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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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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国栋、虞继进、杨胜万、王少成、曲林、吴守来。 



CH/T XXXXX—XXXX 

1 

数字表面模型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表面模型(DSM)成果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检验工作流程、抽样程序、质量检

验、质量评定指标及质量评定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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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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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本要求 

3.1 检验内容 

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验内容见表 1。 

表 1  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和检查项 

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检查项 

空间参考系 

大地基准 坐标系统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 

地图投影 投影参数 

位置精度 高程精度 
高程中误差 

接边 

逻辑一致性 格式一致性 

数据归档 

数据格式 

数据文件 

文件命名 

时间精度 现势性 
原始资料 

成果数据 

格网/点云质量 格网/点云参数 

格网尺寸 

点云密度 

数据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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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质量元素 质量子元素 检查项 

 编辑质量 高程值 

附件质量 

元数据 
项错漏 

内容错漏 

附属文档 
完整性 

正确性 

3.2 两级检查一级验收 

3.2.1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验通过二级检查一级验收方式进行控制，依次通过测绘单位作业部门的

过程检查、测绘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的最终检查和生产委托方的验收。 

3.2.2 过程检查对批成果中的单位成果进行全数检查，不作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3.2.3 最终检查进行全数检查并评定单位成果质量等级，涉及野外检查项的可采用抽样检查（样本数量

确定按 GB/T 18316执行），样本以外的应实施内业全数检查。 

3.2.4 验收对批成果中的单位成果进行抽样检查并评定质量等级，同时以批成果合格判定条件判定批成

果质量等级。检验分详查和概查，对样本单位成果实施详查，根据需要对样本外单位成果的重要检查项

以及详查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实施概查。 

3.3 检验依据 

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验应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设计文件等。 

3.4 检验仪器 

检验所使用仪器应经计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3.5 检验记录 

检验过程应保留样本数据，并确保记录的完整。 

3.6 不合格批成果处理 

检验不合格的批成果退回处理，并重新提交检验。重新检验时，应重新抽样。 

4 检验工作流程 

数字表面模型检验工作流程包括检验前准备、抽样、成果质量检验、质量评定、报告编制和资料整

理。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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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验前应收集项目设计、相关技术文件及标准，核查上一级检查完成情况，明确检验内容及方    

法，准备所需仪器和软件； 

b) 依据GB/T 18316实施抽样； 

c) 对单位成果质量实施检验； 

d) 对单位成果进行质量评定，判定批成果质量； 

e) 按照相关规定编制检验报告； 

f) 汇总检验记录，整理检查数据和资料，按档案管理要求归档。 

5 抽样程序 

5.1 确定单位成果 

单位成果以幅、生产单元、行政区划单元等为单位划分。 

5.2 确定检验批和样本量 

当批成果中单位成果数量大于 GB/T 18316 规定时，应分为多个检验批。被检成果包含不同规格成

果时，应按不同规格成果分别组成检验批。批量和样本量的确定按 GB/T 18316 相关规定执行。 

5.3 抽样 

5.3.1 采用分层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批成果中抽取样本，即将批成果按不同作业单位、不同设备、

不同环境、不同困难类别、不同地形类别等因素分成不同的层。根据样本量，在各层内分别按各层在批

成果中所占比例确定各层中应抽取单位的单位成果数量，并使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样本。 

5.3.2样本应尽量分布均匀，并考虑单位成果接边、跨投影带等因素。 

5.3.3按样本量，从批成果中提取样本，并提取单位成果的下列资料： 

a) 设计及生产过程中的补充规定； 

b) 技术总结、检查报告及相应的检查记录； 

c) 仪器检定证书； 

d) 数据获取阶段的点云数据精度检查报告； 

e) 相关的参考数据、过程数据和文档资料等。 

6 质量检验 

6.1 检验方法及适用成果 

数字表面模型成果质量检验的质量元素、质量子元素、检查项、检验内容、检验方法及适用成果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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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方法及适用成果 

质量 

元素 

质量 

子元素 
检查项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适用成果 

空间 

参考系 

大地基准 坐标系统 检查坐标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类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 检查高程基准是否符合要求 

地图投影 投影参数 检查投影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位置 

精度 
高程精度 

高程中误差 
检查高程中误差 比对分析/

实地检测 

  格网类、 

点云类 统计粗差率 

接边 

检查同名格网高程值不符合要求的个数 

核查分析 

格网类 

检查接边处地形是否过渡自然、地物是否

保持真实，有无明显错位及变形 
点云类 

逻辑 

一致性 

格式 

一致性 

数据归档 检查数据存储组织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类 

数据格式 检查数据文件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数据文件 
检查数据文件是否缺失、多余、数据无法

读出 

文件命名 检查数据文件名称是否符合要求 

时间 

精度 
现势性 

原始资料 检查原始资料的现势性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类 成果数据 检查成果数据的现势性 

格网/点

云质量 

格网/点云 

参数 

格网尺寸 检查格网尺寸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密度 检查点云密度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分析 点云类 

数据覆盖 

范围 

检查格网或点云的起始坐标、结束坐标、

及单位成果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类 

编辑质量 高程值 

检查异常值、噪声点滤除是否符合要求、

静止水域是否置平、流动水域过渡是否合

理、无值区与海域赋值是否正确，地貌及

非地面附着物是否错位、变形等，地形、

地貌是否表达完整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类 

附件 

质量 

元数据 
项错漏 检查元数据项错漏个数及属性项定义 

核查分析 
  格网类、 

点云类 

内容错漏 检查元数据各项内容错漏个数 

附属文档 
完整性 检查单位成果附属资料的完整性 

正确性 检查单位成果附属资料的正确性 

6.2 空间参考系 

核查分析数据的平面坐标系统、高程基准、地图投影参数的正确性。 

6.3 位置精度 

6.3.1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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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分析已有的同精度或高精度资料，或实地检测统计数字表面模型成果的高程中误差，通过核查

分析进行接边检查。 

6.3.2高程中误差 

高程中误差检测按下列要求进行： 

a）检测点精度应不低于成果的高程精度。 

b）检测点按以下原则选择： 

1）样本单位成果检测点数量按 GB/T 24356 相关要求执行； 

2）检测点位置应分布均匀，其中应包含高程变化处的地表点、及非地表点（如人工建筑物高

程变化处），检测点位置不应选择在移动物体及对精度不作要求的特殊地物点位上。 

c）检测点主要用以下方法获取： 

1）野外实测：采用仪器设备采集检测点三维坐标； 

2）已有成果获取：利用高精度或同精度的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数字线划图等成果

获取检测点三维坐标； 

3）摄影测量法：摄影测量系统中利用加密成果恢复立体模型，在立体模型上采集检测点三维

坐标；或利用已有加密点或保密点的三维坐标。 

d）利用采集的检测点与成果中同名点进行比较，计算数字表面模型内插点高程中误差。 

e）精度统计按GB/T 24356要求执行。 

6.3.3接边 

核查分析以下内容： 

a）同名格网（格网类）高程值是否符合要求，并记录不符合要求的个数； 

b）接边处（点云类）地形是否过渡自然、地物是否保持真实，有无明显错位及变形。 

6.4 逻辑一致性 

核查分析数据文件存储、组织的符合性，数据文件格式、文件命名的正确性，数据文件有无缺失、

多余，数据是否可读。 

6.5 时间精度 

核查分析生产中使用的各种资料是否符合现势性要求，成果是否符合设计的现势性要求。 

6.6 格网/点云质量 

6.6.1格网尺寸 

核查分析格网尺寸的正确性。 

6.6.2点云密度 

核查分析点云密度是否符合要求。 

6.6.3数据覆盖范围 



CH/T XXXXX—XXXX 

6 

 

核查分析格网或点云的起止点坐标及图幅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6.6.4编辑质量 

核查分析数字表面模型成果的编辑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编辑质量从以下两方面实施检查： 

a）将数字表面模型成果及生成的晕渲或等值线，与立体模型、数字正射影像、数字线划图等资料

进行比对，检查是否存在高程异常值、静止水域处的高程值是否一致、合理，流动水域的高程

值是否自上而下平缓过渡、关系合理，无值区与海域赋值是否正确，地貌及非地面附着物表达

是否合理； 

b）采用断面图、构TIN等方式检查地形、地物有无错位、变形，地形、地貌是否表达完整。移动

物体等非地面附着物滤波的正确性、合理性。 

6.7 附件质量  

核查分析元数据文件的命名、格式正确性及各项内容填写的正确性；核查分析附属文档的正确性、

完整性。  

7 质量评定指标 

成果质量评定指标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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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质量评定指标 

质量

元素 

代

码 

质量 

子元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𝑠𝑖 

备注 

空间

参考

系 

01 

大地基准 坐标系统 检查坐标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𝑠 = 100 100  高程基准 高程基准 检查高程基准是否符合要求 

地图投影 投影参数 检查投影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位置

精度 
02 高程精度 

高程中误差 

检查高程中误差 m：检测中误差 
𝑚0：中误差限差，

按技术设计执行 
𝑚≤𝑚0 𝑠 = {

60 +
40

0.7×𝑚0

(𝑚0 − 𝑚): 𝑚 > 0.3𝑚0

100                                 ∶ 𝑚      0.3𝑚0

 

取𝑠的最小值 

以单位成果进行统计，困

难时可扩大统计范围 

统计粗差率 𝑟 = 𝑛/𝑁 × 100% 𝑟0=5% 𝑟≤𝑟0 𝑠 = 100 

𝑟为错误率, 𝑟0 为错误率

限值，以下同。𝑛为统计的

粗差点数，𝑁为单位成果

的检测点数 

接边 

检查同名格网高程值不符合要

求的个数 
𝑟 = 𝑛/𝑁 × 100% 𝑟0=0% 𝑟≤𝑟0 𝑠 = 100 

𝑛为统计的高程不符值个

数，𝑁为单位成果的有效

格网数；同名格网高程限

差按技术设计执行 

检查点云接边处地形是否过渡

自然，地物是否保持真实，是否

存在明显错位及变形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行 符合 s = [60，100] 

出现普遍性轻微接边不连

续现象且高程中误差符合

而又不影响使用时，根据

具体情况评定分数，分值

不得高于 90 分；未出现上

述情况时，分值为 10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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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质量

元素 

代

码 

质量 

子元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𝑠𝑖 

备注 

逻辑

一致

性 

03 格式一致性 

数据归档 检查数据存储组织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取 s 的最小值  

数据格式 检查数据文件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数据文件 
检查数据文件是否缺失、多余、无法

读取 

文件命名 检查数据文件名称是否符合要求 

时间

精度 
04 现势性 

原始资料 检查影像数据、原始资料的现势性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100  

成果数据 检查成果数据的现势性 

格网/

点云

质量 

05 

格网/点云 

参数 

格网尺寸 检查格网尺寸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取 s 的最小值 

 

点云密度 检查点云密度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数据范围 
检查格网/点云的起始坐标、结束坐

标或单位成果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编辑质量 高程值 

检查异常值、噪声点滤除是否符合要

求、静止水域是否置平、流动水域过

渡是否合理、无值区与海域赋值是否

正确，地貌及非地面附着物是否错

位、变形等，地形、地貌是否表达完

整。 

𝑟 = 𝑛/𝑁 × 100% 
 

𝑟0=1% 𝑟≤𝑟0 𝑠 = 60 + 40/𝑟0 × (𝑟0 − 𝑟) 

𝑟为错误率，𝑛为单位成果

错误面积或点数，𝑁为单

位成果有效面积或点数，

𝑟0为错误率限值 

 

 

 



CH/T XXXXX—XXXX 

9 

表3（续） 

质量

元素 

代

码 

质量 

子元素 
检查项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技术要求 

合格 

条件 
合格后计分方法 

质量元素 

分值 𝑠𝑖 

备注 

附件

质量 
06 

元数据 

项错漏 
检查元数据项错漏个数及属性项定

义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取 s 的最小值 

 

内容错漏 检查元数据各项内容错漏个数 𝑟 = 𝑛/𝑁 × 100% 𝑟0=5% 𝑟≤𝑟0 𝑠 = 60 + 40/𝑟0 × (𝑟0 − 𝑟) 

𝑛为统计的错漏项数，𝑁为

元数据项数。单位成果编

号错，质量元素为不合格 

附属文档 

完整性 检查单位成果附属资料的完整性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正确性 检查单位成果附属资料的正确性 符合/不符合 
按技术设计执

行 
符合 𝑠 = 100  

注 1：当检查结果为百分比数值时，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 

注 2：分值 Si指该质量元素的得分值，取小数点后 1 位，不四舍五入，取值范围为 60～100，i 为代码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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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评定 

8.1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 

单位成果质量评定通过单位成果质量分值评定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划分为优级品、良级品、合格品、

不合格品四级。详查评定四级质量等级。概查只评定合格品、不合格品两级。其工作内容如下： 

a) 根据质量检查的结果计算质量元素分值,方法见表3； 

b) 当质量元素的检查项出现检查结果不满足合格条件时，不计分，质量元素为不合格； 

c) 出现整体或普遍问题，以及明显大于技术要求的错误率限值时，不用统计错漏个数，不用计

算错误率和分值，质量元素为不合格； 

d) 根据质量元素分值，评定单位成果质量分值，见公式（1），附件质量可不参与公式（1）的

计算，根据公式（1）的结果，评定单位成果质量等级，见表4。 

S = min(S𝑖)(𝑖 = 1,2, ⋯ , 𝑛).……………………………(1) 

式中： 

S——单位成果质量得分； 

Si——第 i 个质量元素的得分值，见表 3； 

min——最小值； 

n——质量元素的总数。 

表 4单位成果质量评定等级 

质量得分 质量等级 

90分 ≤S≤100 分 优级品 

75分 ≤S<90 分 良级品 

60分 ≤S<75 分 合格品 

质量元素检查结果不满足规定的合格条件 

不合格品 位置精度检查中粗差比例大于 5% 

质量元素出现不合格 

8.2 批成果质量判定 

批成果质量判定通过合格判定条件（见表5）确定批成果的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划分为批合格、批

不合格两级。 

表 5批成果质量判定 

质量等级 判定条件 后续处理 

批合格 
样本中未发现不合格的单位成果，且概查时未发现不合格

的单位成果。 

测绘单位对验收中发现的各类质量问

题均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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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质量等级 判定条件 后续处理 

批不合格 

样本中发现不合格单位成果，或概查中发现不合格单位成

果，或不能提交批成果的技术性文档（如设计书、技术总

结、检查报告等）和资料性文档（如接合表、图幅清单等） 

测绘单位对批成果逐一查改合格后，重

新提交验收。 

9 报告编制 

委托检验报告的内容、格式按GB/T 18316相关规定执行。 

10 资料整理 

整理检验报告、检查原始记录、检测数据及样本资料等，按规定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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