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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海岸带变化急剧变化,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因而对海岸带监测可以为有关部门决策提
供翔实的基础数据。为保证海岸带监测测绘成果精准性,文中对其成果种类、检验内容、检验技术和质
量评定进行分析,为海岸带监测测绘成果检验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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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成果

3.1.1正射影像

检查内容包含有：空间参考系、逻辑一

依据相关部门管控需求和监测过程

依据GB/T183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

致性、采集精度、分类精度、属性精度、

工作步骤,海岸带开发利用变化监测测

检查与验收》规定,正射影像检查内容包

表征质量和完整性共7个方面。该成果检

绘成果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含有：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逻辑一

查方法以人工为主,辅以“地理国情监测

致性、时间精度、影像质量、附件质量

质量检验系统”进行排查。

(1)正射影像：优于1米正射影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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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成果；(2)监测数据集：地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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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6个方面质量元素。

(1)空间参考系、逻辑一致性两个质

和地理要素的更新,形成海岸带开发利

空间参考系：检查坐标系、高程基

量元素检查方法与正射影像一致。(2)

用变化监测数据集；(3)统计数据：地表

准、地图投影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该质

采集精度：检查图斑边界与正射影像套

覆盖和地理要素的更新变化数据、海陆

量元素检查方法可以与位置精度并行。

合是否超限,矢量接边检查图斑几何位

分界线变化、新增围填海等统计数据；

位置精度：检查影像纠正后的平面

置接边是否超限或错误；检查图斑上图

(4)专题图：地表覆盖、地理要素、新增

精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检查时一般套

标准是否符合要求。检查时套合正射影

围填海等数据的空间分布图。

用已有的影像,以幅为单位进行位置比

像底图逐一核对。(3)分类精度：检查与

2 检验工作流程

对,当位置精度超限时应现场采集同名

正射影像等资料比对检查图斑分类正确

检验工作流程包括：检验方案制定、

点进行核对。位置精度符合要求时说明

性,包括图斑分类错误、未按要求分到子

空间参考系也符合要求。

类,分类码为空、填写不规范、接边错误,

抽取各类成果样本、成果质量检验概查
与详查、质量评价、报告编制和资料整
理,如图1。

(1)逻辑一致性：检查数据文件组

遗漏、多余图斑等。(4)属性精度：检查

织、格式和名称是否符合要求,数据文件

成果与正射影像、基础性监测数据、行

是否缺失、多余、数据无法读出。该质

业专题资料等比对检查分类正确性,包

量元素检查方法要逐一对照设计要求。

括GC码与类型；检查属性值是否错漏,

(2)时间精度：检查影像原始资料和成果

包括属性不接边的错误。(5)表征质量：

数据的现势性使用是否符合要求。检查

检查要素几何型线、面表达是否错误；

时核对影像属性信息。(3)影像质量：应

检查要素几何图形是否异常。检查要素

重点检查影像分辨率、范围、色彩模式、

取舍是否错误,包括图形概况错误,要素

色调色彩处理、噪声是否符合要求。该

关系错误。(6)完整性：检查要素是否多

质量元素采用目视人工检查方法。(4)

余,包括非本层要素即要素放错层；检查

附件质量: 查处附件文件内容的真实性

要素遗漏。

和完整性是否符合要求。该质量元素采
用人工逐一核对检查方法。
图1 检验工作流程

3 成果检验
3.1检验内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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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统计分析数据
统计分析数据又叫监测报告,依据

3.1.2监测数据集

GB/T183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

依据GB/T183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

收》规定,统计分析数据质量元素检查内

检查与验收》规定,监测数据集质量元素

容包含有：计算结果正确性、图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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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正确性、附件质量共3个方面。该成

求又要能客观的反映成果质量。按照

性精度、表征质量和完整性的更新结

果检查方法采用人工核查或重新核算。

GB/T183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

果进行自动检查,找出疑似问题而后

(1)计算结果正确性：统计分析计算

收》规定：单位成果可以以“幅”为单

逐一人工排查。

是否正确。(2)图表成果表达正确性：图

位,也可以“区域”为单位。因案例项目

4.3存在问题

表成果是否完整、表示是否规范。(3)

为带状形状,涉及1:10000图幅量多,且

附件质量：统计分析报告是否完整,内容
描述与图表成果是否一致。
3.1.4专题图
依据GB/T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
与验收》规定,专题图质量元素检查内容
包含有：数据完整性与正确性、地图内
容适用性、地图表示的科学性、地图精
度、图面配置质量、附件质量共6个方面。

大多数为破幅(不满幅),如果以“幅”为
单位进行抽样,N值太小(r =

n
×100
N

﹪、r

为错误率、n为错误个数、N为检查要素
总数或面积)易造成单位成果不合格误
判现象,同时质量评定数量幅数多、统计
工作量大。如果以“区域”为单位进行
抽样,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但以“区

案例中海岸监测测绘成果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主要质量问题有：
(1)正射影像成果：2015、2018年镶
嵌线存在面重叠和面空隙现象。(2)海岸
带矢量监测数据集：个别监测数据层的
字段属性值存在漏填或填写错误,多个
监测数据层存在不同程度的点重叠、线
重叠等现象,部分海陆分界线的类型属
性填写不合理,部分地表覆盖类型不受

域”为单位进行抽样,应综合考虑区域的

影像支持或分类错误,部分地表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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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3)地图表示的科学性：检查各

4.2检验方式

数据：个别统计数值填写不准确,个别统

种注记的合理性、易读性,分类及分级的

海岸带开发利用变化监测测绘成果

计表格表头错误,个别图内容与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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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语句意思表达不够到位,地类颜色设

面配置、图例、图廓等是否合理、规范、

记录归类所属质量元素,然后据其数量

置不美观。

正确。(6)附件质量:检查技术总结和检

或面积占比按照规范进行计算评分。影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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