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地图制图》课件简介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计算机地图制图》是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学科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旨在解决地图数据
在媒介上的可视化问题。本课程主要讲授计算机地图制图的基本原理和算法，包括计算机地图制图
的理论基础、数据模型，矢量及栅格数据处理算法，计算机地图制图技术的应用等。

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该能够熟练掌握常用的计算机地图制图的基本算法原理，熟练掌握常用
的矢量数据及栅格数据处理算法，掌握计算机地图制图技术在专题制图及地图综合种的应用，并能
够根据算法原理，利用软件进行计算机地图制图软件原型系统的开发。

三、课件基本内容
1. 绪论
计算机地图制图技术的探源、制图的一般过程、相关软硬件设备。
2. 计算机地图制图的基本理论
初等几何学及其算法、图论、计算几何、图像处理基本方法和数字地面模型。
额外包含了 dijkstra 算法原理 flash 示例以及 DP 算法源代码示例以利于课堂形象展示。
3. 计算机地图制图数据模型
矢量数据模型、栅格数据模型、矢栅一体化数据模型、超图数据模型、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额外包含了《矢量数据结构》课件进行深入讲解。
4. 计算机地图制图的矢量数据处理算法
地图符号库算法、地图图形开窗算法、等值线引绘算法、拓扑多边形自动生成算法、曲线光滑
算法、地图综合算法。
其中包含了《制图综合》的课件以及 2 篇课件中涉及到的科技论文原文以进行深入讲解。
5. 计算机地图制图栅格数据处理算法
区域填充算法、距离变换图和骨架图生成算法等。
额外包含了《数字图像处理》课件进行扩展讲解。
6. 计算机地图制图技术的应用
制图软件的应用、普通地图自动绘制、专题地图自动绘制。
额外包含了《专题制图》课件进行深入讲解。

四、学时分配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设计 习题 讨论
时数 时数 时数 学时 课
课 时数

教 学 内 容
绪论

2

计算机地图制图的基本理论

8

4

计算机地图制图数据模型

4

2

计算机地图制图的矢量数据处理算法

10

8

计算机地图制图栅格数据处理算法

4

2

计算机地图制图技术的应用

4

合

计

总

计

32

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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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测量》课件简介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交通工程测量》是土木工程、地理信息系统本科专业必修的一门学科基础课，是相关学科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课程之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
和创新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测量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能够
正确运用测量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解决土木工程建设中定位、放样等实际工程测量问题的
基本能力，从而能够胜任铁路和公路、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和房屋建设等土木工程的勘测设计、
施工建设、运营管理各阶段的测量工作，为后续课程打下专业技术基础。

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测量学在土木工程勘测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各阶段中的
地位和作用，理解测量工作的基本程序和测量误差的主要来源及消减方法；理解土木工程中测量工
作的特点和基本要求，理解工程物变形观测的目的和一般要求。掌握工程控制网的外业观测和数据
处理方法，掌握铁路、公路工程中线测设和桥梁、隧道施工测量的基本方法。

三、课件基本内容
1．绪论
控制测量任务，铁路、公路勘测设计的阶段划分和测量工作任务，施工建设阶段测量工作任务，
变形观测意义和特点。
2．施工控制测量
三角形网布设与外业观测，精密导线外业观测和内业计算，高程控制网布设和精密水准测量实
施。
3．控制网平差
条件平差原理、误差方程列立，法方程式组成与解算，精度评定方法。
重点：误差方程的列立方法，精度评定的方法。
4．线路测量
带状地形图测绘，线路平面组成和平面位置标志，定测放线的拨角法、支距法、任意点极坐标
法，纵横断面测量和路基边桩测设的试探法。
重点：放线测量、断面测量及边桩测设。
5．曲线测设
圆曲线性质及其测设方法，缓和曲线性质，曲线综合要素计算，偏角法测设曲线，曲线上任意
点坐标计算、任意点极坐标法测设曲线。
重点：任意点极坐标法测设曲线。难点：曲线上任意点坐标计算。
6．桥梁施工测量
桥梁施工控制网布设原则，桥轴线长度及精度估算，直线桥中墩台定位测量，墩台纵横轴线放
样。
重点：桥轴线长度精度估算，墩台定位。
7．隧道施工测量
隧道贯通误差定义及精度估算，进洞关系计算和进洞测量方法，洞内控制测量基本形式和特点，
隧道施工中线测设、贯通误差测定和调整。
重点：隧道贯通误差的概念及其精度估算的方法，洞内外控制测量，洞内中线测量。

四、学时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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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设计 习题 讨论
时数 时数 时数 学时 课
课 时数

教 学 内 容
绪论

2

施工控制测量

2

控制网平差

4

线路测量

6

2

曲线测设

6

6

桥梁施工测量

2

隧道施工测量

2

合

计

总

计

24

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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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定位技术》课件简介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卫星定位技术》作为测绘工程专业、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在控制测量、工程
测量、变形监测、地形图测绘、海洋测绘等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使学
生掌握 GPS 定位的原理及应用的方法，从而达到在熟练掌握 GPS 卫星定位知识的基础上，具备独立
完成 GPS 控制测量、RTK 数据采集及相关数据处理能力的目的。

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卫星定位中的坐标系统和时间系统；掌握 GPS 卫星运动过
程、GPS 卫星坐标的计算；掌握 GPS 定位的原理；掌握 GPS 测量误差源；掌握 GPS 数据处理的原
理；熟练掌握 GPS 外业施测方法、技术设计及技术总结；熟练掌握仪器的操作及各种软件的使用。

三、课件基本内容
1. 绪论
了解卫星定位系统发展的历史；了解子午卫星导航系统的原理及发展；掌握 GPS 定位系统的组
成部分及各部分的功能；掌握 GPS 定位的特点；掌握 GPS 的应用领域。
重点：GPS 系统组成。难点：GPS 定位中的空间后方交会原理。
2. 天球坐标系统
了解天球坐标系的用途；掌握天球、春风点、北天极、黄道、北黄极、黄赤交角、岁差、章动
概念；掌握天球三维直角坐标系、天球球面坐标系的定义；掌握协议天球坐标系、瞬时天球坐标系、
平天球坐标系的定义；掌握岁差和章动产生的原因。
重点：协议天球坐标系、瞬时天球坐标系、平天球坐标系的定义。难点：岁差章动产生的原因。
3. 地球坐标系统及时间系统
了解地球坐标系的用途；掌握极移现象及成因；掌握地球三维直角坐标系、大地坐标系的定义；
掌握瞬时地球坐标系和协议地球坐标系的定义；了解协议天球坐标系化为协议地球坐标系的过程；
掌握地心系和参心系的区别。
重点：地心地固坐标系；参心坐标系。难点：各类坐标系间的相互转换。
4. 卫星运动及卫星信号
卫星轨道参数及摄动参数；卫星在观测瞬间的地心地固坐标系中坐标。掌握卫星轨道参数及摄
动参数；掌握卫星坐标计算过程。
难点：观测瞬间卫星坐标计算。
5. RINEX 格式文件的认识
掌握 RINEX 格式文件的类型、文件名的格式；掌握 RINEX 格式文件的格式；掌握精密星历文件
格式。
重点：RINEX 格式文件的格式。难点：提取导航电文中各卫星轨道参数。
6. 静态绝对定位原理
了解测距码、载波相位测量原理；掌握绝对定位的原理；掌握精度衰减因子。
重点：绝对定位原理。难点：测距码、载波相位测量原理。
7. GPS 测速
了解 GPS 测时的原理；了解 GPS 测速的原理。
8. GPS 相对定位原理
掌握单差、双差、三差推理及其优缺点、用途；掌握利用单差模型、双差模型、三差模型进行
定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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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单差、双差、三差模型的推理及其定位中的应用。
9. 单基站差分定位原理
掌握单基站实时差分定位的原理；掌握 RTK 测量中坐标的转换。
重点：RTK 测量原理。难点：RTK 外业测量中的点校正。
10. 广域网差分定位原理
掌握广域网差分定位原理；了解差分 GPS 新进展。
重点：广域网差分定位原理。难点：广域网差分定位原理。
11. 整周未知数解算方法及周跳探测、修复
了解整周未知数解算方法分类；掌握常用整周未知数解算方法及周跳修复方法。
重点：经典的相对定位法解算整周未知数。难点：交换天线法。
12. GPS 定位的误差源
GPS 误差源分类；与卫星有关误差源；与信号传播路径有关误差；与接收机有关误差，其他误
差源；了解常用对流层、电离层改正模型。
重点：掌握 GPS 测量中的误差源及应对方法。难点：电离层对流层改正模型。
13. GPS 外业测量
掌握观测时段、同步观测、独立基线、异步环等概念；掌握技术设计书的编写；掌握 GPS 平面
控制网的设计方法；掌握 GPS 平面控制网工作量、独立基线数、多余基线数等的计算；熟悉 GPS 外
业观测的相关规范要求；掌握技术总结的编写。
重点：技术设计书和技术总结的编写。难点：GPS 平面控制网的网形设计。
14. 布尔莎模型
了解直角坐标变换模型的用途；掌握二维直角坐标变换及平差计算；掌握三维直角坐标变换及
平差计算。
重点：布尔莎模型。难点：如何利用布尔莎模型实现三维直角坐标的变换。
15-17． GPS 数据处理(1)
掌握数据预处理过程；掌握基线解算原理；掌握三维无约束平差原理；掌握已知点约束条件下
的三维约束平差；了解三维联合平差原理；掌握基线向量网二维约束平差。
重点：双差基线解算原理；三维无约束平差原理；三维约束平差原理。难点：基线向量的二维
投影变换。
18. GPS 水准测量
掌握大地高、正常高、正高的概念；掌握多项式拟合法、移动曲面法实现 GPS 大地高向正常高
转换。
重点：多项式拟合法原理。难点：开发程序利用多项式拟合法实现 GPS 大地高向正常高转换。
19-20．GPS 数据处理软件操作
掌握数据的下载、转换；掌握数据处理的基本步骤。
重点：GPS 平面控制网数据处理方法。难点：基线解算。

四、学时分配表
教 学 内 容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设计 习题 讨论
时数 时数 时数 学时 课
课 时数

绪论

2

天球坐标系统

2

地球坐标系统及时间系统

2

卫星运动及卫星信号

2

RINEX 格式文件的认识

2
5

静态绝对定位原理

2

GPS 测速

2

GPS 相对定位原理

2

单基站差分定位原理

2

广域网差分定位原理

2

周跳的探测与修复

2

GPS 定位的误差源

2

GPS 外业测量

2

布尔莎模型

2

GPS 数据处理(1)

6

GPS 水准测量

2

GPS 数据处理软件操作

4

合 计

40

总

计

8

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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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与数字图像处理》课件简介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遥感技术与数字图像处理》是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等专业的基础课之
一。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遥感的电磁物理基础、遥感图像解译的基本原、遥感专题制图
的方法与流程，以及计算机解译与模式识别的基础，达到能切实运用遥感信息技术进行地质勘察、
城市遥感、资源调查和生态环境调查与监测，为资源环境规划管理以及工程决策、设计服务。

二、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遥感的特性和优势；了解遥感的应用和发展趋势。掌握电磁波
谱和地物的反射波谱，理解遥感技术系统。掌握陆地卫星的轨道特征和陆地卫星上的遥感器；理解
陆地卫星的产品；掌握地球观测实验卫星(SPOT)的轨道特征、参数以及高分辩力可见光扫描仪(HRV)
系统及其图像特征；了解其它国家的地球资源卫星。掌握航空摄影图像的黑白、彩色、多波段图像
的感光材料、滤光片及其像片的物理特性；理解光机扫描仪的组成、成像原理及其图像特征；掌握
侧视雷达成像过程及其图像的特性。掌握遥感光学图像增强处理的方法一加色法、减色法、密度分
割法和相关掩模；理解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方法一增强分类处理方法。掌握不同图像的判读标志、判
读方法和程序。理解遥感图像专题判读一地貌、地质、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判读、水、气监测以
及城市遥感。掌握遥感数字图像的性质与特点，理解遥感数字图像的计算机分类，了解遥感图像解
译专家系统。了解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卫星定位系统的集成即“3S”及其应用。

二、课件基本内容
1. 绪论
遥感的基本概念，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遥感的类型，遥感的特点，遥感发展简史，中国遥
感事业的发展。
2. 遥感的物理基础
电磁波谱与电磁辐射（电磁波谱、电磁波谱的度量）
，太阳辐射及大气对辐射的影响（太阳辐射、
大气吸收、大气散射、大气窗口），地球的辐射与地物波谱（太阳辐射与地表的相互作用、地物反射
波谱特征、地物波谱特征的测量）。
重点难点：地物反射波谱特征。
3. 色彩基本原理
光与色觉、 颜色的光学合成、颜色的表示和量度方法。
重点难点：颜色的光学合成。
4. 遥感技术系统
遥感平台、遥感传感器、遥感数据的接收与数据处理系统。
5. 遥感成像原理
摄影成像（摄影像片的几何特征、摄影胶片的物理特征），扫描成像（光/机扫描成像、固体自
扫描成像、高光谱成像光谱扫描），微波遥感与成像（微波遥感的特点、微波遥感方式和传感器）。
重点难点：扫描成像。
6. 遥感数字图像计算机解译
遥感图像的目视解译原理，遥感图像目视解译基础（遥感摄影像片的判读、遥感扫描影像的判
读、目视解译方法与基本步骤）。
7. 航摄像片及其航测知识
航空摄影及其资料、航摄像片的几何特征、航摄像片的立体观测与纠正转绘（自学）、航空像片
目视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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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像点位移。
8. 卫星遥感及其影像
卫星遥感技术系统、landsat 卫星及其影像、SPOT 卫星及其影像、气象卫星及其影像、其它卫
星及其影像。
9. 遥感技术的应用简介（1）
植被遥感、农业遥感和林业遥感的基本概念，应用情况等。
10. 遥感技术的应用简介（2）
城市遥感研究的对象、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遥感制图、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制等。
重点难点：城市基础地理信息遥感制图。
11. 图像处理概论
遥感数字图像、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系统、遥感数字图像处理的
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2. 图像复原处理
遥感图像退化的基本概念、原因和解决方法。
重点难点：几何校正、辐射校正。
13. 图像增强处理
数字图像的增强（对比度变换、空间滤波、彩色变换、图像运算、多光谱变换），多源信息复合
（遥感信息复合、遥感信息与非遥感信息复合）
重点难点：图像增强、信息融合。
14. 图像分类处理
遥感数字图像的计算机分类（分类原理与基本过程、图像分类方法、图像分类的有关问题）。
重点难点：监督分类中训练区的选择和分类的后处理。
15. 图像分析处理
遥感图像的一般分析方法和地形分析方法。
重点难点：地形分析方法。
16. 遥感技术的地学应用
地质遥感（岩性的识别、地质构造的识别、构造运动的分析），水体遥感（水体界线的确定、水
体悬浮物质的确定、水温的探测、水体污染的探测、水深的探测）
，植被遥感（不同植物类型的区分、
植物生长状况的解译、大面积农作物的遥感估产），土壤遥感（土壤的光谱特征、土壤类型的确定），
高光谱遥感的应用（高光谱遥感在地质调查中的应用、高光谱遥感在植被研究中的应用、高光谱遥
感在其它领域中的应用）
，3S 技术的发展。

四、学时分配表
教

学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设计 习题 讨论
时数 时数 时数 学时 课
课 时数

内 容

绪论

2

遥感的物理基础

4

色彩基本原理

2

遥感技术系统

2

遥感成像原理

4

遥感数字图像计算机解译

2

2

航摄像片及其航测知识

2

2

卫星遥感及其影像

2
8

遥感技术的应用简介（1）

2

遥感技术的应用简介（2）

2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概论

2

遥感数字图像复原处理

2

6

遥感数字图像增强处理

4

6

遥感数字图像分类处理

2

4

遥感数字图像分析处理

2

4

遥感技术的地学应用（专题）

4

合

计

总

计

40

2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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