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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利用国产资源三号卫星立体影像制作DEM产品过程中,通过遥感手段利用NDVI和ＮＤ－
ＷＩ对植被、水域等要素范围边界进行快速提取,实现了数据制作过程中滤波环节准确性和适应性的增
强,进而达到了对DEM产品精度提升和制作效率提高的目的。由此形成的技术方案可以为全球地理信息
资源建设与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资源三号卫星；数字高程模型(DEM)；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归一化水体指数(NDWI)
中图分类号：P23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Key Technology of Using Satellite Stereo Images to Produce DEM
Qian Xu
The First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DEM products by using the domestic resource No. 3 satellite stereo image,
NDVI and ND-WI are used to quickly extract the borders of the vegetation, water and other elements through
remote sensing,which enhanced the accuracy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filtering link in the data making process, and then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DEM products.The resulting technical
solution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lob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Key words] resource No. 3 satellit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ex (NDVI);
normalized Water Index (ND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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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DEM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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