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AEROmetrex
解决方案
实景建模
地点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帕拉马塔
项目目标
• 为规划、路线选择、评估和
咨询的各个方面创建三维
模型。
• 统一所有专业的数据，并创
建三维框架的联合数据集。
使用的产品
Bentley AXSYS、ContextCapture、
OpenRail

快讯
• 帕拉马塔轻轨项目是
AEROmetrex 开展的规模最大
的高精度 ContextCapture 项目，
面积达 19.6 平方公里。
• 项目团队使用 ContextCapture
编辑和重构了三维模型的细
节，从而保证了高度的数据
完整性。

ROI
• AEROmetrex 在六周时间内拍
摄了约 60,000 张铁路线的图
像，并仅用了 26 天的时间完
成了图像处理。
• 该团队使用 Bentley 应用程序
在 45 天内完成了三维模型
编辑，从而满足了项目期限
要求。

AEROmetrex 创建三维实景模型，缓解悉尼
交通拥堵状况
Bentley 的实景建模解决方案在 26 天内处理了 60,000 张悉尼帕拉马
塔轻轨图像
设计连通帕拉马塔地区的新铁路线
2016 年 11 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NSW) 交通部
委托实景建模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AEROmetrex 设计
帕拉马塔轻轨。帕拉马塔轻轨项目旨在促进悉尼的
人口中心向西部转移。
和许多大城市一样，澳大利亚悉尼的房地产价格正
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快速增长。受天然屏障影
响，这座城市无法向东、向北或向南扩展，所以目
前正在向西朝帕拉马塔地区转移。到 2036 年，预计
超过一半的悉尼人口将集中在这一地区。新的住宅
和商业场所、健身区以及通往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
更佳通道等设施的建设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目
前面临的挑战是现有的公共交通和铁路网尚无法充
分满足这些建设的需要。帕拉马塔轻轨项目将有助
于缓解悉尼几条最拥堵的交通路线，同时缩短通勤
时间。
AEROmetrex 负责创建了拟建铁路网路线的三维实景
模型。该模型将用于初步的路线选择，然后用于社区
咨询并用作勘测数据源。实景模型覆盖面积达 19.6 平方
公里（约 7.55 平方英里）。AEROmetrex 需要创建
一个三维模型，用于规划、路线选择、评估和咨
询的各个方面。项目团队需要创建一个模型来帮
助统一项目中涉及的所有专业的数据，同时创建
一个联合数据集用作项目的三维框架。

利用 Bentley 的 ContextCapture 将实景模型缩放为 GPS
测量的地面控制，从而保证最终的总体精确度。最后
用约 10 周时间为客户创建并交付了三维模型。项目
团队编辑和重构了三维模型的细节，保证了 AEROmetrex
客户重点关注要素的数据高度完整性。该团队还创
建了该区域的“真实正射照片”，这是一种经过比
例校正的二维图像，其中包括地形表面特征在内的
所有特征都以真实位置呈现。此特征确保任何细节
不会被建筑物或树木遮挡。

提供单一真实的信息源
使用 AEROmetrex 的三维模型，增强了所有形式的其
他数据的可解释性和背景信息，从而加强了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协作。它生成了单一真实的信息源，并
简化了设计模型和地下服务的整合过程。该模型可
以在所有 Bentley 应用程序中显示和使用。该项目已
提供一个全面的跨专业联合数据集，创建了一个独
立平台，为用户提供值得信任的准确信息。设计模
型也可以随时集成到实景模型中，甚至还可以在最
终呈现时添加细节。然后，在开始实际施工之前，
可以使用设计模型了解项目的各个部分，例如安全
性和可见性。最后，将地下服务数据集成并显示在
三维实景模型中可带来巨大的优势，可以增进铁路
施工承包商与公用事业和服务公司之间的协作。

利用照片生成三维模型
帕拉马塔轻轨项目是 AEROmetrex 开展的规模最大的
高精度 ContextCapture 项目。为了创建三维模型，项
目团队用直升机在六周时间内利用低空倾斜摄影拍
摄了近 60,000 张铁路线的图像。通过使用直升机拍
摄该地区的照片，勘测员不必站在繁忙的公路或铁
路线上进行勘测，从而提高了安全性；这也有助于
减缓交通拥堵状况：任何基于地面的勘测方法都会
加剧帕拉马塔公路的拥堵状况，开展任何静态勘测
都需要专门的交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帕拉马塔轻轨项目是 AEROmetrex 承接的规模最大的高
精度 ContextCapture 项目，利用 60,000 张图像生成了全
面的实景模型。

“在这样一个备
受关注的大型、造
价颇高的政府项目
中，应用 Bentley 的
ContextCapture 实景
建模技术，这是在重
大工程管理应用中采
用这项技术所迈出的
重要一步。这不再是
一项‘最新的颠覆’
技术，而是面向未来
的测绘技术。”

提高社区连通性

利用三维建模节省时间

建成后，该项目将给当地社区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目前，三维实景模型允许客户从任何角度或视角查
看模型，从而消除了不确定性和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此功能可帮助人们了解项目将如何影响和造福当地
社区。该项目最终将成为一个快速和安全的公共交
通路线，连通目前只有汽车可以到达的悉尼西部社
区。它还可以将就业和发展机会引向西部，减轻城
市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并在悉尼和帕拉马塔之间
建立一条交通要道。

最终的数据产品在 2017 年 4 月交付给了客户。帕
拉马塔轻轨计划采用 Bentley 应用程序节约了大量时
间。项目团队在 26 天内处理了数万张图像。通过
使用 Bentley 应用程序，该团队在 45 天内完成了模
型编辑，满足了项目期限要求。

通过使用 Bentley 应用程序来帮助设计铁路，项目
团队减少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ContextCapture 可在
直升机上快速采集数据，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勘测该
区域所需的车辆数量。而且，实景模型中精确的特
征描绘可以更好地管理环境对这些特征的影响，传
统勘测方法则可能无法对其进行建模。与现实世界
相比，在虚拟世界中评估影响和测试方案更经济有
效。除了计算机运行需要消耗一些电力，虚拟建模
不会对环境产生其他任何影响。

未来，团队成员将在虚拟空间中测试铁路线的各种
方案，包括选路、障碍物排除、资产收购评估和铁
路线拓宽。最终帕拉马塔轻轨计划成功实施，连通
了悉尼西部社区与城市其他地区。
该项目成功实施后，AEROmetrex 继续使用 Bentley 强
大的实景建模应用程序来不断改进其项目解决方案。

– AEROmetrex Pty. Ltd. 总经理
Mark De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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