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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一、导线控制测量模块

1.试题编号 1-1：导线控制测量外业观测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 1】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

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按

《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1-A1-B3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2】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1-A1-B5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3】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2-A1-B4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4】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2-A1-B5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5】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1-A1-B4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6】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3、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1-A3-B3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7】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1-A3-B5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8】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2-A3-B4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试题 9】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2-A3-B5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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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0】为测绘 1:500 比例尺地形图，布设了由已知点 A1 B1、B2、B3、

和待求点 B4、B5 组成的闭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密平面控制网，请使用全站仪

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独立完成指定的∠B1-A3-B4

水平角的观测工作（二测回），（观测点上已事先架好棱镜）。

（2）实施条件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布设好的导线

设施设备

全站仪（测角精度为 5 秒，测距精

度为3mm+2ppm）,配套组合棱镜2套，

三角架 3 个

工具
工程测量规范，铅笔，尺子，记录

计算表格，夹板

软件环境 无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3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2 导线控制测量外业观测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扣分

1
职业

素养

5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仪器、脚架

和辅助工具工作是否正常，工具

书、材料、记录表格是否齐全，做

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5

任务完成后将仪器正确装箱、收脚

架，清点好工具书、材料、记录表

格和辅助工具，不损坏考试仪器、

脚架、辅助工具、资料及设施，有

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好

与监考老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10 仪器取出后要关仪器箱。 仪器取出后未关仪器箱扣 5 分；

10 仪器不出现安全事故。 摔仪器扣 10 分。

10 观测顺序正确。 观测没按测回法观测扣 10 分。

3
测站

限差
20 限差满足相应要求。

规定时间内，超限成果经重测合

格的不扣分；每超限一处扣5分。

4
手簿

计算
20 手簿填写完整，计算正确。

手簿缺少计算项，每出现一次扣

2分；

手簿计算错误，每出现一次扣 2

分。

5
成果

精度
10 测量精度满足规范要求 水平角超限扣 10 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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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 1-2：导线控制测量内业计算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 1】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 坐标 β1 156°53′48″ D1 90.171

G1 30397.914 541.069 β2 205°34′52″ D2 150.132

G2 29971.772 434.314 β3 173°59′50″ D3 197.550

G3 29544.556 369.605 β4 183°54′23″

G4 29378.188 32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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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2】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 坐标 β1 157°21′08″ D1 88.232

G1 30397.914 541.069 β2 203°26′20″ D2 215.498

G2 29971.772 434.314 β3 175°53′10″ D3 221.672

G3 29458.424 350.901 β4 182°15′30″

G4 29242.281 3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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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3】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 坐标 β1 154°23′33″ D1 80.363

G1 30397.914 541.069 β2 206°39′44″ D2 222.481

G2 29971.762 434.314 β3 175°21′15″ D3 216.621

G3 29465.211 352.980 β4 182°26′43″

G4 29281.228 31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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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4】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坐标 β1 156°04′58″ D1 85.963

G1 30397.914 541.069 β2 206°29′19″ D2 141.663

G2 29971.772 434.314 β3 173°19′02″ D3 131.460

G3 29621.845 385.732 β4 184°06′38″

G4 29466.446 34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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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5】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坐标 β1 157°16′56″ D1 87.995

G1 30397.914 541.069 β2 202°57′33″ D2 292.765

G2 29971.772 434.314 β3 175°27′35″ D3 205.905

G3 29398.148 340.314 β4 183°54′40″

G4 29264.837 30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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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6】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坐标 β1 157°20′14″ D1 91.365

G1 30397.914 8541.069 β2 205°54′04″ D2 133.781

G2 29971.772 8434.314 β3 172°10′20″ D3 125.993

G3 29629.416 8387.452 β4 185°08′49″

G4 29470.730 83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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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7】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坐标 β1 177°08′01″ D1 221.441

G1 31177.479 511.669 β2 99°53′54″ D2 169.986

G2 30426.246 459.013 β3 186°14′06″ D3 126.501

G3 30134.745 742.260 β4 187°01′24″

G4 30064.258 89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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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8】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 坐标 y坐标 β1 256°38′27″ D1 273.275

G1 30421.968 8544.747 β2 183°32′30″ D2 137.294

G2 29971.783 8434.31 β3 208°49′06″ D3 149.452

G3 30064.251 7898.406 β4 171°30′31″

G4 30134.730 774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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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9】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 坐标 y 坐标 β1 172°58′45″ D1 137.997

G1 29223.421 7275.330 β2 180°03′56″ D2 106.333

G2 29065.782 7642.860 β3 178°01′32″ D3 107.590

G3 28970.974 7981.735 β4 179°10′48″

G4 28945.295 808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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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0】为满足某公路改造项目施工测量工作的需要，布设了由 4个一级

导线点 G1、G2、G3、G4 和 2 个待求点 N1、N2 组成的二级附合导线作为测区的加

密控制网（如下图所示），外业观测采用测角精度为 5″、测距精度为 mD=3mm+2

×10-6·D 的全站仪按《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07）的技术要求进行。请

按《工程测量规范》的要求手工完成导线的平差计算。

说明：

1.已知数据和观测数据见下表。

2.所有计算必须在给定的“导线坐标计算表”中进行。

3.所有计算不能使用编程计算。

4.方位角闭合差按± n16 计算，导线全长相对闭合差≤1/10000。

已 知 数 据

观 测 数 据

水平角 水平距离（m）

点名 x坐标 y坐标 β1 157°20′07″ D1 91.360

G1 30397.914 8541.069 β2 205°54′08″ D2 133.780

G2 29971.772 8434.314 β3 172°10′22″ D3 125.993

G3 29629.416 8387.452 β4 185°08′51″

G4 29470.730 83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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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布设好的导线

设施设备
全站仪（测角精度为 5 秒，测距精度为

3mm+2ppm）,配套组合棱镜 2 套，三角架 3 个

工具
工程测量规范，铅笔，尺子，记录计算表格，

夹板

软件环境
专家需熟知工程测量规范，从事过导线测量工

作 2 年以上的教师或一线技术人员。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3导线测量内业计算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扣分

1
职业

素养

5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起算数据等资

料和辅助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

备。

每漏掉一项（处）扣 1分。

5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起算数据

等资料和辅助工具归位，不损坏考试工

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

每漏掉一项（处）扣 1分。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好与监

考老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尊重

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10 观测值标注正确完整。
观测值标注错误或遗漏，每一处扣

1分。

10
计算项目齐全，数字取位符合规范的要

求。

计算项目每少一项扣 1 分；数字取

位不符合规范要求每处扣 1 分。

10 字迹清晰，书写规范。
涂改或字迹模糊影响识读的，每出

现一次扣 1 分。

3 坐标计

算过程
45 计算正确。

表格中每填对一个数字，得 1 分，

点号除外，最多得 45 分

4
精度

评定
5

精度评定（包括方位角闭合差限差和导

线全长相对闭合差两项）计算正确。
每错一项扣 3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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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等水准测量

1.试题编号 2-1: 四等水准测量外业观测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 1】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1-B1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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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2】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2-B2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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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3】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1-B2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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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4】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2-B1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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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5】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3-B3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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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6】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B4-A3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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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7】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3-B4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21

【试题 8】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B3-A3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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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9】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B4-A3 的外业

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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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0】请按四等水准测量的要求完成水准线路中指定测段 A4-B4 的外

业观测工作（考生自己完成观测、记录和计算工作）。

水准测量观测手簿

测站

编号

后

尺

上丝
前

尺

上丝

方向

及

尺号

标尺读数

K+黑

-红
高差中数 备注

下丝 下丝

后视距 前视距

黑 面 红 面

视距差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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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布设好的水准路线

设施设备
普通水准仪，配套双面水准尺 2 个，尺垫 1 个，

三角架 1 个

工具 铅笔，尺子，记录计算表格，夹板

软件环境
专家需熟知水准测量规范，从事过水准测量工作 2

年以上的教师或一线技术人员。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3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4 水准测量外业观测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职业

素养

5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材料和辅助工具归位，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

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检查到位得工作有序、

满分；检查或归位每漏

掉 1 项（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5

任务完成后将仪器正确装箱、收脚架，清点好

工具书、材料、记录表格和辅助工具，不损坏

考试仪器、脚架、辅助工具、资料及设施，有

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好与监考教师

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尊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5 仪器取出后及时关闭仪器箱。 关仪器箱扣 5 分

10 注意操作安全，不出现安全事故。 摔仪器扣 10 分。

5 观测顺序满足规范要求。 扣 5 分。

3 记录 10 记录整齐、整洁、字体工整，划改规范。 错误扣 1 分/次。

4
测站

计算
20 各项计算正确、测段累加正确。 错一次扣 1分。

5
测站

限差
20

各测段的测站数为偶数，各项限差符合要

求。

超限 1处扣 1 分；设站

错误扣 2 分。

6
成果

精度
10 测段高差与标准高差的差值。 超限扣 10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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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题编号 2-2:四等水准测量内业计算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 1】为满足某工程施工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BMB 为起

算点，其高程分别为 112.320 米、105.657 米，布设了一条四等附合水准路线 BMA

→1→2→3→BMB，外业观测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请按《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

规范(GB/T 12898-2009)》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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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2】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和 BMB 为起算

点，布设了一条四等附合水准路线 BMA→1→2→3→BMB，BM-A 点的高程为 45.286

米，BM-B 点的高程为 49.579 米，外业观测数据统计如下图所示。请按《国家三、

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

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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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3】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和 BMB 为起算

点，布设了一条四等附合水准路线 BMA→1→2→3→BMB，BM-A 点的高程为 57.341

米，BM-B 点的高程为 54.021 米，外业观测数据统计如下图所示。请按《国家三、

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

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28

【试题 4】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和 BMB 为起算

点，布设了一条五等附合水准路线 BMA→1→2→3→BMB，BM-A 点的高程为 43.741

米，BM-B 点的高程为 58.427 米，外业观测数据统计如下图所示。请按简易平差

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3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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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5】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和 BMB 为起算

点，布设了一条五等附合水准路线 BMA→1→2→3→BMB，BM-A 点的高程为 83.641

米，BM-B 点的高程为 89.190 米，外业观测数据统计如下图所示。请按简易平差

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3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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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6】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为起算点，其

高程为 112.980 米，布设了一条四等闭合水准路线 BMA→1→2→3→BMA，外业观

测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请按《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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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7】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为起算点，其

高程为 50.126 米，布设了一条四等闭合水准路线 BMA→1→2→3→BMA，外业观

测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请按《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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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8】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为起算点，其

高程为 58.487 米，布设了一条四等闭合水准路线 BMA→1→2→3→BMA，外业观

测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请按《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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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9】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为起算点，其

高程为 48.210 米，布设了一条四等闭合水准路线 BMA→1→2→3→BMA，外业观

测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请按简易平差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

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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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0】为满足某控制测量的需要，以现有已知水准点 BMA 为起算点，

其高程为 78.980 米，布设了一条四等闭合水准路线 BMA→1→2→3→BMA，外业

观测数据统计如下表所示。请按《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 12898-2009)》

的要求完成相关计算，求出待定点 1、2和 3的高程。

水 准 测 量 高 程 计 算 表

点名
距离

(km)

观测高差

(m)

高差改正数

(m)

改正后高差

(m)

点之高程

(m)
备注

辅助

计算 Lf

f

h

h

20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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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教室

设施设备 水准外业成果统计资料

工具 铅笔，计算表格

软件环境
专家需熟知水准测量规范，从事过水准测量工作 2 年以

上的教师或一线技术人员。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3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5 水准测量内业计算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职业

素养

12

卷面整洁，不损坏考试工具、资

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

识。

工作有序、检查到位得满分；检查

或归位每漏掉 1 项（处）扣 1 分。

8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

好与监考教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分；不尊重

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10 计算项目齐全。 每少一项扣 2 分。

10 数字取值精度符合要求。 每错误一处扣 1 分。

10
使用统一提供的表格，字迹工

整、格式规范。

计算表整洁，每一处划改扣 1 分；

字迹模糊影响识读每出现一次扣2

分。

3

高差闭

合差计

算

17
能正确计算线路的高差闭合差

和允许闭合差。

闭合差计算 10 分，允许闭合差 7

分。

4

高差改

正数计

算

12 各测段高差改正数计算正确。 每个测段各 4 分。

5

改正后

高差计

算

12 各测段改正后高差计算正确 每测段 4 分。

6
点的高

程计算
9 高程计算结果正确。 每点 3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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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测图

1.试题编号 3-1:数字测图外业观测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 1】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1、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1 作为测站点、D1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2】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1、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D1 作为测站点、C1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3】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1、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1 作为测站点、J1 作为后视点、D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4】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1、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J1 作为测站点、D1 作为后视点、C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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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1-4）数 据 采 集 记 录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C1 980.037 2031.222 50.023

D1 991.547 1997.994 50.000

J1 1010.028 2016.227 49.915
定向检查点

镜高 1.60m

1 碎部点镜高 1.60m

2 碎部点镜高 1.60m

3 碎部点镜高 1.60m

【试题 5】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2、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2 作为测站点、D1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6】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2、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D1 作为测站点、C2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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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7】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2、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D1 作为测站点、J1 作为后视点、C2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8】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2、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2 作为测站点、J1 作为后视点、D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5-8）数 据 采 集 记 录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C2 982.306 2032.018 50.037

D1 991.547 1997.994 50.000

J1 1010.028 2016.227 49.915
定向检查点

镜高 1.60m

1 碎部点镜高 1.60m

2 碎部点镜高 1.60m

3 碎部点镜高 1.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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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9】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3、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3 作为测站点、D1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10】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3、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D1 作为测站点、C3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11】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3、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3 作为测站点、J1 作为后视点、D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12】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3、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J1 作为测站点、D1 作为后视点、C3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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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9-12）数 据 采 集 记 录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C3 983.991 2032.655 50.043

D1 991.547 1997.994 50.000

J1 1010.028 2016.227 49.915
定向检查点

镜高 1.60m

1 碎部点镜高 1.60m

2 碎部点镜高 1.60m

3 碎部点镜高 1.60m

【试题 13】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4、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4 作为测站点、D1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 14】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4、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D1 作为测站点、C4 作为后视点、J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41

【试题 15】在某 1:500 数字测图项目测区内，有 C4、D1、J1 等 3 个控制点，

要求用 C4 作为测站点、J1 作为后视点、D1 作为定向检查点，完成碎部点 1、2、

3的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工作。【控制点的相关信息见“数据采集记录表”】

说明：

1.现场裁判示意开始后，开始计时；考生完成操作并将仪器设备归位后，示

意现场裁判操作结束，结束计时。

2.仪器高由考生本人用钢卷尺量取，碎部点棱镜高见记录表格。

3.考生必须在全站仪中建立本人的数据文件（工作文件），文件名为考生本

人的抽签顺序号，采集的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必须存储在自己的数据文件（工作

文件）中。

4.数据采集工作完成后，考生必须将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抄录至“数据采

集记录表”中。

试题（13-15）数 据 采 集 记 录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C4 985.675 2033.259 50.044

D1 991.547 1997.994 50.000

J1 1010.028 2016.227 49.915
定向检查点

镜高 1.60m

1 碎部点镜高 1.60m

2 碎部点镜高 1.60m

3 碎部点镜高 1.60m

（2）实施条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3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6 数字测图外业观测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职业

素养

5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仪器、

脚架和辅助工具工作是否正

常，工具书、材料、记录表格

是否齐全，明确工作内容，做

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5

任务完成后将仪器正确装箱、

收脚架，清点好工具书、材料、

记录表格和辅助工具，不损坏

考试仪器、脚架、辅助工具、

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

护意识。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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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

理好与监考老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

尊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25 按操作规程安置全站仪
摔仪器扣 25 分，仪器不关箱

扣 10 分

15

能按要求创建工作文件；能正

确进行测站设置（设置测站点

和后视点）；能按要求使用定向

检查点检查定向的正确性。

未按要求创建工作文件扣

1～5分；

测站设置错误扣 5 分；

未进行定向检查扣 5分。

10

碎部点三维坐标数据采集完成

后，能正确查询并按要求抄录

碎部点的三维坐标数据，记录

字迹工整。

数据采集过程中抄录数据的

扣 2 分；

数据抄录不全的，每缺 1 个

点扣 2 分；

字迹模糊影响识读的，每出

现一次扣 0.5 分。

3
成果

精度
30

碎部点平面坐标观测值与标准

值之差≤15cm。

碎部点高程观测值与标准值之

差≤15cm。

平面坐标值超限，每点扣 5

分；

高程超限，每点扣 5分。

总分

说明：

①出现明显失误造成仪器、脚架、辅助工具、资料及设施严重损坏

或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成恶劣影响的，职业素养和操作规范等两个检测

项目记 0分。

②恶意造假或伪造观测数据者，操作规范和成果精度等两个检测项

目记 0分。

2.试题编号 3-2：数字测图内业图形编辑
（1）任务描述

【试题 1】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1.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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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2】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2.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3】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3.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4】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4.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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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5】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5.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6】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6.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7】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7.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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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8】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8.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9】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9.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10】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10.dat，

按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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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11】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 11.dat，按

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12】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12.dat，

按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

开考场。

【试题 13】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13.dat，

按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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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14】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14.dat，

按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试题 15】现有数据采集的原始文件在桌面上，其文件名为测图 15.dat，

按照《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的测图要求，结合提供的草图，完成 1:500 地形图内业编

辑成图工作，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

说明：

1.按规范要求表示高程注记点，除指定区域外，其他地区不表示等高线。

2.绘图：按图式要求进行点、线、面状地物绘制和文字、数字、符号注记。

注记的文字字体采用绘图软件默认字体。

3.图廓整饰内容：采用任意分幅、图名为果园村、坐标系统为独立坐标系，

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等高距为 0.5 米、测图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不注记测图单位和作业员信息。

4.提交 DWG 格式数字地形图，图名为顺序号.dwg,并保存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图画完，保存完之后，需当面考官从新打开一次，考生才能离开

考场。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机房

设施设备 装有成图软件，野外绘制的草图，数据文件

工具 铅笔、A4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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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软件环境
专家需熟知地形测量规范，从事过地形测量工作 2

年以上的教师或一线技术人员。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3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7 数字测图内业图形编辑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职业

素养

5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计算机硬

件、软件、所需的数据文件、图

纸、资料、材料和辅助工具是否

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5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计

算机硬件、图纸、资料、材料和

辅助工具归位，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

意识。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

好与监考老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5 打开文件，对照草图进行编辑。 未能独立打开文件，扣 5分。

5 比例尺设置正确。 设置错误扣 5 分。

10 按规定格式上交成果。
未按规定格式上交成果，扣 10

分。

3
成果

质量

30

要素完整性质量：

①地理要素按其重要程度取舍合

理，图面完整；

②等高线表示合理。

独立地物漏一个扣 1分，线状

地物漏一个扣 2分，面状地物

漏一个扣 3分。

未绘制等高线扣 10 分，等高线

与高程发生矛盾，一处扣 1 分。

15

地形图编辑质量：

①文件和文件夹名称符合操作要

求；

②控制点属性正确，图中使用符

号与图式标准符号一致，

属性表示错误一处扣 1 分

15 整饰 错一处扣 1分，扣一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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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施工放样模块

1.试题编号 4-1：工程施工放样内业数据计算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1】某工程直线段K0+000中线的坐标x=568.397 y=685.332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1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

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10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2】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1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1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3】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2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20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4】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2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2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5】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3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30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6】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3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3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7】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4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40 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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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8】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4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4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9】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4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4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10】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5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50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11】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5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5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12】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6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60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13】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6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6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14】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70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70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试题 15】某工程直线段 K0+000 中线的坐标 x=568.397 y=685.332 .



51

K0+180 的坐标 x=681.992， y=824.961，在里程 k0+175 左边，离中桩距离

35.5 米处有一边桩。

1.计算中线上 k0+175 的坐标。

2.计算边桩的坐标。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教室

设施设备 计算器

工具 工程测量规范，铅笔，尺子，A4 纸，夹板

软件环境
专家需熟知工程测量规范，从事过工程施工测量工作

2 年以上的教师或一线技术人员。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 45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9 工程施工放样数据计算评分细则

序

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职业

素养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数据等

资料和辅助工具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起

算数据等资料和辅助工具归位，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护意识。

每漏掉一项（处）扣 1 分。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

好与监考老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 分；不尊重监考

老师扣 1～5 分。

2
计算

过程
40 计算正确

按步骤给分，第一题：写出已知点坐标，

得 5 分、距离、方位角、每个得 5 分；

3
计算

结果
30 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正确。

每写出一个正确公式或计算正确一个，

得 10 分

总分

2.试题编号 4-2：工程施工放样外业观测模块
（1）任务描述

【试题 1】某施工区有 W1、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1 作为测站点、E1 作

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线交

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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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1 108069.442 57213.294 测站点

E1 108066.281 57298.030 后视点

E4 108056.292 57297.806 定向检查点

P 108069.675 57234.939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2】某施工区有 W1、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1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1 108086.436 57213.819 测站点

E1 108095.057 57298.175 后视点

E4 108085.134 57299.338 定向检查点

P 108089.669 57235.223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3】某施工区有 W1、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1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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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1 108081.402 57109.077 测站点

E1 108079.867 57193.858 后视点

E4 108069.875 57193.826 定向检查点

P 108082.050 57130.714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4】某施工区有 W2、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2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2 108067.037 57211.456 测站点

E1 108066.281 57298.030 后视点

E4 108056.292 57297.806 定向检查点

P 108066.559 57233.539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5】某施工区有 W2、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2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2 108083.800 57212.333 测站点

E1 108095.057 57298.175 后视点

E4 108085.134 57299.338 定向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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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x y H 备注

P 108086.389 57234.268 轴线交点

P 点实测坐标

【试题 6】某施工区有 W2、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2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2 108078.962 57107.286 测站点

E1 108079.867 57193.858 后视点

E4 108069.875 57193.826 定向检查点

P 108078.908 57129.374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7】某施工区有 W3、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3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3 108064.635 57210.753 测站点

E1 108066.281 57298.030 后视点

E4 108056.292 57297.806 定向检查点

P 108063.671 57234.992 轴线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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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号 x y H 备注

P 点实测坐标

【试题 8】某施工区有 W3、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3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3 108081.323 57211.969 测站点

E1 108095.057 57298.175 后视点

E4 108085.134 57299.338 定向检查点

P 108083.730 57236.108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9】某施工区有 W3、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3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3 108076.547 57106.629 测站点

E1 108079.867 57193.858 后视点

E4 108069.875 57193.826 定向检查点

P 108076.048 57130.882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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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0】某施工区有 W4、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4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4 108061.819 57212.394 测站点

E1 108066.281 57298.030 后视点

E4 108056.292 57297.806 定向检查点

P 108060.041 57232.844 轴线交点

P 点实测坐标

【试题 11】某施工区有 W5、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5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5 108074.831 57213.355 测站点

E1 108095.057 57298.175 后视点

E4 108085.134 57299.338 定向检查点

P 108076.477 57236.002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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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2】某施工区有 W5、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5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5 108069.936 57107.228 测站点

E1 108079.867 57193.858 后视点

E4 108069.875 57193.826 定向检查点

P 108068.860 57129.909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13】某施工区有 W5、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5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5 108058.013 57211.225 测站点

E1 108066.281 57298.030 后视点

E4 108056.292 57297.806 定向检查点

P 108056.503 57233.881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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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14】某施工区有 W5、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5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5 108074.831 57213.355 测站点

E1 108095.057 57298.175 后视点

E4 108085.134 57299.338 定向检查点

P 108076.477 57236.002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试题 15】某施工区有 W5、E1、E4 共 3 个控制点，要求用 W5 作为测站点、

E1 作为后视点、E4 作为定向检查点，放出某建筑物的轴线交点 P。【控制点及轴

线交点的相关信息见“坐标数据表”】

要求：

1.定向时采用坐标定向。

2.放样之前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3.放样完成后，必须采用反测放样点 P的实际坐标来检查其正确性，并将 P

点的实际坐标数据抄录到“坐标数据表”中。

坐 标 数 据 表

点号 x y H 备注

W5 108069.936 57107.228 测站点

E1 108079.867 57193.858 后视点

E4 108069.875 57193.826 定向检查点

P 108068.860 57129.909 轴线交点

P点实测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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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布设好的控制点

设施设备
全站仪（测角精度为 5 秒，测距精度为 3mm+2ppm）,配套组合棱镜 1

套，三角架 2 个，对中杆 1 个，棱镜 1 个

工具 工程测量规范，铅笔，尺子，坐标记录表格，夹板

软件环境
专家需熟知工程测量规范，从事过工程施工测量工作 2 年以上的教

师或一线技术人员。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间为 30 分钟。

（4）评分细则

表 8 工程施工放样外业放样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职业

素养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

工具书、材料和辅助工具归位，不损

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护意识。

检查到位得工作有序、满

分；检查或归位每漏掉 1

项（处）扣 1 分；扣完为

止。

10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能正确处理好与

监考教师的关系。

扰乱考场纪律扣 1～5分；

不尊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2 操作

规范
20

仪器要关箱；

不能摔仪器。

仪器取出后未关仪器箱扣

5 分；

摔仪器扣 20

3 定向 10 采用坐标定向 不采用坐标定向扣 5 分

4 检查 20 放样需检查定向的准确性 无检查扣 5 分

5
成果

精度
30

每放出一个点观测其坐标与计算值

进行比较，偏差应在 3cm 范围内；

3cm 范围内不扣分，3-5cm

扣 10 分，大于 5cm 扣 30

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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