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CEDARVILLE Engineering Group, LLC
解决方案
政府
地点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科茨维尔
项目目标
• 提供准确的三维地形模型，
以支持科茨维尔最大的工业
废弃用地再开发项目
• 挑战传统测量方法，生成三
维实景建模，帮助用户直观
地看到并测量地形和地面情
况，以进行规划和设计
使用的产品
ContextCapture

快讯
• 该工业废弃用地的综合三维
模型是该市可用于相关经济
规划和开发项目的宝贵资源。
• 实景建模推动了该项目的
成功，CEDARVILLE 已着手在
未来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
ContextCapture。

ROI
• 借助 ContextCapture，
CEDARVILLE 在短短数小时内
便从 750 多张航拍图、现场
照片和旧测量数据中生成了
高分辨率的三维实景模型。
• Bentley 软件的灵活性和数据
互用性使得 CEDARVILLE 能够
克服传统测量的限制，无需
进入现场即可为受限空间生
成准确的三维实景网格，从
而降低成本和风险。
• 三维地形模型提供了必要的
细节，帮助城市规划师和工
程师准确计算了 22,400 立方
码的囤积填方，节省了购买
清洁填料带来的巨大成本。

ContextCapture 支持科茨维尔市最大的工业废弃
用地再开发项目
CEDARVILLE Engineering Group 通过制作精确的三维地形模型，消除受
限空间中成本高昴的现场测量需求
前工业区再开发规划
科茨维尔是宾夕法尼亚州最富有的切斯特县最贫穷
的社区，这里曾经是繁荣昌盛的钢铁生产城市，以
生产和工业出口为主业，如今只能依靠陈旧的基础
设施勉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科茨维尔再开发管理局 (RDA) 正致力于在现有的
工业废弃用地上重新开发商业、住宅和工业设施。
为了实现促进社区再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CEDARVILLE Engineering Group (CEDARVILLE) 为该城市的
大型工业废弃用地再开发项目免费提供名为“The
Flats”的 RDA 概念设计和规划服务。
为了提供三维概念设计方案，CEDARVILLE 需要勘测前
钢厂所在位置的现场情况。“The Flats”占地 30 英亩，
场地内存在被拆毁工业建筑的废弃地基、有害材料
和土壤污染，并有铁路线侵入其中，而且易受洪水
侵袭。这些情况使得传统的现场测量开展起来成本
高昂且危险重重，项目组需要考虑另选解决方案来
解决测量限制问题。进入该现场需要经过特殊程序
并获得相应的许可证，因而 CEDARVILLE 创始人兼总
裁 April Barkasi 表示“进行传统的测量可能需要花费
4 万美元。”由于需要在适度的预算下进行受限的现
场访问和详细分析，CEDARVILLE 需要准确、可扩展的
软件，以安全而又经济高效的方式捕获现有地形条
件的三维模型，以便对“The Flats”进行有效的再开
发规划。

实景建模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
为了挑战高成本、高风险的传统测量方法，CEDARVILLE
探索了各种方法来安全地测量现有地形并对现场进
行精确建模。该团队将各种不同的现有数据表编集
到一起，确定了额外的数据需求，最终确定摄影测
量实景建模可提供经济有效的最佳解决方案。这种
新技术使 CEDARVILLE 能够使用无人机 (UAV) 以捕获简
单的照片的方式对现场进行测量而无需进入现场，
并创建带纹理的精确网格模型。

CEDCEDARVILLE 通过无人机在约 20 分钟内捕获了 750 多张航拍
图，并使用 ContextCapture 合成基础影像来构建精确的实景模型。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实景建模应用程序，但是 CEDARVILLE
需要一种互用性技术，这种技术必须能够处理 30 英亩
工业废弃用地的容量、高分辨率图像以及现有数据和
元数据，以便生成准确的三维网格来处理横截面设计
和剖面分析。根据这些要求，CEDARVILLE 确定 Bentley 的
ContextCapture 符合该项目的可扩展性、工程精度、数据
互用性和建模标准。
“我们希望尽可能高效地生成地形数据。”Barkasi 解释
说。使用 ContextCapture 进行实景建模为团队提供了必要
的灵活性和准确度，以便及时、经济高效地向 RDA 提供
原钢厂场地再开发概念规划评估和设计。

“借助技术上最具创

具体来说，ContextCapture 生成的三维地形模型简化了确
定填满两英尺溢流盖所需填充量的计算，该溢流盖用于
防治该工业废弃用地的污染问题。通过该模型，城市规
划师和项目工程师准确计算了现场囤积的 22,400 立方码
清洁填方，表明现场囤积了足够的物料，足以覆盖市内
26 英亩工业废弃用地中超过 7 英亩的工业废弃用地，超
过该地块所需的分区面积规定。Barkasi 评论说，“散装
清洁填方每立方码的成本介于 8 美元到 20 美元之间，成
本效益巨大。”

意的工具，我们开发
了一种能够高效地创
建精准的三维可扩展
模型的过程。未来的
基础设施将从实景建
模开始。”
– CEDARVILLE 创始人兼总裁
April Bark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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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Capture 可帮助地方市政部门直观地看到“The Flats”
的状态和工业废弃用地再开发的概念设计方案。

自动化技术
借助无人机，CEDARVILLE 仅在 20 分钟内便捕获了超
过 750 张航拍图，并通过 ContextCapture 合成了四个
周边地面控制点 (GCP) 的基础影像。ContextCapture 的
数据互用性和摄影测量重建功能使得 CEDARVILLE 能
够利用无人机、手持摄像机、地面控制点、现有测
量数据和旧照片中的信息和图像来构建精确的实景
模型，从而消除现场检查的需求。“这块地有些地
方很难进去。[Bentley] 这种技术让我们不需要穿着靴
子走进去，也能实现和实地测量一样的结果。”科
茨维尔市政经理 Michael Trio 表示。
此外，ContextCapture 的灵活性和数据互用性使得
CEDARVILLE 能够更快地收集数据并准确地向科茨维
尔市的当局说明这些数据。该软件在短短数小时内
便自动重建了现场的模型，完全无需对项目现场的
结构或地形进行手动建模。采用 Bentley 的实景建模
应用程序自动生成地理参考三维模型，不仅降低了
风险、确保了安全性、增强了决策能力，还可以加
快获得当地市政部门认可的速度。项目组亦能够快
速、准确地记录“The Flats”的现状，然后提出概念
规划，以展示针对该工业废弃用地的重新利用类型，
从而为城市当局节省大量时间。

最后，实景模型为 CEDARVILLE 设计师提供了绝佳的信息，
以便在提取截面并导出至 HEC-RAS 之前构建必要的流量
校准和剖面图，以执行必需的泄洪道分析。在提取的结
构中，废弃钢厂的地基和桥梁结构中的结构细节也得到
了明确说明，使得 CEDARVILLE 工程师能够优化分析，最
大限度地减小新排水分级对泄洪道的影响，并从总体上
确定可行的再开发方案。

推动实景建模迎来光明的未来
在“The Flats”工业废弃用地再开发项目中开始使用
ContextCapture 实景建模技术无疑是 CEDARVILLE 和科茨维
尔的一大成功。这种方法不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而且画面逼真、尺寸精确、高度精细的三维模型还推进
了工程设计，增强了决策能力，从而能够尽快得到利益
相关方的认可，这些是土地再开发项目实现经济效益的
关键。实景模型借助可靠的现场数据，提供地产的综合
鸟瞰图，可在为潜在投资者制作招股说明书时实现战略
优势，并将继续通过相关经济开发项目的规划和设计为
城市创造价值。通过使用该模型，“The Flats”再开发项
目已获得多家机构的额外拨款和资金，用于建设该项目
所需的交叉路口和道路。
在科茨维尔成功启动实景建模后，CEDARVILLE 扩大了这
项新技术的影响，利用它来解决市镇社区排水问题，并
计划沿乡间道路修建人行道。CEDARVILLE 计划使用
ContextCapture 通过几个 即将开工的项目实现类似的效果。
“借助技术上最具创意的工具，我们开发了一种能够高
效地创建精准的三维可扩展模型的过程。未来的基础设
施将从实景建模开始。”Barkasi 说。

准确的三维实景网格可促进工程设计和工程
优化选取
借助 ContextCapture，CEDARVILLE 生成了一个文件大小
比点云小近 30％ 的多分辨率三维实景模型，从而在
处理模型时增强了数据的整体处理能力和响应能力。
项目设计师可以在模型中进行交互式移动，以实现
所需的排水分级，并符合最佳规划和再开发要求。
CEDARVILLE 利用准确表面模型的视觉价值来阐述对
设计选项、分级和基础设施规划的建议和发现。带
纹理的网格为项目提供了完整的视觉呈现，方便团
队、客户和利益相关方识别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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