验及航行试验结果。 

辅助仪器 

检试 

1. 表层声速仪检试； 

2. 姿态仪检试； 

3. 声速剖面仪检试； 

4. 验潮仪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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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波束水深调查成果质量检查内容（续） 

质量元素 检  查  项 

仪器校准 

1. 定位仪、测深仪、姿态仪、表层声速仪等各项设备安装空间位置测定； 

2. 定位仪、测深仪、姿态仪、声速剖面仪等各项设备校准或检试结果； 

3. 测深换能器固定安装偏差Pitch、Roll、Yaw及Latency校准完善性。 

水位控制 

1. 验潮站水准点埋设； 

2. 验潮站站址代表性； 

3. 验潮站布设密度； 

4. 各项基准数据是否准确； 

5. 相关观测数据是否准确； 

6. 潮汐观测时段是否合理； 

7. 潮汐数据编辑是否准确； 

8. 水位改正是否完善。 

数据采集 

1. 定位仪器工作状态； 

2. 多波束测深换能器回波信号质量； 

3. 其它辅助仪器工作状态； 

4. 数据采集软件稳定性； 

5. 数据采集种类是否齐全； 

6. 数据采样率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7. 数据采集是否连续完整； 

8. 测深航迹线偏航距是否超限； 

9. 测量船航速变化及航向修正是否符合规定； 

10. 特殊情况处置是否合理，重要事件是否漏记； 

11. 班报记录时间间隔是否符合规定； 

12. 班报记录是否清晰整洁，有无涂改现象，划改是否规范； 

13. 表层声速测量是否准确有效； 

14. 声速剖面采集时间、空间密度合理性； 

15. Pitch、Roll、Yaw等实时姿态测量是否准确有效； 

16. 吃水改正数据是否漏测及其采集密度合理性； 

17. 底质探测方法及密度是否满足要求； 

18. 主测线布设方向及间隔是否满足要求； 

19. 检查线布设是否合理； 

20. 检查线测深里程是否满足要求； 

21. 测深条带有效覆盖宽度是否满足全覆盖要求； 

22. 特殊深度探测是否完善，有无漏测； 

23. 特殊深度探测结论不明确是否增加其它辅助探测手段。 

数据处理 

1. 是否删除姿态测量数据中的粗差和冗余数据； 

2. 姿态改正是否完善； 

3. 是否删除声速剖面测量数据中的粗差和冗余数据； 

4. 声速改正是否完善； 

5. 是否删除定位数据中的粗差和冗余数据； 

6. 定位、姿态、声速、潮汐、吃水等各项数据融合是否正确； 

7. 是否删除深度数据中的粗差和冗余数据； 

8. 人工及自动编辑深度数据的准确性、合理性； 

9. 主、检测线交叉点选取是否合理； 

10. 主、检测线交叉点不符值是否满足要求。 

 

 



HY/T ×××××—201× 

20 

多波束水深调查成果质量检查内容（续） 

质量元素 检  查  项 

图件绘制 

1. 数据抽稀间距及方法是否满足要求； 

2. 平面、高程、深度及时间等基准是否正确； 

3. 投影、图幅范围及整饰参数是否准确； 

4. 图上深度点间距是否满足要求； 

5. 特殊深度数据选取是否合理； 

6. 水深注记（含特殊水深）密度是否合理； 

7. 等深线勾绘是否正确、圆滑； 

8. 等深线间距选择是否符合要求； 

9. 障碍物、浅点等符号运用是否合理； 

10. 水深注记压盖、移位处理是否合理； 

11. 底质点注记是否合理； 

12. 海底三维地形图是否存在异常数据； 

13. 海底三维地形图是否存在明显系统性偏差； 

14. 与相邻水深图幅拼接情况； 

15. 与相邻地形图拼接情况； 

16. 与历史资料图幅拼接情况； 

17. 明礁、干出礁拼接情况； 

18. 滩涂拼接情况。 

技术总结 

1. 技术总结体例是否符合要求； 

2. 任务来源和要求； 

3. 工作量和任务完成情况； 

4. 主要完成人员及其职责分工； 

5. 平面、高程、深度及时间基准； 

6. 测量比例尺及测区折点坐标、示意图； 

7. 图幅坐标和示意图； 

8. 测量船、定位仪及多波束测深系统型号、照片和主要参数； 

9. 定位仪器检验情况； 

10. 测深仪检验情况； 

11. 各种辅助仪器检试情况； 

12. 上交资料清单； 

13. 文字表述是否规范； 

14. 存在问题与建议； 

15. 成果图件缩印图是否作为技术总结附录。 

资料上交 

1. 技术设计书； 

2. 换能器吃水资料及空间位置图表齐套性； 

3. 仪器检验资料齐套性； 

4. 声速剖面资料齐套性； 

5. 水位控制资料齐套性； 

6. 其他观测原始资料、内业过程资料及成果资料齐套性； 

7. 成果图件齐套性； 

8. 技术总结； 

9. 质量检查记录； 

10. 存储介质可读性； 

11. 电子与纸质资料内容一致性； 

12. 上交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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