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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UNWAY SURVEY SHARES CO., LTD

EPS 3DSurvey 三维测图系统
EPS 3DSurvey 三维测图系统，是山维科技基于自主版权的 GIS 数据生产平台 EPS 地理信息工作站研发的三维矢量采

风吹日晒再不怕
咱把地球搬回家

编产品。提供基于正射影像、实景三维模型、倾斜影像、点云数据的二三维采集编辑工具，支持大数据浏览以及高效采编
建库一体化，直接对接基础测绘、不动产、智慧城市等专业应用解决方案。

一、垂直摄影三维测图
基于正射影像 DOM 和实景表

二、倾斜摄影三维测图

面模型的源数据测图

基于倾斜摄影生成的实景三维
模型及倾斜相片等源数据测图

四、虚拟现实立体测图
采用立体眼镜，基于倾斜摄影

三、点云三维测图
基于各种地面激光扫描、机载
Lidar、测量车、无人机等点云
及全景相片数据测图

生成的实景三维模型的源数据
虚拟现实立体测图

技术特色

技术特色
二三维采编建库一体化，信息化与动态符号化

虚拟现实立体测图

基于 EPS 地理信息工作站开发的二三维采集工具，继承 EPS 平

配戴立体眼镜，清晰再现逼真的虚拟现实场景，可任意旋转

台二维编辑习惯，支持叠加实景三维模型、点云等多种数据，二维、

改变视角。支持虚拟现实模式下地物和属性同步采集和编辑，并实

三维、立体多窗口中矢量符号显示一致、编辑功能一致，实现了采

现对象信息化与动态符号化。

编库一体化。数据成果面向对象信息化及多尺度动态符号化，一套
数据既满足制图要求，又能够直接入 GIS 数据库，图库一体化。

网络化生产，数据统一管理
多数据源多窗口多视角协同作业
以数字正射影像 DOM、数字高程模型 DEM、实景表面模型、
倾斜相片、点云、全景相片等多源数据为基础实现外业测图的内业化。

实现测绘生产网络化，支持海量数据的网络共享和访问，实现
海量数据统一管理，新老数据更新存档，减少了大数据的反复拷贝
等环节，增强了数据保密性，大大提高了测绘数据的生产效率，增
强了测绘生产在网络环境中的安全性。

多源数据、多窗口、多视角联动，发挥各数据源的独特优势，协同
联动采编，提高测图精度与测图效率。

支持海量数据快速浏览

可直接对接基础测绘、不动产、智慧城市等
专业应用项目
系统提供直接对接基础测绘、不动产、智慧城市等专业应用解

大数据时代，系统中提供了海量数据的存储、调度和管理方法，

裸眼

包括影像金字塔、八叉树、多线程等，实现海量数据的高速显示和
快速作业。

决方案，基于三维测图系统，遵循专业标准要求，同时采编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直接采编符合要求的信息化成果数据，成果数据可
以直接入专业数据库。

三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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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主要功能
支持 DOM 与 DEM 叠加生成实景三维模型
系统提供了生成实景三维模型的功能，是基于数字正射影像和
数字高程模型生成实景三维模型；生成过程自动构建八叉树，保证
大数据实景模型的流畅显示。

EPS 三维采、编、质检与二维功能一致，并
提供直观的三维专用功能
三维测图系统基于 EPS 地理信息工作站基础研发产品，系统同
一平台，共享平台采、编、处理、质检等功能。 具备以数据库为核
心，构建图形与属性共存的数据存储结构，融图形与属性于一体 ; 具
备 GIS（信息）与 CAD（制图）在数据层面上的统一；具备投影设置、

支持直接调用倾斜摄影生成的模型

坐标换算、拓扑处理、自动接边、数据转换等工具；提供基于三维
模型独特快捷房屋绘制、模型提取、地物采集等专用功能。

系统提供了直接调用倾斜摄影模型的功能，支持 SMart3D、
PhotoMesh 平台处理后生成的模型，模型的格式支持 Dsm、Osgb
等格式数据的载入。

提供所采地物根据指定位置快速升降高程
信息
系统采用快捷键在采集地物时，能够根据指定位置快速升降高

支持多窗口同步测图、二三维联动

程信息，实现了高效的采集高程的手段。

以数字正射影像、实景表面模型数据为基础，实现数据叠加、
多窗口、多视角、二三维联动等同步显示和测图。
以点云数据、全景照片数据为基础，实现点云数据的二维、三维、
剖面视图的显示，可同时进行透视图、顶视图、前视图、俯视图多
个窗口的联动显示和测图。

支持透视投影与正射投影切换
系统可以立体采集建筑物的白模，提供投影显示设置功能，
能够灵活切换透视投影和正射投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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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模型切割去除植被与高楼
倾斜模型中的植被或高层建筑经常影响到测图，可以使用切割显示功能对模型进行切割。

主要功能
测量车点云数据与全景影像叠加，工作平面
实现无点云测图
系统基于测量车点云数据和全景影像数据，提供采编工具，“工
作平面”巧妙的将三维空间转换为一个竖直（或水平、倾斜）的平面，
通过多窗口光标同步，参考其它窗口的影像与点云数据，实现平面
窗口的无点云测量；
在工作平面上可方便的应用各种编辑功能、快捷键，如批量复制、
平移，按快捷键插点、拖点；
该功能可应用于建筑物立面采集（如窗户），或平地上的地物
采集。

支持点云生成 DEM 或 DSM、自动生成等高线、提取高程点
系统提供基于 Lidar 点云数据（地貌点云）重构数字高程模型 DEM，基于点云数据（含绿植点）生成数字高程模型
DSM 。提供基于数字高程模型自动生成等高线、提取高程点功能。根据丘陵、平原、高原、沙地、城市、喀斯特等地形差异，
提供不同算法保障等高线吻合度、高程精确度。

支持轮廓线自动提取

单元与另一个单元都不一样，人工绘制起来工
作量很大，自动提取可以快速获取建筑的轮廓
线，自动提取的矢量成果目前可能达不到人工
采集的效果，但可用于某些特定应用场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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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提高测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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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楼的测量，楼的凹凸特别多，一个

外业平板调绘系统

智能化测绘的优势

基于 EPS 地理信息工作站平台，结合外业实际作业环境、外业调绘习惯定制开发，

数据获取高效丰富

产品满足航测外业调绘、外业检查以及其他各类外业数据采集更新等业务使用。

基于无人机、测量车等手段获取数据，相比传统测绘手段，数据
源获取由单个 x、y、z 坐标增加至点云、DOM、DEM、DSM 等，成
果丰富且效率高效。

技术特点

基于实景三维模型测图，能够解决外业拒测的居民区或施工工地
● 专人密码登录，保证数据安全；

Dom 数字正摄影像

● 内业成果数据无需任何转换直接进入外业调绘系统；

采集难的问题，三维实景对封闭测区情况一目了然，房檐无需外业调绘，
三维数据轻松采集，外业调绘工作量大幅度减少。

● 外业人员直接标定问题或者直接编辑数据，系统自动监理各自工作，

数据成果精度高

无需内业再次编辑做重复工作，内外业作业员各负其责。

倾斜摄影模型，平面精度和高程精度可以达到 1:500 地形图测图

主要功能

要求，并且封闭区域可以采集，使测绘成果精度比较均匀，避免地物

● 支持矢量影像叠加，支持影像大数据；

连接 GPS

看得见实测，看不见的目测等情况。
Dsm、osgb 实景表面模型

● 支持 GPS 定位导航和行走轨迹记录；

生产工艺简单高效

● 支持野外任意草图绘制；
● 支持拍摄照片，照片自动生成标示符；

实景三维测图实现了真实的裸眼三维测图，相对传统立体测图更

● 支持图形、属性编辑及注记快速标注；

直观，硬件门槛低，笔记本即可测图，软件操作简单，内外业人员轻

● 支持调绘影像随行进方向自适应旋转；

松航测。

● 支持输出 MDB\DWG 等格式数据。

拍照
Dem 数字高程模型

质检部门轻松抽查
对于质检部门，实现对成果检查外业质量检查，移到内业检查，
数据成果叠加实景三维模型，轻松抽查丢漏、测错、取舍不合理等质
量问题。

轻松绘制草图

point cloud las 点云数据

三维测图通过实景模型测图，测绘人员避免了危险作业。不需
要再爬上高高的建筑物，不需要游走在高速路上，不需要攀上高山
峻岭；减免实地置身于易燃易爆、高压等危险地区；通过新技术实
现了大量的外业工作内业处理，不受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等恶劣天

9
软件界面
point cloud JPG 全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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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影响，轻松把地球搬回家，实现按需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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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安全人性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系统已广泛服务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广西、河北、内蒙古、山西、

山区倾斜实景三维模型 1:1000 地形图采集

吉林、湖南、湖北、福建、宁夏、甘肃、青海等国土、测绘单位，软件应用在土地确
权、农村宅基地、水利规划设计、1:500-1:10000 基础测绘、地面 Lidar 点云测图、
全景影像的精确量测、隧道纵横断面等多种测绘业务中。
1:500 地形图采集

项目成果图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采用旋
翼无人机，进行农村及城市倾斜摄
影 航 飞， 生 成 实 景 模 型。 采 用 EPS
三维测图系统进行 1:500 地形图采
集，通过 GPS 验证，地形图成果满
足 1:500 地形图精度要求，数据获

露天矿监测１: １000 地形图数据采集

取效率为全野外采集的 5 倍之多，
并且数据成果丰富，全图精度平均，
数据采集过程有全野外，变成少量
野外，大部分内业采集。全面提高
了生产效率，改善了野外人员工作
环境。

平面精度
0.081

农村宅基地倾斜实景三维模型 1:1000 地形图采集

EPS 3D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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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精度
0.058

典型案例

产品家族

点云自动生成等高线、高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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