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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汇编

病害图绘制

数据分析 

区域测算

数字图像测量

区域测算
• 为记录对象特征设定个性化数据（数量, 状况, 进行修复的技术

信息）
• 根据输入的测量数据, 对图中的标记进行计算（数量, 长度, 面积, 

体积） [9.3]
• 多种标识区域方法（多边形, 最小长方形, 手动自由标识）
• 定义长度, 面积和体积的最小计算值
• 导出区域测算数据和属性数据, 以便可以在表格或数据库中进行

后期处理 [9.2]
• GAEB90接口, 用来将病害类别导入投标文件中（只限德国） 

[9.4]

数据接口和数据交换
• 以打印或PDF格式输出真实比例的病害标记项目图 [11.2]
• 以图片格式（TIFF, 多图层TIFF）或CAD数据（DWG, DXF）单

独输出真实比例的病害标记 [11.2]
• 借助CAD数据接口, 软件可以读取DWG/DXF文件, 用作病害绘

制的参考图 [11.3]
• 为读取和处理现存的CAD病害图提供更多的输入功能 [11.3]
• 输出病害标记的数据表格, 其根据类别或组别进行分类（CSV, 

MS Excel, Open Office）
• 输出病害绘制内容（PDF格式）时, 可以进行个性化页面布局
• 输出带有写保护的病害项目时, 提供免费的查看软件。此写保护

文件无法在metigoMAP中继续编辑。 [11.5]

价格计算
• 输入工作效率（工作步骤和熟练程度）, 所需材料和设备的价格

参数
• 根据病害标记和价格参数, 可以为每个单独的标记类别依据工作

效率, 材料和设备进行实际价格计算 [10.1]
• 生成多种价格计算（附加费用, 成本, 针对不同工程量）

功能范围 MAP 2.x MAP 3.0 MAP 4.0 MAP 4.0
维护版

始于2000 始于2007 始于2013 始于2014
1 符合比例尺的图片矫正
1.1 利用几何方法矫正图片
1.2 借助坐标矫正图片
1.3 利用点匹配功能进行图片细节自动矫正
1.4 使用连续的热成像图片序列矫正图片
1.5 矫正Photoshop和GIMP绘制的病害图
2 图片拼接
2.1 图片拼接和多图层输出（TIFF）
2.2 相机标定/图片变形修复, 色彩适应调整
3 页面布局/设计
3.1 图例, 标题信息栏, 局部片段
3.2 十字网格, 辅助线
3.3 含有图片和矢量符号的标题信息栏
3.4 包含项目操作数据和标记区域的标题信息栏
3.5 比例尺, 局部细节图片
3.6 地层图示
4 平面病害图绘制
4.1 矢量病害标记及尺寸标注工具
4.2 曲线, 混合标记和矢量符号
4.3 CAD指令（EXTEND, TRIM, OFFSET, OSNAP）
4.4 对标记区域之间的叠加可进行修剪
4.5 适用于平板电脑的病害标记
4.6 标记选项（尺寸, 对准, 位置）
5 病害图绘制项目
5.1 病害图组别
5.2 在图例中对其进行计算和分析
5.3 组别管理（可用于病害图数据的交换）
5.4 针对特定区域病害标记的分块项目
6 三维空间病害图绘制
6.1 在立体空间标注区域, 多边形和线段
6.2 为打印输出提供正射投影
7 分析
7.1 根据标记的病害信息, 计算面积和体积
7.2 根据病害标记的面积等其他因素对同一类别进行可视化分析
7.3 区域分析（例如：石块, 同种材料区域）
7.4 用户管理/病害图绘制记录
8 层级结构
8.1 整体项目的组织结构位于层级结构中
8.2 数量及种类的图例位于导航图中
8.3 为层级结构中多种文字内容提供扩展的标题信息栏
8.4 在层级结构中进行类别分析
9 区域测算
9.1 为同类型的标记以CSV格式输出 
9.2 输出文件可以在EXCEL中打开
9.3 计算标记区域的面积和体积
9.4 GAEB90接口, 用来将病害类别导入投标文件中（只限德国）
10 价格计算
10.1 与病害标记类别相关的工作效率, 材料, 设备
11 数据接口和数据交换
11.1 导入来自MAP项目的类别结构
11.2 输出或打印符合比例图片
11.3 CAD文件可以作为病害图或病害参考进行输入输出
11.4 三维表面模型（STL, VRML, SHP, OBJ）
11.5 输出写保护病害图项目会提供项目查看软件

最上方：茨维考地方法院立面修复 病害图绘制：Jens Kaminsky, 普劳
恩。上方：借助测量数据进行病害图绘制。下方：含有图例的项目结构
导航图。最下方：对标记对象时使用的图例类别进行统计分析。

导入表格的标记区域数据。

软件使用前提条件：

›› 使用数码或模拟相机及扫描仪进行拍 
 摄 

›› 使用卷尺, 伸缩测量杆或激光测距仪 
 进行测量

›› 电脑要兼容英特尔奔腾处理器, 需要 
 至少4 GB系统内存和微软Windows 
 系统
 
›› 支持32或64位系统版本, 支持多核

位于市场的图宾根市政厅, 东立面。
病害图绘制：
Dipl.-Rest. Anja Brodbeck-Holzinger,  
图宾根, 
Stefanie Reling, 斯图加特。
图片比例 1: 5, fokus GmbH Leipzig。



以石块为参考, 分析病害绘制数据。 分析同一类别中的病害绘制数据。

符合比例尺的图片矫正
• 几何方法矫正图片（矩形, 平行线, 线段网） [1.1]
• 针对数字化图纸的缩放功能 [1.1]
• 导入全站仪测量的控制点进行图片矫正 [1.2]
• 在项目中利用CAD图, 图片, 正射投影标记坐标
• 通过图片点匹配功能进行细节图片自动矫正 [1.3]
• 使用连续的热成像图片序列自动矫正图片 [1.4]
• 借助多图层TIFF文件, 可以按比例矫正Photoshop和GIMP绘制

的病害图 [1.5]

病害绘制项目
• 矫正后的图片（TIF, JPEG, BMP等）, CAD文件（DWG, DXF）

和三维表面模型（正射投影）可以作为符合比例的病害绘制参
考图 

• 病害标记类型包含区域和线标记, 图片及适量符号标记, 注释和
标注尺寸 

• 对病害标记类型分组, 可以根据不同的病害绘制主题对各自包含
的病害标记进行显示和隐藏操作（比如完整和损毁标记, 修复计
划和结算） [5.1]

• 可以对标记区域数量和整体尺寸计算, 在图例中进行百分比分析 
[5.2]

• 组别管理可以为一组标记类型的重复利用提供便利 [5.3]
• 一个病害绘制项目的结构（标记类别, 组别, 标记数据, 图例, 标

题信息栏）是可以在以后的项目中重复使用的 [11.1]
• 为避免由多用户同时对同一项目进行编辑时产生的问题, 提供项

目分块功能 [5.4]

页面布局/设计
• 图例和地层图示 [3.1, 3.6] 
• 标题信息栏可以包含项目操作数据, 图片及矢量图片, 还有透明

的标记区域 [3.1, 3.3, 3.4]
• 十字网格, 比例尺, 辅助线 [3.2, 3.5]
• 可以结合特殊比例尺的细节图片 [3.5]

图片拼接
• 输出多图层TIFF文件, 以便在Adobe Photoshop中加工处理 

[2.1]
• 计算相机镜头的变形修正参数和色差修正参数 [2.2]
• 一个病害绘制项目中, 可以使用不同质量 （分辨率, 比例, 彩色/

黑白）的图片
• 为图片拼接提供颜色匹配和剪切功能 [2.2]
• 可以以符合比例尺的图片文件（TIFF）[11.2] 或CAD文件
（DWG/DXF）形式输出 [11.3]

平面病害图绘制
• 为多边形, 不规则线, 曲线（Spline）和圆弧提供矢量病害图绘

制工具 [4.1, 4.2]
• 可以测量长和高 [4.1]
• 提供带有透明度的填充色
• CAD指令（EXTEND, TRIM, OFFSET, OSNAP）；包含对象捕

捉模式 [4.3]
• 对相邻的区域可以进行扣除和包含处理 [4.4]
• 软件中包含阴影线, 直线, 图片及矢量符号和调色板
• 使用符号编辑器, 可以创建个性化的阴影线, 直线, 颜色和矢量符

号
• 可以在项目结构树, 菜单目录或病害绘制对话框中进行功能选择 
• 专门用于平板电脑的移动设备病害标记操作 [4.5]
• 为设计标记（尺寸, 对准, 位置）提供扩展选项 [4.6]

三维空间病害图绘制
• 为三维空间病害图导入三维表面模型（STL-, VRML-, SHP-及

OBJ文件格式） [11.4]
• 在病害图绘制项目中, 从不同方向对物体进行正射投影, 为进行

二维图片打印输出生成不同视角的视图 [6.2]
• 三维空间病害图绘制可以直接在三维模型上进行, 也可以在其正

射投影上完成
• 病害绘制中标记的三维面和线都附着于三维表面模型上 [6.1]

分析
• 对一个病害标记类别中的元素, 依据面积大小进行分类 [7.1]
• 根据病害绘制步骤，绘制数量或其他数据对一个类别进行可

视化分析 [7.2]
• 涉及受损或修复面积的分析（石块, 材料区域）和病害数据

输出的操作, 都是以现有的病害绘制图为基础的 [7.3]
• 用来分析病害图绘制记录的用户管理（查询用户, 文件生成

和修改日期） [7.4]
• 为保护绘制的病害图, 限制第三方权限（例如给其他公司展

示项目, 对方只能察看）

层级结构
• 层级结构用来在一个对象中, 管理和协调多个病害绘制项目 

[8.1]
• 主病害绘制项目包含病害标记类别, 组别, 病害绘制数据, 图

例和标题信息栏, 它被作为病害图绘制模板, 供同一个层级结
构中的其他病害绘制项目使用

• 后期对某一病害绘制项目进行的修改, 可以自动传递给其他
涉及这一改动的病害绘制项目

• 标题信息栏可以可以跨项目应用, 并对其内容进行修改 [8.3]
• 在层级结构中可以利用项目结构树或导航图进行导航
• 对病害绘制内容或根据病害项目数据通过导航图进行可视化

分析 [8.2]
• 数据表格可以跨项目输出（CSV, MS Excel, Open Office）
• 类别分析是针对整个层级结构的（病害标记内容, 类别及组

别结构）[8.4]

由上到下依次是：利用点匹配进行图片自动矫正。相机标定/图片修正。
含有比例尺和十字网格的图片效果。

位于格罗斯耶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石雕群,  “克里斯蒂安大公”浮雕。  
在三维表面模型上进行病害标记：Rest. Benjamin Hübner （在读研究生）。左图：4个窗口显示三维模型。右图：符合比例的正射投影, 用于打印输出。 
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研究项目, 为现存的石质对象, 例如石雕群（AZ: 33821/01-45）, 开发可持续性的维护计划
波茨坦应用技术大学, 项目研究方向：石料的保护与修复, 项目管理：Prof. Dr. Jeannine Meinhardt。

最上：埃及特纳葛贝尔, 彼特鲁奥西里斯大墓。 希尔德斯海姆应用科学
与艺术大学的壁画与建筑表面研究部门对清洁技术, 绘画技巧以及应急安
全进行了研究。 
项目管理：Prof. Dr. Nicole Riedl-Siedow,  
数字化：Dipl.-Rest. Sabine  Krause-Riemer M. A. 
上方：结合层级导航图的病害绘制项目。

Palacio Municipal de Oaxaca de Juarez, 墨西哥。培训课程, 利用平行线矫正图片。

波茨坦新皇宫。  
上图：274房间地板防护罩规划图, 普鲁士宫殿园林基金会。
下图：根据项目数据上色后的导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