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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21世纪信息时代,测绘技术的不断更新,从手工绘图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物联网等多
技术的融合使用,使得测绘行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城镇和农村的发展迅速,地物的变化日益加快,因
此,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更新已成为基础测绘生产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而高分辨率的航空
影像主要具备节约人力、高分辨率、直观准确等特点,故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已成为地形图更新数据源的
重要手段。本论文主要介绍了以高分辨率航空影像为数据源,介绍了利用已有控制点,解析空中三角测量
成果生成DOM的流程,并采用DOM与原有DLG套合进行内业采集更新地物,从而通过外业调绘结果进
行核实变更地物并进行内业编辑,最终根据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编码属性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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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age,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from manual draw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makes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change with each passing day and advance by leaps and
bound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rapid change of land features, the updating
of topographic maps on various scales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 task in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ion. The high-resolution aerial imag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ving manpower,
high-resolution, intuitionistic and accurate, so high-resolution aerial image will undoubtedly become an
important data source for topographic map updating.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introduce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DOM by using the existing control points and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aerial triangulation, and use the
DOM to gather and update the objects in the field with the original DLG, through the results of field survey and
mapping to verify the change of objects and editing, and finally based on the basic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elements classification and coding attributes into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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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分辨率航空影像更新成都
市都江堰地区1:2000地形图
2.1试验区概述
2.1.1试验区范围
本实验所采用的影像数据是2016年
拍摄的航空影像,更新的地形图为2010
年成图的成都市都江堰周边地形图,对
该地区的房屋、道路等地物的变更进行
要素采集更新。

2.2.2 DOM与原有数字线划图DLG的
叠加
目前,试验区内现有2010年完成的
成都市都江堰地区1:2000数字线划图
DLG(如图2),将原有数字线划图与DOM相
比较可以快速地找到地物变化的内容。在
DOM上采集新增地物的位置,地物的属性
确定需要进行外业调绘,对被阴影遮挡
无法采集的数据进行勘察和补测。

例尺地形图进行更新具有现势性强、信
息丰富、精度高等优点。由此可知,高分
辨率航空影像是更新城市大比例尺地形
图的有效途径。随着测绘技术的快速发
展,航空摄影测量必然是朝向自动化智
能化发展的,并且可以有效缩短地形图
的更新周期和降低更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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