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客车防务与空间集团

地理空间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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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美科公司简介
美科公司创立于 2005 年，总部设在北京，在美国和香港设有分公司。公司
业务范围主要涵盖海洋测绘、航测遥感和大地测量等应用领域。公司已进入快速、
稳健的发展期，具备坚强有力的高级管理层和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工作经验丰富，
和谐奋进的专业化队伍。
美科公司同全球众多知名厂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包括： GPS 行业巨
头美国 Trimble 公司；全球领先的多波束声呐制造商丹麦 Reson 公司；水下
ROV 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英国 Saab Seaeye 公司；欧洲空中客车防务与空间
集团（Airbus Defence & Space)，奥地利航摄相机厂家微软 Vexcel 公司，加
拿大高光谱航摄仪生产厂商 ITRES 公司等。作为地理空间领域的领导者，空中
客车防务与空间集团为用户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从高精度海量数据快速生产系
统如：像素工厂（Pixel Factory）、街景工厂（Street Factory），到全球目标
数据库、全球高精度控制点、全球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WDEM)、高分辨率光学
卫星和雷达卫星影像等产品。
美科公司同时致力于同上述厂商在技术合作和工程服务领域内更深入、更专
业的合作，并已取得积极进展。美科公司有信心以崭新的高度不断为用户提供先
进的产品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美科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满意度为关注焦点，并与多个国家部委
及重点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包括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交通运输部、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并以良好的产品及技术
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同。公司将本着开放诚信、自强上进的积极姿态，为客户创
造更大价值、与业界同行共同打造技术中国！
公司愿景：成为一流的公司
公司使命：为客户创造价值

1

像素工厂 Pixel Factory

TM

The power of a industrial solution in your hands
高精度、海量、快速航空/航天影像处理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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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防务与空间对地观测数据处理系统——像素工厂 Pixel FactoryTM
Pixel FactoryTM 强大特性
可处理多种传感器数据
航天传感器







航空传感器

SPOT 1-7、Pleiades
Landsat 7
ASTER
IKONOS
QUICKBIRD
WORLDVIEW…








模拟框幅式相机
ADS-40/80/100
UltraCam Eagle
DMC
UAV/先进框幅式
…

多重最终产品
直接产品





衍生产品

数字表面模型 DSM
数字地形模型 DTM
真正射及传统正射影像
无缝真彩色及彩红外镶嵌影像

 ADS 立体像对
 基于真正射影像的变化监测图
 等高线图

可支持多种辅助参考数据
高程参考数据

支持多种格式的输入输出
TM

 Reference 3D
 SRTM
 DTM/DEM（客户提供）
水平参考数据





 栅格数据：GeoTiff, BIL, ECW,
ASCII Grid, DIMAP, DTED,
USGS etc.
 矢量数据：Shapefile, DXF

地形图
经过地理坐标校准的影像
GPS 点
矢量数据

高度自动化的图像处理过程








快速进行多重传感器数据的区域网平差
快速、自动生成同名点
由多对立体像对提取高精度 DSM
由 DSM 高级过滤生成 DTM
自动真正射及传统正射影像纠正
自动检测建筑物，提取建筑边界
80%处理过程自动计算，仅有 20%任务需由人工完成

优异的图像处理性能






图像处理中心，由经过优化的软、硬件构成，专为处理海量影像数据而设计
工作流管理方式，简化用户操作
多任务并行计算，自动排定任务时序
分布式架构，良好、灵活的互操作性
远远优越于人工处理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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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航摄影像的处理
——DSM





DSM 是指包括地球表面所有地物的高度信息（包括植被、建筑等）
。
只有具有高重叠率影像可用以生成高精度、密集 DSM。
这种高度冗余的数据可极大地加强高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Pixel FactoryTM 有能力几乎完全自动化地处理海量的数据，并获得高精度 DSM。

与最终产品相关，典型的图象重叠率的要求如下：

DSM 和真正射
DTM 和传统正射
备注

ADS40

Frame 150mm

Frame 300mm

DMC

UCD

> 70% lateral

80 - 80%

80 - 80%

70 - 80%

68 - 75%

30 - 50% lateral

60 - 30%

60 - 30%

60 - 30%

60 - 30%

与面积相关

对高层建筑有用

——真正射影像
真正射影像是纠正了所有视差的影像，所有点都象是从天底点观测的，没有被遮蔽的区域
 传统正射影像 vs 真正射影像
传统正射影像
- 以 DM 模型进行纠正
- 倾斜的建筑物
- 部分区域被遮挡
真正射影像
- 以 DSM 模型进行纠正
- 直立的建筑物（屋顶都是
正确地被展现）
- 没有被遮挡的区域
 精 确 的 真正 射影 像 要求高 精
度、密集的 DSM，以使所有的
地物都在正确的地点进行投影


——由 DSM 到真正射

——DSM 及真正射影像的应用





DSM 2m GSD

自动提取建筑，以用于更新具有高程信息的地籍
自动生成城市土地利用检测变化图
城市灾害影响评价（城市洪涝灾害评价）
城市快速 3D 建模（旅游信息发布）

真正射20cm GSD

自动建筑边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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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竞争力|时效性|投资回报
产品

分辨率

重叠率/旁向

面积/航拍面积

面积/月

SPOT HRS 正射影像和 DSM

15m

4 000 000 km²

SPOT 1-5 正射影像和 DSM

10m

2 000 000 km²

IKONOS 正射影像和 DSM

1m

40 000 km²

ADS40 彩色传统正射影像 （基于外部 DTM）

1m

30%

6 000 km²

144 000 km²

0.5m

30%

3 000 km²

16 000 km²

ADS40 彩色真正射影像以及 DSM

0.25m

80%

500 km²

2 600 km²

UCD/DMC 模拟框幅相机正射影像及 DSM

0.16m

60%-30%

500 km²

2 400 km²

UCD/DMC 模拟框幅相机真正射影像及 DSM

0.08m

70%-70%

200 km²

400 km²

DMCII 模拟框幅相机正射影像（基于外部 DTM）

0.16m

60%-30%

30 000 km²

10 000 km²

DMCII 模拟框幅相机正射影像（基于外部 DTM）

0.10m

60%-30%

30 000 km²

4 000 km²

ADS40 彩色传统正射影像以及 DTM

以上数字与处理中的自动部分相关，是基于 Infoterra 最近大型项目的经验得到的，使用的是一个 5 个双处理节点的配置，
以及 3 个工作人员。

服务和支持
|从您当前环境平稳过渡
|可信的
|快速用户化定制
•安装服务技术支持 Installation & on-site technical support
•软件和生产的支持 Software &production support
•远程软件维护 Remote software maintenance
•软件培训课程 Software training courses
•据客户需要开发 On-dem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像素工厂客户
Fugro Earth Data (美国)；
Google(美国)；
Pasco (日本)；
TerraDigital/Astec (德国)；
SPOT Image (法国)；
北京视宝；
天下图；
山西省工程测绘院；
陕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吉林测绘地理信息局；
江西测绘地理信息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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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二维影像镶嵌到真实场景的三维镶嵌™（3DMosaic™）

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是领先的 3D 城市制图解决方案，仅依靠倾斜相机影像即可建立完全真实纹理的
令人惊叹的 3D 城市模型。


由倾斜相机影像直接生产三维模型



由结构简单的倾斜相机平台得到可进行高精度三维量测的三维模型



获得航拍数据后数小时内即可生产出的带真实纹理信息的三维模型



支持后续开发应用的带真实纹理的三维模型

Airbus 创新性的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能有效支持行业专业人士、测绘公司以及相机厂商建立三维模
型，从高端立体相对中提取精确的数据

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是一个完美集成的方案，可以快速、全自动地处理从任何平台上装载的任何相机
拍摄的倾斜影像。


可生成完全纠正的框幅式影像，无变形，可用于立体像对测量，可导出至外部软件使用



带真实纹理的不规则三角网（TIN）可展现屋顶及立面的复杂细节，随时可与通用软件包集成

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可支持所有角度的制图量测，不仅仅限于垂直角度的量测。即便是非量测相机拍
摄的倾斜影像也可直接进行精确的测量。

7

真实的三维数据库


密集的三维纹理模型



完整的三维数据信息



通过倾斜相机资料产生

真正的真三维三角网模型


有别于传统白模型制作方法



可获取地物镂空区信息

自动对复杂形状物体建模


复杂的屋顶结构



交错的道路设施……

开放支持所有新应用的开发


开源格式可满足各种应用开发需要（3D GIS，模拟…）

基于多视影像生成密集连接点


可加控制点



针对倾斜相机的先进的空三编辑器

相机内部几何的完全建模及纠正
可根据精度要求人工干预空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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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数小时/几天便能完成全区处理



采用并行 GPU 架构

数据可导出为 OBJ 格式


可按分块或单模型方式导出



可将三维实体及对应的纹理导出



与第三方软件无缝对接：3DMax,Maya,Blender…

三维实体编辑


对误匹配或丢失信息进行改正



可对改正区重新自动纹理贴面

纹理编辑


可采用第三方软件进行处理如：3DPaint…



编辑量取决于产品最终用途



人工编辑量可大可小



与模型本身的量测噪声有关

模型可辅助倾斜影像进行立体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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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TIN 模型可用于定位



自动选取最佳影像



自动选取最佳立体像对



可实现通过三维模型对倾斜影像立体测图



高精度量测



海量倾斜数据无缝测图



自动选取立体模型



辅助 3D 测图



快速三维编辑

实现直接对数据进行测绘量测功能

真实的可视化效果

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 包含一个 3D
浏览器工具，该浏览器可兼容一切规范的操作系统，
免费分发。工具带有 3D 量测、水位模拟、GIS 数据
库集成等一系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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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 是由快速处理软件
及高配置的并行 GPU 框架硬件组成，专用硬盘存储可以
保证数据快速读取及高效率计算。此外，并行处理能力极
大提高了计算机运算速度，减少了运行时间。

街景工厂 TM（Street FactoryTM） 包含了大量的服务
及支持包：


安装、生产及现场技术支持



软件维护、培训、支持及定制开发



定制处理服务



全自动的三维建模，可基于任何倾斜摄影相机的影像数据



高精度的三维模型，经过精准及强大的几何纠正后，三维模型具有极高的几何精度



无变形的框幅式影像



快速处理，三维模型几小时内便可生成



与任何标准软件及运行系统兼容



项目完成后可轻松读取导入的影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 4 号华澳中心嘉慧苑西区 7 层 100089
电话：+86-10-68436535 68437107 68437327 68437078 68728616
传真：+86-10-68728663
网站：www.tekmerid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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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SAR-X
高分辨率雷达卫星数据
独一无二的精度、质量、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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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关键信息-不受气候影响，近实时拍摄
无论何种气候条件，TerraSAR-X 可靠地
采集全球高分辨率雷达影像。
以独一无二的几何精度而著称，目前尚
无 其 他 星 载 传 感 器 能 够 匹 敌
TerraSAR-X。
TerraSAR-X 特别经过优化，以满足全球
的商用用户对于高精度、高品质、易获
取的对地观测数据的需求。

TerraSAR-X 优势：





灵活的覆盖和分辨率；
高分辨率用于特定目标观测；
中等分辨率用于大范围覆盖。
出众的几何和辐射精度。
遍布全球的地面站和直接接收服
务保证了数据可以近实时的提交。

TerraSAR-X/PAZ 雷达卫星星座
2014 年，与 TerraSAR-X 完全相同的西
班牙卫星 PAZ(运营商:Hisdesat)将加
入 TerraSAR-X 序列。三颗卫星将形成
一个在覆盖和获取能力方面具有显著
提升的卫星星座。
新的卫星可支持需要大量数据以及紧
急事件等方面的应用，如危机管理，公
共安全等。

用于大面积海事监控的宽幅 ScanSAR 模式
最新的宽幅 ScanSAR 采集模式，一景数据的最大尺寸可达 40500
km²，专为海事监控应用而设计。
宽幅 ScanSAR 影像可满足针对海上交通，海冰监控及油膜定期探
测等应用的大范围持续监测需求。

用于关键细节的凝视 SpotLight
最新的凝视 SpotLight 影像模式可满足需要对地物细节信息进行
分辨的需求。
分辨率最高可达 0.25m，经过进一步优化的辐射质量和非凡的几
何传感器精度，可为影像情报分析以及地理信息应用提供精确的
细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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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SAR-X 与 TanDEM-X 采集全球高程模型
TerraSAR-X 与几乎完全相同的双子卫星 TanDEM-X 一起，为
WorldDEMTM 的生产获取基础数据。WorldDEMTM 是一个全球覆盖
的、高质量的、高精度的数字地形模型。
成图模式

分辨率

景大小

新模式:凝视 SpotLight

最高 0.25m

4x3.7km²

高分辨率 SpotLight

1m

up to 10x5km²

SpotLight

2m

10x10km²

StripMap

3m

30x50km²

ScanSAR

18.5m

100x150km²

新模式:宽幅 ScanSAR

40m

最大可达 270x200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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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ÉIADES
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影像
提供独一无二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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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éiades 影像
细节、精确

易于获取、灵活

Pléiades 双子星座提供 0.5m 彩色影像产
品，可提供非常清晰的细节。Pléiades
产品的定位精度和优异的影像质量使其
成为精确制图的理想解决方案。

Pléiades 的获取能力以及超凡的灵活性使特定工作区成
功获取的影像数量最大化，因此一次过境可完成更多的请
求。
无论何种获取模式(相离很近的小目标，多至 100 公里×
100 公里的大区域，立体或者三线阵立体获取，亦或是海
岸线、边境线或管线)，影像的获取与用户的需求更紧密
的结合。
针对小面积 AOI 的编程获取，我们的自动编程服务提供了
便捷、快速的订购方式，并可实现影像的可靠获取和提交。
定制编程服务，我们进行了一个更详细的研究以确保此服
务能理想的满足每个用户的需求(应急响应、大面积接收、
像对接收、时间序列接收等)，会有一个编程专家专门协
助、跟踪服务。
对于要求快速获取的需求，我们提供即时编程服务。拥有
最高级别的优先级，7×24 在线服务。工作区在卫星的下
一次过境进行接收，所有交付在线全自动交付。
提供覆盖范围、分辨率以及速度的完美平衡，Pléiades
产品广泛的行业应用前景，特别是国防安全、民防、灾害
管理、城市制图、精确农业、网络和基础设施管理等。

快速
专为军民两用而设计，Pléiades 系统适用
于：
应急响应和变化监测
 相对分布于同一轨道平面上使得卫
星星座可提供地球任一点的每日重
访
 每日可上传 3 个卫星工作计划，可便
捷的处理最后一分钟编程请求
 用户可通过 Pléiades portal 自行发
送新数据获取请求、查找存档数据或
者咨询地理信息专家

Pléiades 优势


0.5 米分辨率、20km 幅宽



快速数据交付



品质保证



每日重访

全色：50cm
产品

多光谱：2m
彩色：50cm(融合)
捆绑：50cm 全色；2m 多光谱

重访周期

全日(双子星座)
全色：470-830nm
蓝：430-550nm

光谱波段

绿：500-620nm
红：590-710nm
近红外：740-940nm

幅宽

20km

编程

每 8 小时上传一次接收计划

处理级别

初级(1A)，正射(自动)，或用户定制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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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6 | SPOT 7
高分辨率大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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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6 | SPOT 7 – 优异的运行性能
对于卫星影像数据的用户来说，保证高
质量、高几何精度影像的长期、稳定获
取至关重要。
SPOT6 和 SPOT7 不仅为空客防务与空间
保证了 SPOT 系列卫星(从 1986 年开始已
采集了超过 3000 万景存档影像)的延续
性，同时这两颗新一代光学卫星还展现
了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提升和先进的系统
性能，如优异的灵活性和获取能力，以
及简化的获取途径。
SPOT 家族中的第一个双子星座，SPOT6
和 SPOT7 呈 180 度相对分布于同一轨道
平面，保证了地球任一点每日至少重访
一次。









高分辨率(1.5m)
任何地点可每日重访
标准的正射级产品
自然色
过境前均可接受接收指令
快速的处理和交付
按工作区订购

独一无二的获取能力








SPOT6 及 SPOT7 提供 1.5 米高分辨率
产品，5 个光谱波段(全色/红/绿/蓝/
近红外)同步获取，保证波段的完全匹
配。
标准化的产品，可直接用于不同项目：
融合和自然色正射影像。
便于用户使用，可按照工作区订购数
据并可提供正南北方向获取的数据。
提供丰富的、有吸引力的编程服务，
可使用户选择最适合特定要求的服
务。
空客防务与空间的创新的在线门户
www.geostore.com 可以提供 7x24 小
时全天候的编程、
订购以及交付服务。

SPOT6 / SPOT 7 与高分辨率卫星 Pl
éiades 1A 和 Pléiades 1B(50cm 影
像)在同一轨道上运行，形成了一个 4
颗卫星的星座：提供高辨析度与大覆
盖的完美组合，同时可以一天内两次
重访，并快速交付。

超凡的灵活性



每日可上传 6 次编程计划，可在编辑计划中集成最紧
急的采集请求，因此保证了最优化的数据接收。
完全自动化的处理和几乎实时的交付，甚至可通过流
服务直接在线使用，保证了数据应用的时效。

非凡的采集能力






SPOT 系列卫星的标志特性是 60 公里的大幅宽，在
SPOT6 和 SPOT7 卫星上得到了保留，从而每颗卫星每
天可采集 300 万平方公里。专为高效提供大范围数据
接收而设计，SPOT6 和 SPOT7 特别适用于制图和监测
应用。
除了 60km x 600km 条带式接收外，还可以在单次过
境中记录多条带获取，同时还支持非正南北方向的接
收。
高度的灵活性最小化了接收冲突，并支持针对变化情
况(天气等)的自动、快速反应力，因而最大化提升了
成功接收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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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高精度的全球覆盖数字地表高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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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DEMTM：全球地形模型新标准
精确的地形数据是任何高精度地
理空间产品的基础。如今，地形
数据库用户通常不得不接受这样
的折衷方案：不是 DEM 数据无法
覆盖完全，就是数据无法提供满
足需求的精度和质量。空客防务
与空间的 WorldDEM 将可弥补这一
缺口。

WorldDEMTM 指标
产品
垂直
精度

绝对
相对

水平
绝对
精度
格栅间隙
文件格式
数据类型
垂直单位
投影信息
坐标系统
辅助数据
影像拼接层

DSM 基础，水体编辑 DSM，
DEM
<4m (LE90)；
<2m (斜率<20%)(LE90)
<4m (斜率>20%)(LE90)
<4m (CE90)；

全球高程数据

WorldDEM 是 TanDEM-X 计划的产品(与 TerraSAR-X 一
起量测数字地形模型)，由空客防务与空间和德国宇
航中心采用公私合营的合作方式成功完成。空客防务
与空间具有此数据产品的独家商业市场开发权，可根
据全球商业用户的需求定制高程模型。
三个级别的 WorldDEM 产品
12m
 WorldDEMcore
GeoTIFF
未经编辑的数字地表模型，通常包括雷达伪点和
32-比特浮点
空值
米
TM
 WorldDEM
地理坐标；UTM
经过编辑的数字地表模型，保证水文一致性(即
用户可根据需求定制
平滑了水体，河流赋予了连续高程值，并对岸线
水平参考基准：WGS84
进行了编辑)
垂直参考基准：EGM2008
 WorldDEM DTM
用户可根据需求定制
表现裸地表的数字地形高程模型(移除了植被和
数据采集层，插补层，填充层，
人工物体)
编辑层，水体层
大范围镶嵌影像

更多细节地形信息适用于多种应用

WorldDEMTM 概况

诸如卫星影像的正射纠正，军用和民用航空，油气田

管理以及国防安全等相关领域都可以采用精细度独一

无二的 WorldDEM 数据产品。全球陆地表面无缝覆盖可
支持国际合作，跨边界任务规划，特别是当精确高程

信息产品的快速提供变得至关重要时(如自然灾害)，
一个标准化、高精度的全球 DEM 产品就成为关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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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覆盖全球陆地表面的精确地形信息
3 年内完成源数据采集，因此具有全局一
致性
更好的服务于多种应用的可靠、精确的高
程参考图层
覆盖全部陆地表面-1.5 亿 km2

TerraSAR 全球控制点
全球无限制精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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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SAR-X 控制点
TerraSAR-X 雷达卫星是由德
国国家太空中心与空中客车
防务与空间德国公司共同开
发的星载 SAR 系统。
TerraSAR-X 卫星具有最高 20
厘米的轨道控制精度，0.25
米及 1 米地面分辨率为全球
商业雷达卫星最高标准，具有
高精度的轨道数据及其它元
数据。可通过同视向和反视向
来获取立体数据，使得控制点
产品的地面定位精度误差在
一个像元以内。

生产流程


在立体环境下选择控制点：道路交叉位置或
平坦的屋顶，可靠的强反射点等
 分析控制点三维精度

使用多景影像构成的几何模型测定控制
点地面坐标

确定像素三维残差，并且生成统计报告
 生成产品包

控制点产品
使用两景或多景立体测量影像数据生产的精确
三维点坐标：
 GCP-1 精度级别： 基于 3 到 4 景 HS 影像产
品，20 平方公里范围内最多可以提供 5 个
定位精度为 1 米的控制点。
 GCP-3 精度级别：基于 2 到 4 景 SM 影像产
品，1000 平方公里范围内最多可以提供 8
个控制点。定位精度优于 3 米；
TerraSAR-X 控制点产品构成：
 控制点的 X, Y, Z 坐标
 背景雷达影像块（500 米 x500 米）
 每个控制点位的描述信息
 精度统计信息
 .kml 格式控制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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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任何地区精确可靠的地形数据
无与伦比的地形产品组合
GEO Elevation 产品组合提供最全
面的地形数据，提供世界任何地
区的高精度信息，而不受地形和
天气状况影响。
分为 6 个级别的核心产品，GEO
Elevation 简化了地形数据的获取
和使用途径，为所有项目提供最
适用的地形模型

满足所有项目需求的精准地形模型

WorldDEMTM

Elevation30

Elevation10

 最优能达到 2 米垂直精度的 12
米格网
 受益于三年内采集的优质、高
精度数据，提供南极-北极之间
的均匀覆盖
 由 TerraSAR-X 和 TanDEM-X 雷达
卫星计划采集的数据提取
 完美适用于影像正射，国防任
务准备与空中交通指引

 30 米格网 DEM，垂直精度优于
8米
 超过 7000 万平方公里
 由 SPOT5 光学卫星数据匹配提
取，可由 TerraSAR-X 雷达卫星
数据补充空缝
 完美适用于影像正射纠正和大
范围制图

 10 米格网 DEM，垂直精度优于
5米
 最小覆盖区域为 500km2
 由 TerraSAR-X 雷达卫星数据提
取，提供不受气候因素影响，
可靠 快速的数据获取
 适用于地球任何地点的测绘，
任务规划及地形分析的最佳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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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得到：

全球地形数据

灵活的交付选项

 适用于每个行业需求的地形数
据：
适合大区域范围的大覆盖 vs.局
地区域的高精度
 全球任何地区，高精度地形数
据的快速按需交付
 所有产品按工作区订购，按平
方公里制定最优价格
 基于星载光学、雷达技术

GEO Elevation 系列产品为如下应
用提供高精度地形信息：
 高质量影像正射纠正
 多比例尺制图
 军事行动的准备和演习
 空中交通安全
 水系模型
 自然资源开采
 基础设施与网络规划

可以交付的产品可按照各个不同需
求定制，可选择添加多种辅助图层
或对应的正射影像。先进的数字处
理流程与海量生产能力保证了数据
生产和交付的高时效性和经济效
益。

Elevation8

Elevation4

Elevation1

 8 米格网，垂直精度优于 3 米
 由 SPOT6 光学卫星立体和三线
阵立体像对提取
 是用于测绘、水文研究及自然
资源开发的最佳选择

 4 米格网，垂直精度优于 2 米
 由 Pleiades 光学卫星立体和三线
阵立体像对提取
 是用于任何地形条件下（城市
或环境）基础设施规划的最佳
选择

 1 米格网，垂直精度优于 1.5 米
 由 Pleiades 光学卫星立体和三线
阵立体像对提取
 是用于稀少植被和建筑物条件
下（干旱区域的微地貌）基础
设施和工程项目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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