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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云南喻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滨、李杨、黄育红、王飞、王丽霞、程晨、杜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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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方案》（国办发〔2016〕89号），进一步规范滇池湖滨地表特征调查工作，科学评估滇池湖滨生态效益，

推进滇池湖滨高质量规划建设，提高滇池湖滨科研和管理水平，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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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湖滨 地表特征无人机遥感调查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从无人机遥感影像数据采集、处理、解译、成果输出、成果应用等方面规定了滇池湖滨地表

特征无人机遥感调查的要求、原则和基本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滇池湖滨地表特征的调查及监测，昆明市域内其他湖库湖滨带的地表特征调查可参照

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4950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740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

GB 35650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测绘基本技术规定

GB/T 39612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LY/T 1954 森林资源调查卫星遥感影像图制作技术规程

TD/T 105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2018年11月29日修订）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人机遥感

无人机搭载传感器在空中获取地表特征信息，经处理、分析后，识别地表特征对象。

3.2

地面分辨率

影像分辨率所对应的地面尺寸。

[来源：GB/T 14950-2009，4.77]
3.3

重叠度

在航空摄影中，航摄像片不但要覆盖整个摄区，而且为了进行立体观测和像片连接，相邻两像片之

间需要有一定的重叠度。同一条航线内相邻像片之间的重叠度称为航向重叠度，相邻航线之间的重叠度

称为旁向重叠度。

[来源：ISBN 978-7-307-0612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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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像幅

像片的构像幅面尺寸。

[来源：GB/T 14950-2009，4.68]
3.5

像片控制点

为摄影测量加密或测图需要，直接在实地测定的控制点。

[来源：GB/T 14950-2009，4.127]
3.6

数字正射影像图

经过正射投影改正的影像数据集。

[来源：GB/T 14950-2009，6.26]
3.7

多光谱数据产品

由多光谱遥感探测器获取的目标物体辐亮度数据产品经加工处理得到的数据产品。

[来源：GB/T 38026-2019，3.4]
3.8

混淆矩阵

混淆矩阵的每一行代表了解译类别，每一行的总数表示解译为该类别的样本数目；每一列代表了样

本的真实归属类别，每一列之和表示该类别的真实样本数目。

[来源：ISBN 978-7-307-10761-8，8.6]
3.9

空中三角测量

利用无人机遥感影像与所摄目标之间的空间几何关系，根据少量像片控制点，计算出像片外方位元

素和其他待求点的平面位置、高程的测量方法。

[来源：GB/T 14950-2009，5.72，有修改]

3.10

像片纠正

通过投影转换，将倾斜像片变换成规定比例尺水平像片的作业过程。

[来源：GB/T 14950-2009，5.11]
3.11

图像镶嵌

在一定数学基础控制下，把多景相邻无人机遥感图像拼接成一个大范围、无缝的图像的过程。

[来源：ISBN 978-7-04-041066-2，4.4]
3.12

图像增强

将原来不清晰的图像变得清晰或强调某些感兴趣的特征，抑制不感兴趣的特征，使之改善图像质量、

丰富信息量，加强图像判读和识别效果的图像处理方法。

[来源：GB/T 14950-2009，5.198]
3.13

地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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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覆盖的自然和人工营造物。

4 总则

4.1 目标与任务

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对滇池湖滨地表特征进行调查、汇总、统计、分析，为滇池生态环境保护及

管理提供基础信息和决策依据。

4.2 调查流程

调查流程分为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设计、无人机遥感影像数据采集、处理、解译和成果分析、报

告编写、评审验收、资料汇交等。

4.3 调查内容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对象的分类、数量、面积、平面位置分布。

4.4 调查周期与时段

根据需求，确定调查周期。

常规调查时，应固定时间段，调查时间宜选择植被信息齐全饱满、色调真实可辨的季节，且时段和

气象条件应相对一致；应急调查时，根据需求开展工作。

4.5 数学基础

4.5.1 平面坐标系统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确有必要时，可采用依法批准的地方独立坐标系。

4.5.2 投影方式

高斯-克吕格投影，按3°分带，中央子午线为102°E。

4.5.3 高程系统

1985国家高程基准。

4.6 时间系统

公元纪年和北京时间。

5 技术设计

5.1 设计依据

根据任务书或合同书，以及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技术标准与规范的要求进行设计。

5.2 设计要求

设计的工作内容、预期成果应满足任务书或合同书要求。设计书编写提纲参见附录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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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批审查

设计书应报任务委托单位审查批准之后实施。

6 无人机遥感影像采集及处理

6.1 无人机遥感影像采集

6.1.1 无人机遥感影像采集要求

6.1.1.1 飞行平台

应具备航线规划功能、POS记录功能、数据获取及存储功能，抗风性能不低于5级风速，实用升限

能达到300 m以上，实用海拔不低于3 000 m。

6.1.1.2 任务载荷

包括相机及其稳定装置。相机镜头视场角不宜大于84°。

6.1.1.3 气象条件

能见度不宜低于3 km，风速宜小于10 m/s，太阳高度角宜在 30°至70°之间。

6.1.1.4 影像数据采集参数

6.1.1.4.1 地面分辨率

根据需要确定地面分辨率，可见光地面分辨率应不低于10 cm。

6.1.1.4.2 重叠度

执行GB/T 39612的相关规定。

6.1.1.4.3 外扩区域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外扩区域。

6.1.1.5 其他要求

记录无人机遥感影像数据采集的日期、气象信息等，其中日期格式为：YYYY-MM-DD，气象信息

记录为：晴、多云等。

6.1.2 像片控制点布设及采集

6.1.2.1 像片控制点布设

像片控制点的布设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像片控制点宜均匀分布；

b) 相邻两像片控制点之间的间距根据设计的成像分辨率确定，一般不宜超过 500 m；

c) 像片控制点的目标影像应清晰、固定、干扰信息少且易于判别；

d) 像片控制点符号在影像上应大于 7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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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像片控制点采集

可根据已获取的地理测绘资料情况，选择下列方法采集像片控制点数据：

a) 现地采集。图面资料不能满足要求的，应用 GNSS 设备采集像片控制点的空间坐标，平面精

度为±5 cm，高程精度为±10 cm；

b) 直接引用。已有的像片控制点数据，经检核有效，满足设计要求的可直接引用；

c) 图面采集。图面资料能满足要求的，从相应比例尺参考电子地形图或数字正射影像图直接选

取明显地物点作为像片控制点，读取其平面坐标。

6.2 无人机遥感影像处理

6.2.1 影像输入

影像输入程序和要求如下：

a) 导入影像和对应的 POS 数据，进行初步处理；

b) 导入像片控制点，设置成果输出坐标系，每个像片控制点宜至少在 6张无人机照片中刺点，

刺点误差应控制在 2个像素内。

6.2.2 影像处理

对影像进行空中三角测量、像片纠正、图像镶嵌、图像增强等步骤处理。

6.2.2.1 成果内容

成果内容为数字正射影像。

6.2.2.2 精度要求

执行GB 35650的相关规定。

6.2.2.3 格式要求

数字正射影像成果格式应为GeoTIFF格式。

6.2.2.4 成果命名

影像成果命名应包含采集时间、采集地点编码，例：YYYY-MM-DD-地点编码，湿地编码参见附

录B。

6.3 质量检查

6.3.1 检查内容及要求

根据GB/T 18316和LY/T 1954，结合工作需求，检查内容及要求如下：

a) 像片成像质量检查。采集的像片应成像清晰，曝光正常，重叠度符合 6.1.1.4.2中的要求；

b) 像片控制点检查。对像片控制点数量、空间分布及精度进行合理性检查；

c) 几何精度检查。相对固定地物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数字正射影像地面分辨率的 5倍；

d) 影像质量检查。影像应清晰无重影，接边自然，色调纹理应与实际相符。

6.3.2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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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方法检查：

a) 资料判别检验法。复核控制点数量、空间分布、数据及精度；

b) 点位中误差检查法：

1) 在处理后的影像上均匀读取多个明显目标点的坐标，使用测量精度优于处理后的影像分

辨率的测量设备进行实地测量；

2) 在精度优于处理后的影像分辨率的地形图、专题图上读取对应点坐标。统计同名点坐标，

计算点位中误差。

c) 目视定性检查法。检查处理后的影像清晰度、影像接边、色调纹理等，运用卷帘工具检查处

理后的影像与基准影像的套合情况。

7 无人机遥感影像解译

7.1 解译原则

在无人机遥感解译过程中应结合已有相关成果、多种遥感数据，遵循“先易后难、由点到面”的原则，

依据各解译对象的特征，采用适合的解译方式进行解译。

7.2 解译对象

7.2.1 解译对象及采集指标

根据研究或管理需求，结合滇池湖滨地表特征类型，选定 21类地表特征作为解译对象，其中挺水

植物、漂浮或浮叶植物、沉水植物 3类为新增解译对象，其余 18类直接引用 GB/T 21010-2017 中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小于最小采集指标的图斑与邻近地表特征图斑合并。

解译对象及采集指标详见表 1。

表 1 解译对象及采集指标

序号 名称

最小采集指标

含义最短边长度

（m）

面积

(m2)

1 耕地 2 16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耕、整理地，休闲地（含

轮歇地、休耕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或其

他树木的土地。耕地中包括宽度<1.0 m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

2 园地 2 16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

本作物，覆盖度大于50 %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70 %的土地。包括用

于育苗的土地

3 林地 2 16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

4 草地 2 16 指陆生草本植物为主的区域

5 商服用地 2 16 指主要用于商业、服务业的土地

6
工矿仓储用

地
2 16 指主要用于工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的土地

7 住宅用地 2 16 指主要用于人们生活居住的房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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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名称

最小采集指标

含义最短边长度

（m）

面积

(m2)

8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2 16 指用于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科教文卫、公用设施等的土地

9 特殊用地 2 16 指用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殡葬、风景名胜等的土地

10
交通运输

用地
2 16 指用于运输同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码头等的土地

11 河流水面 2 16 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面

12 湖泊水面 2 16 指天然形成的积水区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3 坑塘水面 2 16 指人工开挖的库塘或天然形成的低洼地

14 内陆滩涂 2 16 指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

15 沟渠 2 12
指人工修建，宽度≥1.0m，用于引、排、灌的渠道，包括渠槽、渠堤、

护堤林及小型泵站

16 沼泽地 2 12
指经常积水或渍水，一般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包括草本沼泽、苔藓沼

泽、内陆盐沼等。不包括森林沼泽、灌丛沼泽和沼泽草地

17
水工建筑用

地
2 16

指人工修建的闸、坝、堤陆林、水电厂房、扬水站等常水位岸线以上的

建（构）筑物用地

18 挺水植物 2 6
指扎根于水底泥土中，茎、叶等上部挺出水面，分布于水陆交错区域的

植物

19
漂浮或浮叶

植物
2 6

包括覆盖在水面上的漂浮植物和浮叶植物。漂浮植物指植株漂浮于水

面，根悬浮于水中且大都能随水流和风浪漂浮的植物，有的仅有无根的

叶状物；浮叶植物指根固定于水底泥土中，叶片浮于水面的植物

20 沉水植物 2 6 指根固定于水底泥土中，茎叶沉于水面以下的植物，含轮藻等大型藻类

21 其他土地 2 16
指上述地类以外的空闲地、设施农用地、田坎、盐碱地、沙地、裸土地、

裸岩石砾地等其他类型的土地

7.2.2 解译对象图层划分

解译对象划分为土地利用、水生植被两个图层。解译对象图层划分及属性数据结构见附录 C。

7.3 解译方式

7.3.1 建立解译样本库

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数据，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各解译对象的色调、形状、纹理结构等影像特

征，建立各类解译对象的解译样本库。图片应为512像素*512像素的真彩色图片，编号按照

YYYY-MM-DD-BM-XXXX填写，对应年-月-日-分类编码-样本序号。样本库样式见表2。



DB5301/T 74—2022

8

表 2 滇池湖滨解译样本库样式

序号 编号 名称 区域 色调 形状 纹理 图片 备注

1 2021-01-01-03-0001 林地 外海 深绿色 片状 颗粒状 …

2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7.3.2 内业解译

根据建立的解译样本库，提取不同地表特征对象的分布范围，划分图层，添加属性。

7.3.3 外业调查

对内业解译中无法确定边界或属性的地表特征对象，开展外业调查。外业调查时，记录调查对象的

属性、位置和边界信息，同时记录调查路线和工作区域，最终形成外业调查成果。

7.3.4 详细解译

根据外业核实结果，修正内业解译成果。精准勾绘经核实的各类地表特征对象的图斑边界，修正图

层和属性，形成最终解译成果。

7.4 解译精度评价

7.4.1 调查验证

验证内容如下：

a) 验证解译对象类别划分的正确性；

b) 验证解译样本库的可靠性。

7.4.2 验证方法

应结合内外业，采取抽样的方式进行验证。对解译对象特征明显、识别度高的区域采取内业验证，

其他区域采取外业验证。抽样点宜涵盖全区域且相对均匀分布，每个地表特征对象抽样比例宜不低于对

应类别图斑数量的20%。

7.4.3 解译精度控制

采用混淆矩阵进行精度评价，使用调查验证的结果作为混淆矩阵数据源，计算总体精度和Kappa系
数。对每个解译对象，计算相应的制图者精度、用户精度。各项精度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计算公式

详见附录D。

表 3 精度指标控制

指标 总体精度 Kappa系数 制图者精度 用户精度

要求 ≥90% ≥0.8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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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解译精度报告

解译精度报告内容见附录E。

7.4.5 解译结果统计

解译结果统计内容见附录F。

7.4.6 解译结果分析

单次解译时，对地表特征对象数量、面积、分布范围进行分析；多次解译时，还应对地表特征分布

特点、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进行分析。

7.5 成果输出

7.5.1 报告成果

成果报告参照附录A.2编写，提交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后缀宜为.wps）。像片控制点测量成果按

表4整理，该表应提供电子表格1份（后缀宜为.et）并附在成果报告中。像片控制点经纬度坐标采用十进

制表示，小数点后保留8位；平面坐标和高程数据保留小数点后3位。像片控制点测量成果格式见表4。

表 4 像片控制点测量成果格式示例

序号 点名 纬度 经度 北坐标(m) 东坐标（m） 高程(m)

1 K001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 XXXX.XXX

2 … … … … … …

3 … … … … … …

… … … … … … …

7.5.2 图件成果

图件应提交纸质和电子成果（后缀宜为.JPG或.PDF），要求如下：

a) 图件内容：

1) 数字正射影像图。图面内容要素主要由无人机遥感影像构成，辅助以一定地图符号来表

现或说明制图对象；

2) 专题图。根据管理或研究需要，以部分或全部地表特征对象解译成果为底图专题要素，

叠加行政界线、保护区界线等相关边界线，以及特性表、文字标注、指北针、比例尺、

图例等，生成对应专题图。

b) 图件要求：

1) 土地利用图层色标图示参照 TD/T 1055的相关规定；

2) 水生植被图层色标与图示参见附录 G；
3) 地图整饰与图面配置见附录 H。

7.5.3 数据成果

数据成果应包含：解译成果、数字正射影像。

7.6 成果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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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验收。

7.7 成果应用

利用多期成果形成的累积数据，分析、判断滇池湖滨湿地的重点区域、特定对象或特殊目标的变化

趋势，佐证生态恢复成效，优化和完善生态恢复措施。

7.8 归档要求

归档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成果报告、图件及数据成果，且应符合7.5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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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技术文档编写提纲

A.1 设计书编写提纲

A.1.1 第一章前言

A.1.1.1 第一节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来源、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起止时间、工作目标与任务。

A.1.1.2 第二节工作区概况

工作区位置、范围、自然地理、气候、交通。

A.1.1.3 第三节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应包含报告、图件、数据库等。

A.1.2 第二章已有资料情况

分析已有工作基础，提出存在问题，明确调查方向。

A.1.3 第三章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技术要求

A.1.3.1 第一节技术要求

列出应执行的技术标准、应遵守的相关规范和要求。

A.1.3.2 第二节技术路线

设计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工作流程，附技术路线框图。

A.1.3.3 第三节工作方法

逐条说明每个工作步骤设计采用的工作方法，可分为资料收集、无人机遥感影像采集、建立解译样

本库、地表特征对象解译、精度评价、成果综合整理及提交等。

A.1.4 第四章工作部署及进度安排

A.1.4.1 第一节工作部署

提出工作思路、明确工作部署原则，合理布局调查工作，附工作部署图。

A.1.4.2 第二节进度安排

分解工作内容，列出工作计划。

A.1.5 第五章组织管理及保障措施

A.1.5.1 第一节组织管理

组织机构、人员安排、设备、管理方式及措施。

A.1.5.2 第二节质量保障

三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监督机制、成果质量保障措施。

A.1.5.3 第三节安全保密措施

安全生产、资料保密保障措施。

A.1.6 第六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A.2 成果报告编写提纲

A.2.1 第一章前言

A.2.1.1 第一节项目概况

项目来源、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起止时间、工作目标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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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 第二节工作区概况

工作区位置、范围、自然地理、气候。

A.2.1.3 第三节工作完成情况

A.2.1.4 第四节成果概述

提交成果的类型、名称、数量、组织方式。

A.2.2 第二章技术路线与工作方法

A.2.2.1 第一节技术路线

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工作流程。

A.2.2.2 第二节工作方法

逐条说明每个工作步骤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可分为资料收集、无人机遥感影像采集、建立解译样本

库、地表特征对象解译、精度评价、成果综合整理及提交等。

A.2.2.3 第三节执行的技术标准及相关规范

A.2.3 第三章成果及分析

A.2.3.1 第一节解译成果

统计各类解译对象图斑数量、面积、分布范围。

A.2.3.2 第二节其他成果

像片控制点测量成果、精度报告。

A.2.3.3 第三节解译成果分析

分析研究区内地表特征分布特点及规律。

A.2.4 第四章地表特征对象变化情况与分析(有可对比的历史资料时编写此章节内容)

A.2.4.1 第一节地表特征对象变化情况

统计不同时相各地表特征对象数量、面积、分布范围的变化情况。

A.2.4.2 第二节地表特征对象变化分析

综合研究区内各地表特征对象变化情况、总结变化规律、分析变化原因。

A.2.5 第五章结论与建议

A.2.5.1 第一节结论

A.2.5.2 第二节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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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滇池湖滨湿地名称一览表

B.1 滇池外海湖滨湿地名称参见表 B.1。

表 B.1 滇池外海湖滨湿地名称一览表

序号 湿地名称 编码 序号 湿地名称 编码

1 海洪湿地 DCWH01 23 渠东里湿地 DCWH23

2 星海半岛湿地 DCWH02 24 东大河湿地 DCWH24

3 福保半岛湿地 DCWH03 25 中河河口湿地 DCWH25

4 宝丰半岛湿地 DCWH04 26 郑和故里湿地 DCWH26

5 海东湿地 DCWH05 27 甸心湿地 DCWH27

6 王官湿地 DCWH06 28 古城河湿地 DCWH28

7 斗南湿地 DCWH07 29 旧寨湿地 DCWH29

8 江尾村湿地 DCWH08 30 北山湾湿地 DCWH30

9 乌龙湿地 DCWH09 31 芦柴湾湿地 DCWH31

10 大河边湿地 DCWH10 32 海丰湿地 DCWH32

11 捞鱼河湿地 DCWH11 33 海门湿地 DCWH33

12 大湾湿地 DCWH12 34 浪泥湾湿地 DCWH34

13 古滇湿地 DCWH13 35 白鱼河湿地 DCWH35

14 淤泥河湿地 DCWH14 36 观音山南生态湿地 DCWH36

15 沙堤湿地 DCWH15 37 观音山北生态湿地 DCWH37

16 团山湿地 DCWH16 38 杨林港湿地 DCWH38

17 清水河湿地 DCWH17 39 小七十郎湿地 DCWH39

18 白鱼口片区湿地 DCWH18 40 西华湿地 DCWH40

19 河泊所湿地 DCWH19 41 富善湿地 DCWH41

20 大嘴头湿地 DCWH20 42 晖湾湿地 DCWH42

21 牛恋湿地 DCWH21 43 晖湾北湿地 DCWH43

22 南岸沙滩湿地 DCWH22 44 龙门生态湿地 DCWH44

B.2 滇池草海湖滨湿地名称参见表 B.2。

表 B.2 滇池草海湖滨湿地名称一览表

序号 湿地名称 编码 序号 湿地名称 编码

1 草海南西岸湿地 DCCH01 8 草海5号片-1地块 DCCH08

2 王家堆湿地 DCCH02 9 草海5号片-2地块 DCCH09

3 草海1号片 DCCH03 10 草海5号片-3地块 DCCH10

4 草海2号片 DCCH04 11 草海5号片-4地块 DCCH11

5 草海3号片 DCCH05 12 草海5号片-5地块 DCCH12

6 伍家堆湿地 DCCH06 13 新河湿地 DCCH13

7 草海4号片 DCCH07 14 永昌湿地 DCC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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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解译对象图层划分及属性数据结构

C.1 解译对象土地利用图层划分见表 C.1。

表 C.1 土地利用图层

序号 分类（编码） 图层类型

1 耕地（01） 面

2 园地（02） 面

3 林地（03） 面

4 草地（04） 面

5 商服用地（05） 面

6 工矿仓储用地（06） 面

7 住宅用地（07） 面

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面

9 特殊用地（09） 面

10 交通运输用地（10） 面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11）

河流水面（1101） 面

12 湖泊水面（1102） 面

13 坑塘水面（1104） 面

14 内陆滩涂（1106） 面

15 沟渠（1107） 面

16 沼泽地（1108） 面

17 水工建筑用地（1109） 面

18 其他土地（12） 面

C.2 解译对象水生植被图层划分见表 C.2。

表 C.2 水生植被图层

序号 分类（编码） 图层类型

1 挺水植物（SS01） 面

2 漂浮或浮叶植物（SS02） 面

3 沉水植物（SS0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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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解译对象图层属性数据结构参见表 C.3。

表 C.3 解译对象图层属性数据结构表

字段名称 字段编码 数据类型 字符长度 必填 数据项描述

现状图斑编码 XZTBBM 长整型 10 是 按工作需要制定规则，依次进行编码

解译对象名称 JYDXMC 文本型 50
是

解译对象名称，如耕地、园地……

解译对象编码 JYDXBM 字符串 10
是

解译对象编码，如01、02……

图斑面积 TBMJ 双精度 -
是

单位 m2，精确到 2 位小数

图斑周长 TBZC 双精度 -
是

单位 m，精确到 2 位小数

备注 BZ 文本型 100
否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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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精度指标计算公式

D.1 点位中误差（RMS）

同名目标点实际坐标与影像上读取坐标的误差统计指标。按式（D.1）计算。

·····························································(D.1)

式中：

rms：点位中误差，cm；

n：检测点点数。

D.2 总体解译精度（Overall Accuracy,OA）

对遥感影像解译的总体精度评价指标。按式（D.2）计算。

············································(D.2)

式中：

: 实际为第i类，同时也被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数，即混淆矩阵对角线之值；

n:类别数；

N：样本总数。

D.3 Kappa 系数

对遥感影像解译一致性检验的指标。按式（D.3）计算。

(D.3)

式中：

：实际为第i类，同时也被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数，即混淆矩阵对角线之值，表示第i类被正确解

译的样本数；

D_

___

：第i类真实样本数之和；

：被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数之和；

D.4 制图者精度（Producer’s Accuracy，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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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正确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数与第i类真实样本总数的比率。按式（D.4）计算。

······················································(D.4)

式中：

:实际为第 i类，同时也被解译为第 i类的样本数，即混淆矩阵对角线之值，表示第 i类被正确

解译的样本数。

：第 i类真实样本数之和

D.5 用户精度（User’s Accuracy, UA）

被正确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数与被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总数的比率。按式（D.5）计算。

······················································(D.5)

式中：

:实际为第 i类，同时也被解译为第 i类的样本数，即混淆矩阵对角线之值，表示第 i类被正确

解译的样本数。

：被解译为第i类的样本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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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无人机遥感解译精度报告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无人机遥感解译精度报告见表E.1。

表 E.1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无人机遥感解译精度报告

精度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数据采集单位 数据采集时间

数据处理单位 数据处理时间

数据采集及处

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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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续）

土
地
利
用
分
类
结
果
混
淆
矩
阵

解译类别

（Classification）

地表真实类别(Ground Truth)

耕

地

园

地

林

地

草

地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

用地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用地

特殊

用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河流

水面

湖泊

水面

坑塘

水面

内陆

滩涂

沟

渠

沼

泽

地

水工

建筑

用地

其他

土地

合计

（C）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特殊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河流水面

湖泊水面

坑塘水面

内陆滩涂

沟渠

沼泽地

水工建筑用地

其他土地

合计（G）

分
类
精
度
结
果

Kappa系数

总体分类精度

各解译类别的精度统计情况：（格式填写：类别-生产者精度-用户者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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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续）

水
生
植
被
解
译
结
果
混
淆
矩
阵

解译类别

（Classification）

地表真实类别（Ground Truth）

挺水植物 漂浮或浮叶植物 沉水植物 合计（C）

挺水植物

漂浮或浮叶植物

沉水植物

合计（G）

分
类
精
度
结
果

Kappa系数

总体分类

精度

各解译类别的精度统计情况：（格式填写：类别-生产者精度-用户者精度）

报告出

具单位

及出具

时间

报告出具单位（签章）：

报告编写人姓名：

报告出具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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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对象无人机遥感解译结果统计表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对象无人机遥感解译结果统计内容参见表F.1。

表 F.1 滇池湖滨地表特征对象无人机遥感解译结果统计表

编号：

数据源

项目名称 统计人

数据获取时间
统计时间

精度报告编号

土地利用分类结果

序号 名称 编码 面积 备注

1 耕地 01

2 园地 02

3 林地 03

4 草地 04

5 商服用地 05

6 工矿仓储用地 06

7 住宅用地 07

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8

9 特殊用地 09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

11 河流水面 1101

12 湖泊水面 1102

13 坑塘水面 1104

14 内陆滩涂 1106

15 沟渠 1107

16 沼泽地 1108

17 水工建筑用地 1109

18 其他土地 12

水生植被解译结果

序号 名称 编码 面积 备注

1 挺水植物 SS01

2 漂浮或浮叶植物 SS02

3 沉水植物 SS03

填表说明：

1.统计表编号格式为：DCHBJY-YYYY-MM-XXX，其中YYYY表示年，MM表示月，XXX表示序号，例如：

DCHBJY-2021-08-001；

2.数据源应与对应精度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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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水生植被图层色标与图示

水生植被图层色标与图示参见表G.1.

表 G.1 水生植被图层色标与图示

序号 解译对象 色标 图示 RGB

1 挺水植物
0,0,0

240,250,0

2 漂浮或浮叶植物
0,0,0

200,250,160

3 沉水植物
0,0,0

4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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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地图整饰与图面配置方案

H.1 图名

图名由滇池湖滨和专题图主题二部分组成，如：滇池湖滨林地分布图。图名通常置于北图廓的左上

角，也可放在图内的正中央或等主区外的其它位置。图名中汉字采用黑体，字母和数字采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

H.2 图廓

图廓由外图廓和内图廓构成。外图廓用1.5 mm实线绘制，内图廓用 0.5 mm 细实线绘制。

H.3 图例

图例由图形（线条、色块或符号）与文字组成。用于说明图上所使用符号和注记的含义，通常配置

在内图廓线里面的下方适宜位置。图例中汉字采用宋体，字母和数字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H.4 比例尺

比例尺分别用数字式和图解式两种方式表达，配置在图例的下方。

H.5 图表与文字说明

H.5.1 图表，以图表形式表达滇池湖滨地表特征调查统计数据，作为主图的主要补充。

H.5.2 文字说明，以文字形式表达主体图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数据源、时间等，颜色一般为黑色。

H.6 图面配置方法与构图规则

图名、图例、比例尺、文字说明、附表等辅助要素的图面位置主要依据制图区域形状、输出图纸大

小而定。

图面布置及主要配置设计方案见图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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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1 图面布置及主要配置设计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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