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SiteSee
解决方案
实景建模
地点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布里斯班
项目目标
• 对 Telstra 通信塔进行资产
巡检天线设备审查、腐蚀评
估以及辐射危害安全合规
评估。
• 制定可信赖、可重复的通信
塔巡检方法。
使用的产品
ContextCapture

快讯
• Telstra Corporation 需要制定一
款新的方案来替代传统巡检
方法，从而提高效率并降低
工作人员面临的安全风险。
• 项目团队借助 ContextCapture
生成了资产及其周围环境的
详细三维模型。
• 借助 ContextCapture，可将实
景格网模型与内外部资产管
理系统关联起来，使客户记
录与采集的数据保持一致，
从而弥补信息之间存在的
偏差。

SiteSee 为 Telstra Corporation 的通信塔制定了
高效的巡检方法
ContextCapture 简化了建模流程，将项目交付时间减少了 86%

寻求替代巡检方法

支持人工智能的资产标记

澳大利亚最大的电信公司 Telstra 拥有超过 8000 个基站
发射塔，覆盖了澳大利亚的广大区域。由于 Telstra 的
大多数通信塔都不可攀爬，基站发射塔巡检通常需
要使用移动升降工作平台 (MEWP)，这种传统巡检方
法成本高昂。升降工作平台可对天线和设备进行近
距离检查，以核查损坏情况以及是否需要升级。为
了替代传统巡检方法，降低运营成本并减少工作人
员面临的安全风险，Telstra 与 SiteSee 开展了合作。

SiteSee 在一个小时内用无人机 (UAV) 采集到了无法攀
登的基站发射塔的高质量航拍图像。因此免除了塔架攀
爬带来的健康和安全风险。项目团队采用 ContextCapture
通过无人机图像生成了资产及其周围环境的详细的工
程级别三维模型。该模型为业主的运营决策提供了
精确的真实环境。

Telstra 致力于推动创新，该公司与 SiteSee 签订了合
同，通过自动化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对 25 个基站发
射塔进行设备识别、三维建模和分析。通过使用
Telstra 内部无人机团队采集的通信塔数据，SiteSee
支持 AI 的分析服务可自动识别通信塔特征，提供准
确的现场和通信塔设备状态记录。
SiteSee 成立于 2016 年，该公司针对基站发射塔推出
了世界上首项支持 AI 的三维设备识别技术，运用该技
术可以减少运营开支，制定更明智的决策。该组织
推出的虚拟基础设施管理技术解决方案大胆创新，
在全球获得广泛认可。

ROI
• SiteSee 制定了一种有效的通
信塔巡检方法，提高了工作
人员的安全性、避免了现场
检查并简化了工作流程。
• 项目团队将现场勘测时间从
10 天缩短为 2 天。
• 项目团队节约了 69% 的资产
巡检和维护成本，将项目交
付时间减少了 86%

基站发射塔设备的人工智能资产标记。

ContextCapture 还帮助团队导出了密集的点云，以使
用 AI 对图像和点云进行混合处理，从而做出进一步
的分析。AI 功能可自动识别通信塔特征，提供准确
的现场和通信塔设备状态记录。项目团队需要确保
这一新的巡检方法准确无误，并使用 ContextCapture
的高精度模型实现了这一目标。

加强信息共享
使用 ContextCapture 另一个好处是加强了所有参与方
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ContextCapture 简化了获取
密集点云分析结果以及创建竣工状态文档的过程。
团队成员还可以加载原始照片以在 ContextCapture 中
生成实景模型，从而支持客户的决策过程。
此外，项目团队还在 ContextCapture 中导出了通信塔
的实景格网模型。用户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实
景格网模型，从而任何地方的客户都能够直接对其资
产进行查看、交流和分析。这种做法为工程团队和
现场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协同界面。该团队还通过
该应用将实景格网模型与自己的内部资产管理系统
关联了起来。通过这种数据互用性，SiteSee 能够使
客户记录与从实景格网模型中提取的数据保持一致。

“借助 Bentley 的
ContextCapture，
SiteSee 的三维实景
采集、可视化和
分析服务能够
提供准确的现场状

制定更有效的巡检方法
SiteSee 利用 ContextCapture 和无人机图像创建的实景
模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基站发射塔巡检方法。
总体而言，ContextCapture 的三维实景建模功能降低
了资产巡检和维护成本，并节约了项目交付时间。
由于现场不需要停工便可执行检查，Telstra 可以不
间断地为社区提供移动网络覆盖和互联网接入服
务。SiteSee 制定了一个自动化、可信赖、可重复的
通信塔巡检方法，该方法也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项目
中。

态记录和准确的
通信塔设备

借助实景格网模型，任何地方的用户都能够直接对其
资产进行查看、交流和分析。

记录。”
—— SiteSee 首席执行官
David C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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