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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为加强佛山市联合测绘成果质量管理，保证数据成果的

质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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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316-2008）《佛山

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综合测量技术规程（试行）》《佛山市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综合测量成果指标技术审核规程（试行）》等

技术标准与规定，结合佛山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1.2 联合测绘是将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规划条件核实

测量、人防工程竣工测量、不动产测绘合并为一个综合性联合

测绘项目，由建设单位委托一家具备相应测绘资质的测绘服务

机构进行的测绘活动。 

1.3 本指引适用于联合测绘成果质量检查验收与质量评定的

方法和要求，规定了联合测绘成果（规划条件核实测量、人防

工程竣工测量、不动产测绘）所具有的检查内容、检查项以及

错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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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引。 

2.1 检查项（test entry） 

联合测绘成果的检查内容。说明质量的最小单位，质量检

查和评定的最小实施对象。 

2.2 详查（all entry inspection） 

对单位成果的质量要求的全部检查项进行的检查。 

2.3 概查（some entry inspection） 

对单位成果质量要求中的部分检查项进行的检查。 

（注：部分检查项一般指重要的、特别关注的质量要求或

指标，或系统性的偏差、错误。） 

2.4 错漏（fault） 

检查项的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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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重要检查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极严重错漏，

出现此类错误，成果直接判定为不合格；一般错漏：一般检查

项的错漏，或检查项的一般错漏，每项错漏依据其重要程度，

存在不同的扣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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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本规定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机构依据本审核指引对联合测绘成果的

数学精度、数据标准、现场一致性、内部图表一致性等问题进

行检查。 

3.1 数据精度检测 

1）平面位置精度检测、高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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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等具体情况确定，数量范

围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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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倍以内（含 2√2 倍）的误差值均应

参与数学精度统计，超过允许中误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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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检测时，中误差计算按公式 1 执行。 

M = ±√
∑ ∆i

2n
i=1

2n
……公式 1 

式中：M 为成果中误差 

             n 检测点（边）总数 

∆i为较差 

3.2 质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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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测绘成果质量采用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个评定等

级。各自然资源分局测绘成果质量检查机构对成果质量进行初

步评定，市国土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对检查结果进行核定后确定

成果质量最终等级并反馈至建设单位、测绘服务机构。 

3.3 记录及报告 

1）检查记录包括质量问题及其处理记录、质量统计记录等。

记录填写应及时、完整、规范、清晰，检查人员和复核人员签

名后的记录禁止更改、增删。 

2）测绘成果质量检查机构在检查完成后，应填写检查记录

表（附件），检查记录表随联合测绘成果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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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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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评定内容 

联合测绘成果报告分为以下两类： 

（1）《佛山市建设工程联合测绘成果报告（规划条件核实

测量、不动产测绘）》（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2）《佛山市建设工程联合测绘成果报告（人防工程竣工

测量）》。 

两项测绘成果报告及电子数据成果应分别进行质量评定，

其检查项、错漏分类及扣分细则按第五章执行。 

4.3 质量评定原则 

（1）当联合测绘成果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即判定为不合

格： 

1）测绘成果中出现严重错漏； 

2）测绘成果平面位置精度检测、高程精度检测及相对位置

精度检测，任一项粗差比例超过 5%； 

3）测绘成果的质量评分小于 60 分。 

（2）联合测绘成果的检查执行一次性告知，即无论成果质量

何时被判定为不合格，都应将全部错漏情况向测绘服务机构告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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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检查后对联合测绘成果进行质量评分，其质量等级评定标

准如下表所示：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质量等级 质量得分 S（分） 

优 S≥90 

良 75≤S＜90 

合格 60≤S＜75 

不合格 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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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质量评分细则 

5.1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不动产测绘（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成果检查内容包括： 

（1）基础地形数据质量； 

（2）建（构）筑物测算质量； 

（3）隐蔽工程（市政工程地下管线）质量； 

（4）成果资料质量。 

5.1.1 基础地形数据质量 

检查对象包括平面位置关系图、地形图、绿化图、宗地图。 

5.1.1.1 数学精度 

5.1.1.1.1 数学基础 

严重错漏： 

（1）平面坐标系统非佛山市 2000 坐标系，高程系统非

1985 国家高程系统； 

（2）平面或高程起算点使用错误； 

（3）图根控制测量精度中误差超限。 

5.1.1.1.2 平面、高程及相对精度 

严重错漏： 

按 3.2 节规定对数学精度进行检查，测绘成果平面位置精度

检测、高程精度检测及相对位置精度检测，任一项粗差比例超

过 5%。 

一般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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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物点（边）精度超限的，每处扣 2 分； 

（2）相邻建筑物之间间距的精度超限的，每处扣 2 分； 

（3）地形图中其它地物点（边）精度超限的，每处扣 2 分。 

5.1.1.2 数据组织正确性 

严重错漏： 

（1）缺少规定要求提交的数据文件； 

（2）数据格式错误； 

（3）数据无法读取打开。 

5.1.1.3 图面整饰质量 

严重错漏： 

（1）一般注记普遍错漏达到 20%以上； 

（2）漏绘重要建（构）筑物； 

（3）地物、地貌表示严重失真。 

（4）权属与界址点注记错误； 

（5）宗地内需计算面积的建筑物的严重错漏。 

一般错漏： 

（1）一般注记错漏或压盖，每处扣 1 分，最多扣 8 分； 

（2）地形地物存在错漏、变化的地形地物未更新的，每处

扣 2 分； 

（3）重要地物、地貌符号用错，每处扣 1 分； 

（4）主要地物、地貌不接边，每处扣 1 分； 

（5）主要地物、地貌明显的取舍不合理，每处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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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数据标准质量 

一般错漏： 

为满足数据入库需要，数据质量监理软件检查的错误，每

处扣 1 分。 

5.1.2 建（构）筑物测算质量 

5.1.2.1 观测质量 

观测质量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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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绘制测量草图或测量草图绘制与现状严重不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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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测量建筑物总层数错误。 

一般错漏： 

（1）存在建筑外围测量方法不正确问题，按项目扣 5 分； 

（2）内部边长和墙体厚度测量精度超限，每处扣 2 分； 

（3）测量草图与现状细节不符，每处扣 2 分； 

（4）层高（高度）测量错误的，每处扣 2 分； 

（5）车位位置错漏，每处扣 2 分，车位尺寸测量错误，每

处扣 2 分。 

5.1.2.2 计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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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质量检查内容如下： 

（1）面积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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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性。 

严重错漏： 

（1）面积计算技术依据采用不正确； 

（2）计算未采用实测数据或仅部分采用。 

一般错漏： 

（1）存在建筑结构计算全部面积、计算一半面积和不计算

面积规则执行错误，每处扣 10 分。 

（2）存在建筑结构的规划功能区判定错误，每处扣 5 分； 

（3）存在建筑结构的房产功能区判定错误，每处扣 5 分； 

（4）用地分摊面积、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计算错误的，每

处扣 2 分； 

（5）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系数取位不正确，每处扣 1 分。 

5.1.2.3 图面整饰质量 

严重错漏： 

（1）一般注记普遍错漏达到 20%以上； 

（2）房屋结构尺寸错漏达到 20%以上。 

一般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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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注记错漏或压盖，每处扣 1 分，最多扣 8 分； 

（2）用地面积、建筑面积、计容面积、建筑物层数、宗地

代码、自然幢号、逻辑幢号、分摊面积、户号等信息填写错误

的，每处扣 2 分； 

（3）房屋结构尺寸错漏，每处扣 1 分； 

（4）图面要素不清晰、偏移等错误、每处扣 1 分； 

（5）图面计算说明错漏，每处扣 1 分。 

5.1.3 隐蔽工程（市政工程地下管线）质量 

检查内容为管线探测、隐蔽工程管线图及数据库。 

严重错漏： 

（1）明显、隐蔽管线点探测平面位置中误差、高程中误差

埋深探测中误差超限； 

（2）管线点测量平面中误差、高程中误差超限； 

（3）主干管线漏探、漏测 1 条，次要管线漏探、漏测 2 条，

附属设施漏查率达 5%； 

（4）管线数据库数据错漏严重，错漏率达 5%，管线点线

库严重不一致或管线图和管线数据库严重不一致。 

一般错漏： 

（1）明显、隐蔽管线点的埋深误差、高程误差及平面位置

超限，每处扣 1 分； 

（2）地下管线漏探、漏测，每类管线扣 5 分，每个管线点

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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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线图、管线数据库中点线错漏，每处扣 1 分；管线

图与管线数据库中不一致，每处扣 1 分； 

（4）地下管线管径、断面、材质、孔数、流向等错漏、每

处扣 1 分； 

（5）预留口等特征点出现错漏，每处 1 分； 

（6）地下管线点图面标注与实地管线类别不一致，每处扣

1 分； 

（7）管线图注记信息错漏或压盖，每处扣 1 分，最多扣 8

分。 

5.1.4 成果资料质量 

严重错漏： 

（1）测量重要要件收集错漏； 

（2）成果报告严重不符合规定的格式与样式； 

（3）主要图表数据缺漏； 

（4）重要面积统计数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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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报告中图形、表格数据不一致，每处扣 2 分； 

（3）面积、高度数据表、坐标、面积数据图表内容及指标

统计有误，每处扣 2 分。 

5.2  人防工程竣工测量 

人防工程竣工测量成果检查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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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防建筑测算质量； 

（2）成果资料质量。 

5.2.1 人防建筑测算质量 

检查内容包括人防工程剖（立）面图、人防工程功能分区

及面积计算图及人防工程总平面图。 

严重错漏： 

（1）未进行实地测量或无原始记录； 

（2）界址点坐标精度严重超限； 

（2）未绘制测量草图或测量草图绘制与现状严重不符； 

（3）建筑总层数测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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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尺寸普遍错漏达到 20%以上。 

一般错漏： 

（1）存在人防工程结构外围测量方法不正确问题，按项目

扣 5 分； 

（2）界址点平面精度、高程精度超限，每处扣 1 分； 

（3）内部边长和墙体厚度测量精度超限，每处扣 1 分； 

（4）人防功能分区判定错误，每处扣 1 分； 

（5）人防工程层高（高度）测量测量错误的，每处扣 1 分； 

（6）编号注记、尺寸错漏或压盖，每处扣 1 分； 

（7）图面人防要素符号错误，每处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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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界址点坐标、建筑面积、功能区名称等信息填写错误

的，每处扣 1 分； 

（9）图面人防边界不清晰、偏移等错误、每处扣 1 分； 

（10）图面计算说明错漏，每处扣 1 分。 

5.2.2 成果资料质量。 

严重错漏： 

（1）人防工程面积测量重要要件收集错漏； 

（2）成果报告严重不符合规定的格式与样式； 

（3）主要图表数据缺漏； 

（4）重要面积统计数据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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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报告中图形、表格数据不一致，每处扣 2 分； 

（3）面积、高度数据表内容及指标统计有误，每处扣 2 分。 



 

 

附件 检查报告（模板） 

 

佛山市工程建设联合测绘成果  

（×××××）  

检查记录 

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测绘单位：        

 

日期：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机构名称 



 

质检记录表 

序号 检查内容 错漏类型 检查项及问题描述 数量 扣分 

      

      

      

      

      

      

      

      

      

      

      

      

      

      

      

      

      

      

      

      

      

      

      

质量评定综述  

质量 

等级 

质量 

评分 

  

注：质量等级评定为不合格时，无须填写质量评分。 

检查员：                  复核员：                    审核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