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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城市建设规模明显扩大。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测绘工
作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基于此,本文针对内业测绘成
图的要点和技巧进行分析,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深入了解内业测绘的具体作业内容。希望可以本文的研究,
可以为同行业工作者提供科学参考,从而推动我国测绘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内业测绘；成图要点；技巧分析
中图分类号：P20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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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补测的关键途径。一般情况下,
高程较差应该控制在基本等高距的20%
以下,取其平均值。
1.4编绘
作业人员在绘制地形图时,需要准
备详细地测绘资料,而且测绘精度要始
终满足规范要求图形文件、图纸以及数
据文件等是地形图绘制内容的重点。同
时,在绘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专业图和
实测图的参数信息,考虑到测绘地点的
地形特征,尽可能地满足专业需求。最后,
作业人员要将原有资料的数据格式进行
转化,全部转为统一格式。在完成编绘工
作后,需对编绘工作进行检查,检查内容
为图的数学基础、接边情况、地形要素
内容等。
1.5内业初步成果检查
其一,高程点。对于同一水稻田而言,
其标高必须要保障高度完全统一；不同
类型的场地范围线内大部分都为一个平
面,而且高差也比较小,相比之下,道路

图 1 韩城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范围北区图示

两边高程要低于道路中间高程,这样也
能够为后续的排水工程提供便利条件。
其二,建筑。对于大部分得的建筑而言,
外形都是较为对称的,例如宿舍、厂房等,
在内业初步成果检查期间,根据建筑的
特殊点来确定相对应的对称点,在此基
础上完成尺寸的检查工作。其三,建筑物
附属物。像是门廊或者台阶等建筑物而
言,要始终与建筑物外墙轴线保持垂直
状态。

2 案例分析
因为航空测量属于数字化内业测量
的一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本文选
择该测量方式为案例分析对象,从而分
析出数字化内业测绘的技术要点和成图
技巧。
2.1工程概述
本次项目名称为韩城市经济开发区
总体规划北区范围内1:2000地形图测绘
工程。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到业主
的委托,对该地区开展基础控制点测设
和地形图航测工作。韩城市辖2个街道和
10个乡镇。该地形图成图面积约为110
平方公里。本次成图为北部分55平方公
里。如图1所示,为韩城经济开发区总体

图 2 项目作业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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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范围北区图示。

3.2地形图编辑

2.2作业流程
如图所示,为本次工程的具体作业
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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