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质量

检验指引(征求意见稿)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 月 日



1

目 录
1 总 则.......................................................................................................... 2
2 术语和定义................................................................................................ 3
3 基本规定.................................................................................................... 4

3.1 检验依据..........................................................................................4
3.2 数学精度检测..................................................................................4
3.3 质量等级..........................................................................................5
3.4 记录及报告......................................................................................5
3.5 质量问题处理..................................................................................5
3.6 异议的处理......................................................................................5
3.7 成果的提交使用..............................................................................6

4 成果质量评定............................................................................................ 7
4.1 质量表征..........................................................................................7
4.2 成果内容..........................................................................................7
4.3 质量检验方式..................................................................................7
4.4 质量评定原则..................................................................................8

5 质量评分细则............................................................................................ 9
5.1 面积测算质量..................................................................................9
5.2 基础地形数据质量........................................................................10
5.3 隐蔽工程（市政工程地下管线）质量....................................... 12
5.4 交通类工程（道路、桥梁、隧道）质量................................... 13
5.5 资料质量........................................................................................14
5.6 数据库质量....................................................................................15

附件.............................................................................................................. 16



2

1 总 则

1.为加强珠海市联合测绘成果管理，保证成果质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广东省测绘条例》《测绘资质分级标准》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数字测绘成果

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房产测量规范》《建筑

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3-2013）《不动产权籍调查技

术方案（试行）（2015年）》《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规

则》《珠海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及补充规定》《珠海市工

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技术规程（试行）》等法规与技术标准，结

合珠海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2.在珠海市从事联合测绘活动及其成果应符合测绘法律法

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规范、珠海市联合测绘政策规定及技术标

准的要求。测绘单位对其实施的测绘成果质量负责。

3.本指引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联合测绘质量控制、质量监督

检验、审核评定的方法和要求，规定了联合测绘成果（规划条件

核实测量、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量、不动产测绘）的检验内容、

检验项以及错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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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引。

1.检验项

联合测绘成果的检验内容。说明质量的最小单位，质量检验

和评定的最小实施对象。

2.形式审核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受理后，由质检人员对测绘单位资质、

作业人员、生产仪器设备、项目合同、联合测绘成果格式、资料

完整性、规范性进行的初步审核。

3.实质审核

联合测绘成果通过形式审核后，后续所进行的全面成果质量

审核。

4.错漏

检验项的审核结果与要求存在的差异。

（注：根据差异的程度，将其分为严重错漏与一般错漏两类。

严重错漏：极重要检验项的错漏，或检验项的极严重错漏，出现

此类错误，成果直接判定为不合格；一般错漏：一般检验项的错

漏，或检验项的一般错漏，每项错漏依据其重要程度，执行不同

的扣分标准。）

5.同精度检测

检测的技术要求与生产的技术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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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联合测绘质检机构依据本检验指引对联合测绘单位资质、人

员、仪器设备及成果的数学精度、数据标准、现场一致性、内部

图表一致性等内容进行核验。

3.1 检验依据

联合测绘有关的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计

书、测绘任务书、合同书等。

3.2 数学精度检测

1.平面位置精度检测、高程精度检测、边长精度检测及相对

位置精度检测，检测点（边）应分布均匀、位置明显。检测点（边）

数量视项目规模大小、地物复杂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抽检数量

一般为10～50个。

2.在允许中误差2倍以内（含2倍）的误差值均应参与数学精

度统计，超过允许中误差2倍的误差视为粗差。同精度检测时，在

允许中误差2 倍以内（含2 倍）的误差值均应参与数学精度统

计，超过允许中误差2 倍的误差视为粗差。

3.检测点（边）数量少于20时，以误差的算术平均值代替中

误差；大于20时，按中误差统计。

4.同精度检测时，中误差计算按式（1）执行：

（1）

式中：

—成果中误差；

—检测点（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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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

3.3 质量等级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采用扣分制，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评定等

级，等级评定标准按表1执行。质检机构根据联合测绘成果质量检

验情况核定成果最终质量等级。

表 1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 S（分）

合格 60≤S＜100

不合格 S＜60

3.4 记录及报告

联合测绘质检机构在质量检验完成后，根据检验记录表编制

《珠海市联合测绘项目质量检验报告》，报告模板详见附件。检验

报告包括测绘单位基本信息、检验工作概况、项目质量综述、检

验结论等。检验报告编制应及时、完整、规范、清晰，签发后禁

止更改、增删，检验报告扫描件同时上传到“珠海市联合测绘网

上服务”网站。

3.5 质量问题处理

质检机构检验中发现的错漏情况，应及时告知测绘单位。测

绘单位要对检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内部检查合格后再送质

检机构检验。其中外业抽检发现成果与现场不一致的再次送检时

重新抽样外检。检验报告中记录的质量错漏测绘单位无异议的，

再次送检时发现整改不到位的，取消错漏扣分上限限制。

3.6 异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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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对检验报告内容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10个工作日内书面

向检验单位提出，否则视为无异议。

3.7 成果的提交使用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检验中发现的错漏经测绘单位修改完成后

方可提供建设单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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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质量评定

4.1 质量表征

联合测绘成果的质量水平以百分制表征。

4.2 成果内容

联合测绘成果包括工程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人

防工程竣工验收测量成果、不动产测绘成果。测绘单位按照《珠

海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技术规程（试行）》规定，组织提交

送审成果。

4.3 质量检验方式

珠海市联合测绘质量检验内容包括：

1.形式审核

形式审核内容包括：

（1）提交质检机构审核的项目材料与《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审核业务申请表》填写内容的符合性；

（2）联合测绘单位资质审核：具有自然资源部门颁发的《测

绘资质证书》、按照《测绘资质分级标准》中的作业限额承接联

合测绘业务。

（3）联合测绘作业人员审核：核实项目作业人员与入驻报备

情况的符合性，包括核查身份的真实有效性、作业人员职称证书、

社保材料、参与作业情况的真实有效性等。

（4）联合测绘仪器设备审核：项目实施使用的仪器设备与报

备情况的符合性；项目实施过程中接入珠海BDCORS系统的设备型

号、使用位置信息与实际情况符合性；项目使用仪器设备的检定

和精度指标情况以及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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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合测绘合同检验：联合测绘单位是否与建设单位签订

作业合同、是否在联合测绘网上服务平台进行合同报备。

（6）成果审核：审核联合测绘成果格式、资料完整性、规范

性（含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数据表6个、不动产测绘成果数据表11个

填写是否符合《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技术规程》要求）。

联合测绘成果形式审核不通过的，质检机构不再进行成果质

量的实质审核，做退件处理。

2.实质审核

对联合测绘成果的数学精度、数据标准、现场一致性、成果

图表一致性、报告与电子成果一致性等内容进行审核。

4.4 质量评定原则

1．联合测绘成果质量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判定为不合格：

（1）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或作业限额从事联合测绘活动；

（2）在联合测绘活动中弄虚作假，伪造成果；

（3）生产使用仪器设备未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生产使用仪器

设备精度指标低于项目技术设计要求；

（4）联合测绘成果平面位置精度检测、高程、边长精度检测

及相对位置精度检测，任一项粗差比例超过5%；

（5）成果中出现严重错漏；

（6）成果的质量评分小于60分。

2.本指引中未列之错漏情况，参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

收》（GB/T24356-2009）有关错漏分类标准进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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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评分细则

5.1 面积测算质量

1.观测质量

观测质量检验内容包括面积测量方法的规范性、正确性；测

量记录的规范性、正确性。

严重错漏：

（1）未进行实地测量或无原始记录；

（2）面积测算未绘制测量草图；

（3）面积测算草图绘制与现状严重不符；

（4）采集数据不完整（边长和墙体厚度），根据所测数据不能

计算所需面积；

（5）测量建筑物总层数错误、建筑高度错误、层高中误差超

限。

一般错漏：

（1）存在建筑外围测量方法不正确问题，每处扣3分；

（2）内部边长和墙体厚度测量精度超限，每处扣1分；

（3）测量草图与现状细节不符，每处扣1分；

（4）地面车位位置、尺寸、数量错漏，每处扣1分；

（5）地下停车位数量、地下室车行出入口数量、位置错漏，

每处扣1分；

（6）人防工程地下室定位、净高、地下室车行出入口地坪高

程测量错漏的，每处扣1分。

2.计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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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质量检验内容如下：

（1）面积计算的技术依据的正确性；

（2）建筑边长测量数据处理、非实测数据采用的正确性、合

理性；

（3）面积计算规定执行正确性；

（4）分类面积数据计算的完整性、正确性。

严重错漏：

（1）面积计算技术依据采用不正确；

（2）面积计算未采用实测数据或仅部分采用;

（3）漏测算建筑面积。

一般错漏：

（1）计算全部面积、计算一半面积和不计算面积等规则执行

错误，每处扣10分;

（2）规划功能分类面积判定错误，每处扣3分；

（3）不动产单元划定、功能区判定错误，每处扣3分；

（4）人防和非人防分类面积判定错误，每处扣3分；

（5）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计算错误，每处扣10分；

（6）绿地面积计算错误，每项目扣4分；

（7）总建筑面积、总计容面积、总基底面积、用地面积错误，

每项扣4分；

（8）相同户型的房屋因绘图不规范，面积不一致的，每处扣2

分。

5.2 基础地形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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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包括规划条件核实平面勘测图、宗地（海）图、人防

工程竣工验收平面勘测图。

1.数学基础

严重错漏：

（1）坐标系统采用错误。

2.控制测量

严重错漏：

（1）平面或高程起算点使用错误；

（2）控制测量中误差超限；

（3）项目缺控制测量或控制测量施测方法不符合规范要求。

3.平面、高程、边长及相对位置检测

严重错漏：

（1）按3.2节规定对数学精度进行检验，验测点平面位置、高

程、边长及相对位置精度检测，任一项粗差比例超过5%；

（2）界址点、界址边中误差超限；

（3）地物、地貌表示严重失真，达到测图范围面积30%以上。

一般错漏：

（1）房角点、房屋边长精度超限，每处扣2分；其余特征点检

测平面、高程中误差超限，每处扣1分。

（2）相邻建筑物（或界址点）之间边长（或间距）的精度超

限，每处扣1分；

（3）数据格式错误或无法读取的，按项目扣5分。

（4）基础地形图一般注记错漏、压盖或不符合规范要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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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扣1分；

（5）地形地物存在错漏、变化的地形地物未更新的，每处扣1

分；

（6）重要地物、地貌符号用错，每处扣1分；

（7）主要地物、地貌不接边，每处扣1分；

（8）主要地物取舍不合理，每处扣1分；

（9）建（构）筑物的表示不全或漏测，需计算建筑面积、基

底面积的每处扣4分；不需计算建筑面积、基底面积的每处扣2分；

（10）宗地图文件中边长标注、图面附注面积计算、墙属关系

等发生错误，每处扣2分；

（11）规划条件核实平面勘测图、宗地（海）图、人防工程竣

工验收平面勘测图未按照《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技术规

程（试行）》表示专题要素（建筑首层外围轮廓线、室内外地坪

标高、建筑物间距、用地红线等要素），每处扣 1 分。

当基础地形数据成果一般错漏较多时，各项扣分累计不大于

10分。

5.3 隐蔽工程（市政工程地下管线）质量

检验项为管线探测、隐蔽工程管线成果报告、勘测图。

严重错漏：

（1）隐蔽管线点探测平面位置、高程中误差、埋深中误差超

限；

（2）明显管线点验测平面、高程中误差超限；

（3）主管线漏探、漏测1条，支管线漏探、漏测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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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错漏：

（1）管线勘测图中地形地物存在错漏的、变化的地形地物未

更新的，每处扣1分，每个项目最多扣4分；管线相对位置失真每

处扣1分，每个项目最多扣6分；

（2）管线勘测图中管线类别图面注记与实地不一致、注记信

息错漏，每处扣2分；

（3）支管线漏探、漏测，每条扣14分；如果同一管沟（廊）

内存在多种管线，每遗漏1种扣14分；

（4）地下管线管径、材质、电缆孔数、流向等属性调查存在

错漏，每类错误扣1分；

（5）管线未按规范的要求进行标注，每类管线扣1分；

（6）管线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验测点平面、高程许可值填

写错漏、较差值计算错误、里程值错漏、材质错漏、敷设年月错

漏、产权或管理单位错漏等，每处扣1分；成果表中的属性信息与

勘测图中注记的内容不一致的，每处扣0.5分；

（7）管线探查中走向不明或者根据现状无法探查的管线，在

成果报告和勘测图中未加以说明的，每处扣1分。

5.4 交通类工程（道路、桥梁、隧道）质量

检验项为交通类工程成果报告、勘测图。

严重错漏：

（1）验测点平面、高程中误差超限；

（2）交通类工程高度、长度、宽度中误差超限。

一般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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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类工程勘测图中地形地物存在错漏的、变化的地形

地物未更新的，每处扣1分，每个项目扣分不大于4分；交通类工

程相对位置失真每处扣1分，每个项目扣分不大于6分；

（2）交通类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报告验测点平面、高程许

可值填写错漏、较差值计算错误、里程值错漏、道路宽度填写错

漏、材质错漏、敷设年月错漏、产权或管理单位错漏等，每处扣 1

分；成果表中的属性值与勘测图中注记的内容不一致的，每处扣

0.5 分；

5.5 资料质量

严重错漏：

（1）测量重要要件（如：报建批准图纸、设计变更图纸、派

出所核定的门派资料等）收集错漏；

（2）主要图件（如：规划条件核实层套区平面勘测图、不动

产测绘房产分层、分户图、宗地图等）缺失或不全；

（3）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成果报告无注册测绘师签字。

一般错漏：

（1）成果报告中关键文字叙述明显错漏，每处扣2分；

（2）成果报告中关键高度值、高程值、面积值、坐标等填写

错漏，每处扣2分；

（3）成果报告中图形与表格数据不一致，每处扣2分；

（4）成果报告中照片缺失或照片与现场不符，每处扣2分；

（5）成果记录册中图件一般注记错漏或压盖，每处扣1分；

（6）坐落、宗地代码、自然幢号、逻辑幢号、单元号、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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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填写错误的，每处扣1分；

（7）房屋结构、尺寸、层数错漏，每处扣1分；

（8）图面要素不清晰、偏移等错误、每处扣1分；

（9）图面计算说明错漏，每处扣1分；

（10）房屋分层、分户图错误、内容不全，每处扣1分；

（11）规划条件核实层套区平面图中现状与规划许可条件不符

的记录项缺失，每缺失1处扣2分；

（12）勘测图打印颜色、比例尺设置、字体等不符合规范要求，

每个项目扣2分；成果图件整饰、装订不规范，扣1分；

（13）按项目提供二级检查记录并手写签名，未提交记录扣1

分，未手写签名的扣0.5分；

（14）成果报告中检查员、审核员签名与联合测绘系统录入人

员名单不一致或签名盖章缺失，每处扣1分；

（15）质检报告、技术总结相关责任人员未手写签名或未盖单

位印章，每处扣1分。

联合测绘项目成果资料质量错漏较多，单项成果资料（规划

条件核实测量、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量、不动产测绘三项成果中

任意一种）扣分不大于10分。

5.6 数据库质量

检验项为联合测绘成果中的勘测图、规划条件核实成果数据

表、不动产测绘成果数据表。

严重错漏：

提交的入库数据与纸质报告或图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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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错漏：

（1）提交的入库清单内容不全或错误扣2分；纸质清单与系统

提交资料不一致的扣2分；

（2）入库数据文件各类属性信息不符合数据库入库要求（图

形分层错误、编码错误、面状地物不闭合、无属性信息等），每处

扣1分；

（3）入库数据在入库过程中发现数学精度、数据结构属性、

图面接边、空间逻辑等错漏，每处扣2分；

（4）数据完成入库后，使用过程中发现成果质量问题，每个

项目扣3分。对于发现的质量问题，测绘单位应积极配合整改，1

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完成整改的，加扣10分；超过3个月整改的，

加扣20分；不配合更整改的，加扣50分。

当数据库质量（1）至（2）项错漏较多，同一项目扣分不大

于10分。

附件

《珠海市联合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报告》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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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珠海市联合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报告》模板

珠海市联合测绘成果

质量检验报告
珠测验（2021）第***号

项目名称：

生产单位：

检验内容：

检验单位：

2021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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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珠海市测绘院受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开展本市联合测绘成

果质量检验并编制本报告。

2、本报告一式三份，一份留存珠海市测绘院，其余两份随检验成

果资料返回建设项目测绘单位。

3、本报告无检验单位公章及骑缝章无效。

4、本报告复印件未加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5、本报告无项目负责、编制、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6、报告涂改无效。

7、若对检验报告内容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 10 个工作日内向检

验单位提出，否则视为无异议。

8、送样委托检验，检验报告仅对来样负责。

联 系 方 式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白莲路 12 号

邮 编：519015

电 话：0756-3363211

传 真：0756-336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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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成果

名称

生产

单位

生产

日期

检验

单位

检验

时间

检验

人员

检验

仪器

技术

依据

检验依据：

1、《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质量检验指引》（试行）；

2、《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3、《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作业依据：

1、《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技术规程（试行）》

2、《珠海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与项目相适应的版本）

3、《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4、《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5、《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 1:500、1:1000、1:2000 地图

图式》（GB/T20257.1-2017）；

6、《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 73-2019）；

7、《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1-2000）；

8、《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0、《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2015 年）；

11、《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2005）；

12、《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 61）;

13、《关于进一步规范珠海市人防工程测绘工作的通知》（珠人防

[2012]11 号）等有关技术标准。

检验

内容 （1）测绘资质检验；（2）测绘成果检验。

检验

结论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合格。

项目负责： 编制： 审核：

批 准：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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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1、项目名称：

2、检验内容：

3、测绘单位：

4、检验单位：

5、检验日期：

二、测绘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性质：

2、单位地址：

3、单位资质证书编号：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测区位置： （2）坐标系统：

（3）高程系统： （4）基本等高距：

（5）勘测图成图比例尺： （6）图幅规格：

2、项目组成情况：

3、生产日期：

4、作业设备：

5、软件系统：

四、检验工作概况

1、检验方案

对联合测绘成果生产单位资质有效性审查；对联合测绘成果

的现场一致性、真实性、数学精度、计算标准、数据格式、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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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正确性及完整性等进行全要素内业检验，外业采用抽样

检验方式进行。

2、检验内容

（1）测绘资质检验内容

《测绘资质证书》及其作业限额、人员、仪器设备真实性及

一致性。

（2）测绘成果检验内容

○1 基础地形数据质量；

○2 规划条件核实测绘、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量、不动产测量

建筑物测算质量；

○3 资料质量等。

3、检验仪器及方法

（1）检验仪器

（2）外业检验方法

○1 采用 GPS 接收机、全站仪抽样检验图根点数学精度；

○2 采用全站仪抽样检验地形图平面、高程精度；

○3 采用外业巡查方式抽样检验现场一致性质量；

○4 采用外业巡查方式抽样检验勘测图地理精度；

○5 采用测距仪抽样检验建筑物图元尺寸、层高。

（3）内业检验方法

○1 审查项目的文字报告包括技术设计书、检查报告、仪器鉴

定资料等。

○2 检验基础地形数据、建筑物测算及资料质量等。

4、检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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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验地点：

6、外业抽样检验内容：

7、内业检验内容：

（1）成果报告资料

○1《珠海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绘记录册》（建筑工程）；

○2 《珠海市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测量记录册》；

○3 《珠海市不动产测量报告》；

○4 《珠海市不动产权籍调查报告》。

（2）其他资料清单：技术设计书、检查报告、仪器鉴定资料、

观测原始记录、控制点成果表等。

五、项目质量综述

1、测绘资质

《测绘资质证书》及人员、仪器设备真实；本检验项目符合该

生产单位测绘资格证书核定的业务范围、作业限额规定。

2、测绘成果质量

（1）提交资料齐全，装订完整；

（2）提交的项目测绘仪器鉴定证书齐全有效；

（3）GNSS-RTK 图根控制点位选取合理，精度符合规范要求；

（4）高度指标核对正确，立面图及房屋照片与现场相符；

3、存在的问题：

序号 质量错漏 错漏类别 扣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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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项目得分

六、检查结论

项目名称：

检验内容：

成果质量等级：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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