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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距离、大跨度的线状工程常常面临地形情况复杂的问题,给测绘作业人员带来高强度、高危
险的大量外业工作,本文阐述了基于机载激光LiDAR技术的线状工程测量方法及其关键技术,通过验证
表明,机载激光LiDAR技术在线状工程测量中精度较高,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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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g-distance and long-span linear engineering often face the problems of complex terrain
situation, which brings a lot of external work with high intensity and danger to surveying and mapping operator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linear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key technologies based on airborne laser
LiDAR technology. Th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airborne laser LiDAR technology has high precision and
obvious advantages in linear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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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点云分类
首先,利用TerraSolid软件基于反
射强度、回波次数、地物形状等的算法
或算法组合,对点云进行自动分类；其
次,对高程突变的区域,调整参数或算
法,重新进行小面积的自动分类；最后,
采用人工编辑的方式,对分类错误的点
进行重分类,将点云分类为地面点和非
地面点。
2.4.3 DEM生产
DEM是基于分类后的点云(地面点)
进行内插后生成的,利用精分类后的地
面点来提取地面模型的关键点,选择道
路特征线、河流边线、面状水域(湖泊、
水库、池塘等)范围线等参与数字高程模
型生成。
2.4.4 DOM生产
基于校正后的影像内、外方位元素
和数字高程模型,对原始影像进行微分
图 1 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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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点云、影像数据,经过生产加工,可
以制作高精度的DEM、DOM、DLG、纵横断
面图、三维电子沙盘等多种成果,满足线
状工程不同阶段的需要。在地形复杂的
线状工程测量中,基于机载激光LiDAR技
术同样具有获取成果丰富、测量精度高、
劳动强度低的优势,在线状工程测量中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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