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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新型测绘软件在实地测量中的应用。其中,南方 CASS 软件具有强大的绘图功能、易操作、
成图质量高,因此在地形测量工作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使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创新性测绘软件。本文主要介绍了南方
CASS 软件以及其在地形图测量当中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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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CASS 是以 CAD 为基础研发的地形地籍测量成图软

此提高数据的精度,让地形图绘制更加规范准确。

件,该软件促进了数字化测量,其主要是借助全站仪等设备

2.2 为成果深加工提供便利

进行野外数据采集,并利用分析法测定地形点的三维坐标,

数字化测图的成果分层存放,不同图层可设成不同的颜

将数据转换为里程和高程等文件形式,进而绘制出地形图和

色以便区分,且其不会受到图面负载量的影响,因此成果加

纵断面图。

工和利用十分方便。如将房屋、道路和地貌等图形放入到不

1 CASS 功能特征分析

同的图层,打开或关闭不同图层就可获得多种专题图。另外,

CASS 软件主要有三个模块,分别为地形成图、地籍成图

该软件还可进行土石方量计算、制作断面图。数字化测图可

以及工程应用,其主要面向 GIS,统一了数字成图系统与 GIS

为 GIS 系统提供可靠的信息源,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库,第

的接口,利用骨架线实时编辑、简码用户化和 GIS 密码用户

一时间更新系统信息,进而发挥地形图的作用,拓展地形图

化等多种先进技术,在地形成图上建立庞大的符号库,从而

服务的具体范围。

丰富作图方法。在地籍成图上,其可提供丰富的生成权属方

2.3 对测绘人员要求严格

法,处理多种形式的数据。在工程应用过程中,其可提供若干

在内业整理工作中,因为记录点数量较多,因此需要投

种土石方计算的方法,并应用可视化的计算面设计在断面图

入较多的人力和时间来完成地形图的绘制工作,若要更好的

上直接进行调整和修改,图上的结构可自动调整,设计也更

完成此项工作,测绘人员必须熟练掌握 CASS 软件和 CAD 软件

加灵活方便。

的应用技巧。此外,工程现场地形较为复杂,地形点采集的密

在应用的过程中,CASS 有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是其转

度十分有限,所以计算机依据野外采集的地物点和地貌点数

变了以往的图纸集工作流程。全站仪一般在野外环境下完成

据形成的地形图,无法准确地展现实地情况,对此,应加强人

数据采集,可将数据直接传递给计算机完成数据的分析和处

为干预,保证数字地形图的精确度和美观性。

理以及绘图等工作,一方面保证了测绘的效率,另一方面也

3 CASS 软件在实际地形测量中的应用分析

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另一个是创建了完善的集成协作平台,

传统的测量方法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受到地形条件等因

从而使项目组之间协作更加方便,其可整合并处理全站仪所

素的影响,作业效率较低,且精度无法保证。南方 CASS 绘图

获取的数据,将其汇集成地形信息,之后结合地形信息建立

软件的出现,使全站仪与 CASS 软件无缝隙的连接,实现野外

数据和图形数据库,生成数字地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数字化成图。

信息工作的正常进行。

3.1 外业数据采集

2 CASS 成图与传统成图的比较

野外数据采集主要由控制测量以及地形特征点采集两

2.1 优化作业方式,提高点位精度

个部分组成,在数字测图前应做好控制测量工作。若测区内

传统地形成图主要采用经纬仪和全站仪,并配合平板仪

采取等级控制测量的方式,则需在合理范围内设置最大边长,

来完成测图工作,且采取人工绘图方式,在图上测量计算坐

改善控制点的控制效率。

标、距离和面积等。地物点的平面位置误差通常会受到展会

在做好等级控制测量工作后,再对其进行碎部测量,目

误差和测定误差两个因素的影响。而现阶段,全站仪和 GPS

前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全站仪+手绘草图的方式,设置图根点

在测绘领域中广泛应用,虽然测距和测角的精度有所提高,

时主要采用辐射法,点位以及点之间的密度应结合实际来设

但是依然采用传统的地形图测量方法,根本无法体现其高精

置,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这一环节主要是碎部点的数学精度、

度的优势。而采用 CASS 软件后,其可实现数字化成图,全站

采集数量以及手绘草图的自我识别效果,并注意测站与棱镜

仪与软件可有效配合,全站仪在野外完成数据采集结束后可

的通讯联系。在相同测站中,要采集能够看到且视线不长的

直接将数据传递给计算机,由计算机完成数据处理工作,以

范围,不可频繁移动测站的位置。若测量的地物相对较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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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镜站数量,提高外野测绘效率,测出关

是必须记住起测点所测得碎部点的点号的范围,否则无法进

键的地物点,配合皮尺丈量,并将测量的距离标注于草图之

行数据转换。

上便于室内绘图工作。

3.2.3 地形图绘制

另外,室内绘图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交叉编辑的方式。在

开启南方 CASS 软件,利用软件绘图处理中的定显示区

地貌、地形点采集时,可采用一站多镜的方式,通常需在地性

对数据在计算机窗口的显示范围加以控制,之后利用绘图处

线上采点,采点的密度要满足成图比例要求,保证特征点数

理工具中的“展野外测点点号”功能进行展点,依据外业草

量。在地形变化不是十分明显的区域,适度调整采点的密度,

图利用 CASS 软件中的工具和符号将需要的点位按照要求连

在陡坡测量时,需在坡上、坡下的交叉点采集,采集点密度应

接起来,进而能够全面地反映出测区地物和地形的真实的面

大致相同,也可采用坡上测点,记录这一点与坡地的比高,之

貌。在连线时应注意陡坎、斜坡等自然地物的有效连接,连

后经过业内加点赋予其高程值,这样就能保正等高线生成时

接后拟合的过程中会出现两边跑线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可

不会变形,把真实地貌有效的反映出来。对于斜坡数据采集,

在连接时可多设置几个节点,尤其是在坡拐和坡角的位置,

要将采集的点集中在坡顶和坡底,在坡顶采集一排点位,且

这样就能够有效控制坡线的方向。对于池塘以及道路的拐角,

在坡底也采集一排点位,内业处理时能够有效的控制斜坡的

需要使用若干个节点对其进行修饰处理。

方向。
外业数据采集时,采集人员需全面了解测区的实际情况,

在绘制等高线时,可采用两种方法,其一是 CASS 软件根
据坐标数据文件自动生成等高线的方式。这种方法一般应用

同时科学规划,合理布点。工作人员绘制草图时,确保草图要

于山区地貌较为简单且地物较少的地区。其二是手工绘制等

与实地相符,并指挥跑尺人员合理取舍,科学设计跑点线路。

高线的方法,等高线绘制过程中可自动拟合,且线中有较多

由于效果图的完成需要现场草图和地形点数据的有效配合,

节点,修改工作量大,对此,绘制等高线时可使用复合线工具,

因此在现场局部地形和地物出现漏测后,绘制草图的工作人

从而为修改提供便利。待绘制完成后可批量拟合复合线,将

员应及时与镜站工作联系进行现场补测。再者,草图绘制阶

拟合后的复合线加注等高线属性就可完成等高线绘制。

段必须把控好每一个细节,利用有形符号连接每一个测点,
有效建立测点间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内容的保存,因为内业数据处理的工
作量比较大,防止电脑意外死机或软件自动关闭数据丢失,

3.2 内业处理

应每隔十分钟或三十分钟保存一次,编辑好的图件和数据文

3.2.1 数据传输

件一定要做好备份,防止文件损害或丢失。

外业主要采用自动记录的全站仪记录外业测量数据,之

3.2.4 编辑与整饰

后全站仪与计算机进行连接,借助 CASS 通讯软件实现通讯

绘制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时,因为地形和地物本身十分

功能,在通讯时,通讯参数需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最为常见的

复杂,会出现错测或漏测的问题,对此,应采用 CASS 软件的

参数为协议 ACK/NAK,通讯接口 COMI,波特率为 9600,数据位

图形编辑系统完成地形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编辑,这种图形

为 8,停止位 1,无检效。完成数据通讯后要检查采集数据的

编辑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图形编辑的精度,另一方面也可自动

正确性,若发现有错误的数据应及时删除,进而确保 CASS 坐

抵消相互之间有矛盾的地形和地物,若在工作中发现错测或

标数据的转换工作的正常进行,然后再将通讯数据转换为

漏测的问题,则需及时进行补测或重测。不仅如此,在测绘的

CASS 坐标形式,建立文件名并指定保存路径,方便后续的内

过程中还要对标志性地物要进行仔细的测绘和检查,保证成

业处理工作。

图质量。

3.2.2 数据编辑

4 结语

坐标数据文件是 CASS 软件当中最为基本的数据文件内

南方 CASS 软件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数字成图软件,其在

容,其扩展名为 DAT。进行内业数据处理时,用记事本打开的

地形图测量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测量的效率和成

DAT 格式坐标数据文件,对其进行百分之百的检查,若发现不

图的精度,随着技术的发展,该软件不断地优化和完善,相信

合理的点和飞点,则应及时删除。若不删除将无法进行内业

其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改变未来的测量工程。

的绘图工作,此外,在数据编辑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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