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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统一城市全球定位系统

测量技术 为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与管理部门提供所需的

测量数据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市各等级控制网测量 城市地籍控制网测

量和工程控制网测量 当进行城市地形变监测控制网测量时 可参

照本规程执行

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术 语

观测时段

测站上开始接收卫星信号进行观测到停止 连续观测的时间

间隔

同步观测

两台及以上接收机同时对同一组卫星进行的观测

同步观测环

三台及以上接收机同步观测所获得的基线向量构成的闭合

环

独立观测环

由独立观测所获得的基线向量构成的闭合环

天线高

观测时接收机天线平均相位中心到测站中心标志面的高度

星历

是不同时刻卫星在轨道位置上的坐标值 卫星星历的提供方

式通常有两种 预报星历 广播星历 和后处理星历 精密星历

广播星历

卫星发播的无线电信号载有预报一定时间内卫星轨道参数的

电文信号

精密星历

由若干个卫星跟踪站所得到的观测数据经事后处理计算出的

卫星轨道参数 供卫星精密定位等使用

单基线

多台 接收机同步观测 每次只取两台接收机的 观

测数据解算两个测站间的基线向量



  

  

多基线

在任意 台 接收机同步观测时 只选择 条独立基

线 一并构成观测方程 统一解算出 条基线向量

单差

两个不同观测站 接收机同步观测同一卫星相位观测值

之差

双差

两个不同观测站 接收机同步观测两颗卫星所得两个单

差之差

三差

两个不同观测站对同一对卫星不同历元的两个双差之差

数据剔除率

删除的观测值个数与应获取的观测值个数的比值



  

 

坐标系统和时间

坐 标 系 统

测量应采用世界大地坐标系 当 测量

同时要求采用 北京坐标系或 西安坐标系时 应进行坐

标转换 各坐标系的地球椭球和参考椭球基本几何参数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地球椭球和参考椭球的基本几何参数 表

项 目 地球椭球 参 考 椭 球

坐标系名

参数名称
西安坐标系 北京坐标系

长半轴

短半轴

扁 率

第一偏心率平方

第二偏心率平方

当 测量要求采用地方或城市独立坐标系时应进行坐

标转换 并应具备下列技术参数

参考椭球几何参数

中央子午线经度值

纵横坐标的加常数

投影面正常高

测区平均高程异常

起算点坐标及起算方位角



  

  

当 网的世界大地坐标系统转换成城市坐标系统时

应满足投影长度变形值不大于 可根据城市地理位置

和平均高程按下列方法选定坐标系统

当长度变形值不大于 时 采用高斯正形

投影统一 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当长度变形值大于 时 可采用下列方法

投影于抵偿高程面上的高斯正形投影 带的平面直角坐

标系统

高斯正形投影任意带的平面直角坐标系统 投影面可采

用黄海平均海水面或城市平均高程面

当 测量的高程值转换为正常高时 其高程系统 应采

用 国家高程基准或沿用 年黄海高程系统 地方原高程

系统 国家高程基准青岛原点高程为 年黄海

高程系统青岛原点高程为

时 间

外业测量宜采用协调世界时 记录 当采用北京

标准时 时 应与 进行换算



 

  

网的技术设计

网的分级

城市或工程 网按相邻点的平均距离和精度划分为

二 三 四等和一 二级 在布网时可以逐级布设 越级布设或布设

同级全面网

各等级 网相邻点间弦长精度应按公式 计算

式中 标准差 基线向量的弦长中误差

固定误差

比例误差系数

相邻点间的距离

各等级 网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规定 相

邻点最小距离应为平均距离的 最大距离应为平均距离

的 倍

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表

等级
平均距离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级

二级

注 当边长小于 时 边长中误差应小于



 

  

布网原则与设计

网应根据测区实际需要和交通状况进行设计

网的点与点间不要求通视 但应考虑常规测量方法加密时的应用

每点应有一个以上通视方向

在布网设计中应顾及原有城市测绘成果资料以及各种大

比例尺地形图的沿用 宜采用原有城市坐标系统 对凡符合

网布点要求的旧有控制点 应充分利用其标石

网应由一个或若干个独立观测环构成 也可采用附

合线路形式构成 各等级 网中每个闭合环或附合线路中的边

数应符合表 的规定

非同步观测的 基线向量边 应按所设计的网图选定 也

可按软件功能自动挑选独立基线构成环路

闭合环或附合线路边数的规定 表

等 级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级 二级

闭合环或附合路线的边数 条

为求定 点在地面坐标系的坐标 应在地面坐标系中

选定起算数据和联测原有地方控制点若干个 其选定方法可按本

规程第 条的规定 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取定

大 中城市的 网应与国家控制网相互联接和转换 并应

与附近的国家控制点联测 联测点数不应少于 个点 小城市或工

程控制网可联测 个点

为了求得 网点的正常高 应进行水准测量的高程联

测 并应按下列要求实施

高程联测应采用不低于四等水准测量或与其精度相

当的方法进行

平原地区 高程联测点不宜少于 个点 并应均匀分

布于网中

丘陵或山地 高程联测点应按测区地形特征 适当增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加高程联测点其点数不宜少于 个点

点高程 正常高 经计算分析后符合精度要求的

可供测图或一般工程测量使用



  

  

选点与标石埋设

选点

选点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技术设计前应收集城市或工程各项有关的资料 收集

的资料应包括

城市 万 万比例尺地形图

原有控制测量资料 包括点的平面坐标 高程 坐标系统

技术总结等有关资料 以及国家或其他测绘部门所布设的控制测

量成果资料

测区有关的地质 气象 交通 通讯等方面的资料

城市总体规划和近期城市建设发展方面的资料

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应进行控制网的技术设

计

选点人员应了解任务目的要求和测区的自然地理条

件 并按技术设计的要求进行现场踏勘

选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点位的选择应符合技术设计要求 并有利于其他测量手

段进行扩展与联测

点位的基础应坚实稳定 易于长期保存 并应有利于安全

作业

点位应便于安置接收设备和操作 视野应开阔 被测卫星

的地平高度角应大于

点位应远离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源 如电视台 微波站等

其距离不得小于 并应远离高压输电线其距离不得小于



  

  

附近不应有强烈干扰接收卫星信号的物体

交通应便于作业

应充分利用符合上述要求的旧有控制点及其标石和觇标

选点作业应符合下列规定

选点人员应按技术设计进行踏勘 在实地按要求选定点

位

实地绘制点之记 包括所利用的旧点 并应符合本规程

附录 的要求

点点名可取村名 山名 地名 单位名 应向当地政府

部门或群众进行调查后确定 当利用原有旧点时 点名不宜更改

点号编排 码 应适应于计算机计算

当所选点位需要进行水准联测时 选点人员应实地踏勘

水准路线 提出有关建议

当利用旧点时 应检查旧点的稳定性 完好性 以及觇标

的安全可用性 符合要求方可利用

标 石 埋 设

各等级 点的标石及标志规格要求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要求

各等级 点均应埋设永久性的标石 埋设时坑底填以

砂石 捣固夯实或浇灌混凝土底层 二 三等点宜埋设盘石和柱石

两层标志中心的偏离值应小于或等于

标石可用混凝土按本规程第 条规格预制 也可现场

灌制 利用基岩或混凝土路面时可以凿孔现场灌注混凝土埋设标

志

点标石埋设所占土地 应经土地使用者或管理部门

同意 依法办理征地手续 并办理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选点埋石后应提交的资料

点的点之记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网的选点网图

土地占用批准文件与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

选点与埋石工作技术总结



  

  

仪器设备的技术要求

接收机的选择

接收机的选择 可按表 规定执行

接 收 机 的 选 择 表

等级

项目
二 三 四 一级 二级

接收机类型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双频或单频

标称精度

观测量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载波相位

同步观测

接收机数

接收设备检验

新购置的 接收机或经维修后的接收机应按规定进行

全面检验后使用

接收机的检验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般检视

通电检验

实测检验

一般检视应符合下列规定

接收机及天线型号应正确 主机与配件应齐全

接收机及天线外观应良好 各部件及附件应完好 紧固部



  

  

件不得松动和脱落

设备使用手册及后处理软件手册及软盘应齐全

通电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查设备联接电缆正确无误 方可通电进行以下检查

电源信号灯工作应正常

按键和显示系统工作应正常

利用自测试命令进行测试 检验接收机锁定卫星时间快

慢 接收信号强弱及信号失锁情况

实测检验

当 接收机在完成一般检视和通电检验后 应进行实测检

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接收机内部噪声水平的测试 其测试方法应符合本

规程附录 的要求

接收机天线应进行平均相位中心稳定性的检验 其方法

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规定

接收机不同测程精度指标的测试 应在不同长度的

标准基线或标准检定场上进行 检测时天线应严格整平对中 对中

误差应小于 天线定向标志应指向正北 天线高应量至

测试结果与基线长度比较 应小于仪器标称精度

对有特殊要求的任务应对 接收机进行高温 低温测

试 其测试方法可将天线架设在室外 接收机主机放在高低

温箱中进行测试 或者在野外实际高 低温下进行测试

用于等级测量的 接收机 每年出测前应按本规程第

条中 两项检验 经过检修或更换插板的接收机 有

关检验和测试项目均应重新进行

用于天线基座的光学对点器在作业中应经常检验 应确保

对中的准确性 其检验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要求

接收设备的维护

外业期间 接收机应指定专人保管 运输时应专人押



  

  

运 并应采取防震 防潮 防晒和防尘措施 带有软盘驱动器的微

机在运输中应插入保护片或废磁盘

接收机的接头和联接器应保持清洁 连接外电源时 应检

查电压是否正确 符合仪器电源要求 电池正负极严禁接反 天线

电缆不应有扭转 不得在硬度大的表面或粗糙面上拖曳 每半年应

检查一次天线电缆的性能

接收机不使用时 应存放在有软垫的仪器箱内 仪器箱应

放置于通风良好的阴凉处 防潮 防霉 当防潮剂呈显粉红色时 应

及时更换

接收机在室内存放期间 应每隔 个月通电检查一次

电池应在充满电的状态下保存 每隔 个月应充电一次 并应

检查电池电容量

严禁任意拆卸接收机的各部件 如发生故障 应做记录并

交专业人员维修或更换部件



   

  

观 测

基本技术要求

测量各等级的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规定

测量各等级的作业的基本技术要求 表

项 目
观测方法

等 级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级 二级

卫星高度角
静 态

快速静态

有效观测卫星数
静 态

快速静态

平均重复设站数
静 态

快速静态

时段长度
静 态

快速静态

数据采样间隔
静 态

快速静态

注 当采用双频机进行快速静态观测时 时间长度可缩短为

测量各等级的点位几何图形强度因子 值应小

于

城市 测量可不观测气象要素 但应记录雨 晴 阴 云

等天气状况

观测计划

作业组在进入测区观测前 应事先编制 卫星可见性



  

  

预报表 预报表应包括可见卫星号 卫星高度角和方位角 最佳观

测卫星组最佳观测时间 点位图形几何图形强度因子等内容

编制预报表所用概略位置坐标应采用测区中心位置的经

纬度 预报时间应选用作业期的中间时间 当测区较大 作业时间

较长时 应按不同时间和地区分段编制预报表 编制预报表所用概

略星历龄期不应超过 否则应重新采集一组新的概略星历

作业组在观测前应根据作业的接收机台数 网形设

计及卫星预报表编制作业调度表 其内容应包括观测时间 测站

号 测站名称及接收机号等项并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要求

观 测 准 备

每天出发前应检查电池容量是否充足 仪器及其附件应携

带齐全

作业前应检查接收机内存或磁盘容量是否充足

天线安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作业员到测站后应先安置好接收机使其处于静置状态

然后再安置天线

天线可用脚架直接安置在测量标志中心的垂线方向上

对中误差应 天线应整平 天线基座上的圆气泡应居中

需在觇标基板上安置天线时 应先卸去觇标顶部 将标志

中心按现行作业标准 城市测量规范 中有关规定投影

至基板上 然后依投影点安置天线

天线定向标志应指向正北 定向误差不宜超过 对于

定向标志不明显的接收机天线 可预先设置标记 每次应按此标记

安置仪器

观测作业要求

观测组应严格按调度表规定的时间进行作业 保证同步观

测同一卫星组 当情况有变化需修改调度计划时 应经作业队负责

人同意 观测组不得擅自更改计划



  

  

接收机电源电缆和天线电缆应联接无误 接收机预置状态

应正确 然后方可启动接收机进行观测

每时段开机前 作业员应量取天线高 并及时输入测站名

年月日 时段号 天线高等信息 关机后再量取一次天线高作校核

两次量天线高互差不得大于 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 记录

在手簿 若互差超限 应查明原因 提出处理意见记入测量手薄备

注栏中

天线高的量取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要求 量取的部位

应在观测手薄上绘制略图

接收机开始记录数据后 作业员可使用专用功能键选择菜

单 查看测站信息 接收卫星数 卫星号 各通道信噪比 实时定位

结果及存贮介质记录情况等

仪器工作正常后 作业员应及时逐项填写测量手簿中各项

内容 当时段观测时间超过 以上 应每隔 记录一次

记录手簿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的规定

一个时段观测过程中不得进行以下操作 关闭接收机又重

新启动 进行自测试 发现故障除外 改变卫星高度角 改变数据

采样间隔 改变天线位置 按动关闭文件和删除文件等功能键

观测员在作业期间不得擅自离开测站 并应防止仪器受震

动和被移动 防止人和其他物体靠近天线 遮挡卫星信号

接收机在观测过程中不应在接收机近旁使用对讲机 雷雨

过境时应关机停测 并卸下天线以防雷击

观测中应保证接收机工作正常 数据记录正确 每日观测

结束后 应及时将数据转存至计算机硬 软盘上 确保观测数据不

丢失



  

  

外业观测记录

记录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测站名 测站号

观测月 日 年积日 天气状况 时段号

观测时间应包括开始与结束记录时间 宜采用协调世界

时 填写至时 分

接收设备应包括接收机类型及号码 天线号码

近似位置应包括测站的近似纬度 近似经度与近似高程

纬度与经度应取至 高程应取至

天线高应包括测前 测后量得的高度及其平均值 均取至

观测状况应包括电池电压 接收卫星 信噪比 故

障情况等

记录应符合下列要求

原始观测值和记事项目 应按规格现场记录 字迹要清

楚 整齐 美观 不得涂改 转抄

外业观测记录各时段观测结束后 应及时将每天外业观

测记录结果录入计算机硬盘或软盘

接收机内存数据文件在卸到外存介质上时 不得进行任

何剔除或删改 不得调用任何对数据实施重新加工组合的操作指

令



  

  

数 据 处 理

基线解算

基线解算可采用双差相位观测值 对于边长超过 的

基线 解算时也可采用三差相位观测值

卫星广播星历坐标值 可作基线解的起算数据 对于特大

城市的首级控制网 也可采用其他精密星历作为基线解算的起算

值

基线解算中所需的起算点坐标 应按以下优先顺序采用

国家 级网控制点或其他高等级 网控制点

的已有 系坐标

国家或城市较高等级控制点转换到 系后的坐

标值

不少于观测 的单点定位结果的平差值提供的

系坐标

在采用多台接收机同步观测的一个同步时段中 可采用单

基线模式解算 也可以只选择独立基线按多基线处理模式统一解

算

同一级别的 网 根据基线长度不同 可采用不同的数

学处理模型 但 内的基线 必须采用双差固定解 以内

的基线 可在双差固定解和双差浮点解中选择最优结果 及

其以上的基线 可采用三差解作为基线解算的最终结果

对于所有同步观测时间短于 的快速定位基线 应

采用符合要求的双差固定解作为基线解算的最终结果



  

  

基线解算的质量检验

同一时段观测值基线处理中 二 三等数据采用率都不宜

低于

采用单基线处理模式时 对于采用同一种数学模型的基线

解 其同步时段中任一三边同步环的坐标分量相对闭合差和全长

相对闭合差不宜超过表 的规定

同步环坐标分量及环线全长相对闭合差的规定

表

限差类型

等 级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级 二级

坐标分量相对闭合差

环线全长相对闭合差

对于采用不同数学模型的基线解 其同步时段中任一三边同

步环的坐标分量闭合差和全长相对闭合差按独立环闭合差要求检

核 同步时段中的多边形同步环 可不重复检核

无论采用单基线模式或多基线模式解算基线 都应在整个

网中选取一组完全的独立基线构成独立环 各独立环的坐标

分量闭合差和全长闭合差应符合下式的规定

式中 环闭合差

独立环中的边数

复测基线的长度较差 不宜超过下式的规定



  

  

补测与重测

无论何种原因造成一个控制点不能与两条合格独立基线

相连结 则在该点上应补测或重测不得少于一条独立基线

可以舍弃在复测基线边长较差 同步环闭合差 独立环闭

合差检验中超限的基线 但应保证舍弃基线后的独立环所含基线

数 不得超过表 的规定 当超过表 的规定时 应重测

该基线或者有关的同步图形

由于点位不符合 测量要求而造成一个测站多次重测

仍不能满足各项限差技术规定时 可按技术设计要求另增选新点

进行重测

网平差处理

当各项质量检验符合要求时 应以所有独立基线组成闭合

图形 以三维基线向量及其相应方差协方差阵作为观测信息 以一

个点的 系三维坐标作为起算依据 进行 网的无约

束平差 无约束平差应提供各控制点在 系下的三维坐

标 各基线向量三个坐标差观测值的总改正数 基线边长以及点位

和边长的精度信息

在无约束平差确定的有效观测量基础上 在国家坐标系或

城市独立坐标系下应进行三维约束平差或二维约束平差 约束点

的已知点坐标 已知距离或已知方位 可作为强制约束的固定值

也可作为加权观测值 平差结果应输出在国家或城市独立坐标系

中的三维或二维坐标 基线向量改正数 基线边长 方位以及坐标

基线边长 方位的精度信息 转换参数及其精度信息

无约束平差中 基线向量的改正数 绝对值

应满足下式要求



  

  

当超限时 可认为该基线或其附近存在粗差基线 应采用软件

提供的方法或人工方法剔除粗差基线 直至符合上式要求

约束平差中 基线向量的改正数与剔除粗差后的无约束平

差结果的同名基线相应改正数的较差 应符合

下式要求

当超限时 可认为作为约束的已知坐标 距离 已知方位与

网不兼容 应采用软件提供的或人为的方法剔除某些误差较

大的约束值 直至符合上式要求



  

  

技术总结与成果资料提交

测量全部工作结束后 应编写技术总结报告 内容

应包括

测区概况 自然地理条件等

任务来源 测区已有测量情况 施测目的和基本精度要

求

施测单位 施测起止时间 技术依据 作业人员情况 接受

设备类型与数量以及检验情况 观测方法 重测 补测情况 作业环

境 重合点情况 工作量与工日情况

野外数据检核 起算数据情况 数据后处理内容 方法与

软件情况

外业观测数据质量分析与野外检核计算情况

方案实施与规范执行情况

提交成果中尚存问题和需说明的其他问题

各种附表与附图

测量任务完成后 应提交下列资料

技术设计书

卫星可见性预报表和观测计划

外业观测记录 含软盘 测量手簿及其他记录

数据加工处理中生成的文件 资料和成果表

网示意图

技术总结和成果验收报告

造点埋石后的资料应符合本规程第 节的规定



  

  

附录 点点之记

点点之记

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者 绘图者 校对者

点
名
及
种
类

点
名

号
土 质

相 邻 点

名 号

里程 通

视否

标 石 说 明

单 双层 类

型 旧点

旧点名

所 在 地

交通路线

所在图幅号 概略位置

略图

备 注



不锈钢

普通钢

  

  

附录 各等级 点标志及标石埋设图

附图 金属标志图

单位

附图 不锈钢标志图

单位

注 金属标志制作材料为铸铁或其他金属品

不锈钢标志可采用直径 长度为 不锈钢材料 下部采

用普通钢筋焊接而成

图中 处为测量单位名称



捣固之土

石层

石 块

新土

上

钢筋

  

  

附图 二 三等 点标

石埋设图 单位

附图 岩石地区各等级

点标石埋设图 单位

附图 四等一 二级

点标石埋设图 单位

附图 建筑物上各等级

点标石埋设图 单位

注 建筑物顶上标石和顶面连接应牢固

在山区及冻土地区小三角点标石尺寸和深度可自行设计



天线

功分器

接收机 接收机

  

  

附录 接收机内部噪声水平用零基线

检验的方法
零基线是采用 功率分配器 简称功分器 将同一天

线输出信号分成功率 相位相同的两路或多路信号送到接收机 然

后将观测数据进行双差处理求得坐标增量 作为检验仪器固有误

差 由于这种方法所测得的坐标增量可以消除卫星几何图形的影

响 天线相位中心偏移 大气传播时延误差 信号多路经效应误差

及仪器对中误差等 所以是检验接收机钟差 信号通道时延 延迟

锁相环误差及机内噪声等电性能所引起的定位误差的一种有效方

法

零基线测试方法

图 零基线测试连接框图

应选择周围高度角 以上无障碍物的地方安放天

线 按图 连接天线 功分器和接收机

连接电源 两台 接收机应同步接收四颗以上卫

星

当交换功分器与接收机接口时 应再观测一个时段

应用随机软件计算零基线坐标增量和基线长度 其

基线误差应小于 否则应送厂检修或降低级别使用



  

  

附录 天线相位中心稳定性的检验

该项检验可在标准基线 比较基线场或 检测场上进

行

检测时可以将 接收机带天线两两配对 置于基线的

两端点 天线应精确对中 定向指标线指向正北 观测一个时段 然

后交换接收机与天线再观测一个时段

按上述方法在与该基线垂直的基线上 不具备此条件 可将一

个接收机天线固定指北 其他接收机天线绕轴顺时针转动

进行同样观测

观测结束 应用随机软件解算各时段三维坐标 计算各时

段坐标差和基线长 其误差不应超过仪器标称精度的 倍固定误

差 否则应送厂返修或降低级别使用



  

  

附录 光学对点器的检验与校正

检验和校正方法很多 在此仅介绍一种

检验方法

把基座置在三脚架上 整平后 用铅笔沿基座底板四周将它的

轮廓画在三角架头上 在地板上放一张毫米方格纸 读出光学对中

器在毫米纸上的十字丝位置 然后转动基座并小心地在其他两个

位置上把底座板放进铅笔画的轮廓中 在每转动一次 就得整平并

读出光学对中器十字丝的位置 如果三次读数相符 则光学对点器

是正确的 否则不正确 就需进行校正工作

校正方法

先找出三个位置所构成的误差三角形的中心 然后用校正拨

针把两个水平校正螺丝放松 旋转 使十字丝能随着另一个竖

直螺丝的运动而移动 放松竖直螺丝的锁定环 然后旋转这个螺

丝 直至看到水平十字丝对准地面标点 再将两水平螺丝拧紧各

稍微松开其中一个 并立即上紧另一个螺丝 再拧紧锁定环

但不要拧得太紧或太松 否则光学对点器不会保持在校正的位置

上



  

  

附录 测量作业调度表

测量作业调度表

时段

编号

观测

时间

测站号 名

机 号

测站号 名

机 号

测站号 名

机 号

测站号 名

机 号

测站号 名

机 号

测站号 名

机 号



  

  

附录 天线高测定方法及要求

在觇标基板上安置天线时 应采用经过鉴定的钢尺三次

量取标志中心至觇标基板下沿的高度 两次差不应大于 取

平均值为 量取天线基板厚度 以及量取基板上沿平面至厂方

指定的天线高部位 则天线高为

在三角架上天线高的量取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备有专用量取仪器高的直角杆设备时 可直接量

取标志中心至厂方指定天线高部位的高度

当备有专用测杆时 可在三个互成 的折线形孔

读取标志中心至厂方指定天线高部位的距离 其互差应小于

取平均值为 已知天线基板半径为 则天线高按下式计

算

采用无专用测高设备的仪器时 可采用小钢卷尺从

脚架三个空档 互成 量取从三脚架上沿至标志中心的距离

互差应小于 取平均值为 并量取从脚架上沿至厂方提供

天线高部位为 已知天线基板半径为 则天线高按下式计算

上

在观测墩上安置天线时用小钢卷尺从天线基座下表面量

至标石中心高度值 然后加上厂方指定的平均相位中心至天线

基座下表面的高度值 即为天线高



  

  

附录 外业观测手簿

工程 外业观测手簿

观测者姓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测 站 名 测 站 号 时段号

天 气 状 况

测站近似坐标

经度

纬度

高程

本测站为

新点

等大地点

等水准点

记录时间 北京时间 区时

开录时间 结束时间

接收机号 天线号

天线高 测后校核值

平均值

天线高量取方式略图 测站略图及障碍物情况

观测状况记录

电池电压 块条

接收卫星号

信噪比

故障情况

备 注



  

  

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反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要求 或规定 非必须按照所指的标准执

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的要求 或规定



  

  

附加说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和

主要起草人员名单

主 编 单 位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

清华大学

南京市测绘研究院

长沙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洪立波 刘大杰 金善火昆 孟庆遇 刘经南

过静君 刘长春 蒋达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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