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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 – MDT 

数字地形模型– V 6.5 

专业版 

介绍 

专业版是为测量或土木工程领域内的用户所设计。其主要用户包括公共管理部门，建筑公司，工

程公司，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土方工程类企业，采石场，矿山企业，环保企业等，以及相关

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独立性专业人士。 

 

除了能提供高性能的工作，专业版本身亦易于使用。其可在大多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

统中使用，促进用户之间以 DWG 格式的图纸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这些程序包括： 

 

 AutoCAD, MAP 和 Civil3D（14 到 2014 版本，32 位到 64 位） 

 BrisCAD（9 到 13 版本） 

 ZWCAD（2009 到 2012+版本或以上） 

完全支持 Windows XP, Vista and Windows 7 系统（32 到 64 位）。 

 

用户可选择在不同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版本中安装 MDT，并可通过快捷菜单选择版本。 

 

传统 ASCII 格式文件及标准 LandXML 文件的输出及输入保证了软件的多功能性。其设计成果

亦可以 ASCII、 HTML、 Word、Excel 或 PDF 的形式生成。 

 

软件可定期通知更新，显示更改的历史记录，允许用户选择即时更新或稍后更新。 

 

用户界面 

除了传统的选项菜单及工具栏之外，MDT6 还包含了 ribbon 界面（AutoCAD2010 或以上版

本），使得用户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所有的命令。快速的指令辨识及处理可以加速系统的运行。 

 

大多数由程序所创建的文件都是可视化的，并且无需打开 MDT，即可通过双击进行快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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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点 

本程序是从特定的点坐标开始运行的，其坐标一般可

从任一全站仪中或者 GPS 中获得，其获得的方式是运

用一强大的格式管理器将数据收集器或者其他的应

用程序中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文件格式的转换。 

 

MDT 同时还带有独立于 CAD 的点浏览器，可以，并

且具有 3D 轨道等功能。 

 

点是一种智能的 CAD 对象，因此用户可以通过运用传统的

指令或者块属性对其进行删除、移动、更改点的图层等，

同时点也可以是带有属性的块文件。而点的这一种智能性

亦促进了它与其他的 CAD 应用程序的兼容性。另外，用户

还可执行除此之外任一种编辑性操作，例如：插值、改变

高度、按图层分类、筛选、编辑代码、标记坐标、分组、

改变点的可见性等等。同时，用户也可使用一个类似于电

子表的编辑器进行点坐标更改。用户可根据点的序号、图

层、高度、组别、代码或者图纸位置进行点的选择。每一

个点都可通过一超链接连接至一个文件、绘图或者照片。点可拥有字母数字名字，用户可在

同一个绘图当中将点以不同的形状以及颜色进行呈现。 

 

新的 MDT 点可通过对其他程序绘制而成的 CAD 对象转换获得（点、圆、交叉口、带属性

或者不带属性的块文件等），同时用户可选择通

过图形设计进行对象识别。然后，程序能够通

过使用数据库自动绘制坡度线，在这个数据库

当中，坡度线的颜色、线型、线宽和点的代码

都是可编辑的。 

 

用户可分别为平面图、正视图、3D 效果图的块

分配不同的代码，使最后的浏览效果更加真实。 

 

面 

通过运用点序列、代码或者导入的文件，用户可以

对坡度线进行地理定义。程序能够侦测松散的顶

点、线上点、十字交叉与平面的一致性。MDT 还

能够修复和标记错误。 

 

源于点、坡度线或者等高线自动生成三角网，包括

长度、角度控制以及移除平三角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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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可拥有多个边界线或者岛屿，这些边界线和岛屿可通过线条、

3D 面或者多面绘制而成。而其结果可呈现于独立于 CAD 的平面

浏览器中。 

 

MDT 能够创建固定或者可变高度的等级线，由地形面或者水平面

生成的土方工程，同时 MDT 还能够通过准线或者横截面进行设

计地形计算。 

 

此外，MDT 也能够计算最佳高度，平衡挖填土方量、切割冠梁与

填充冠梁土方量、以及平面间坡度。 

 

在 NASA 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任务（SRTM）数据

的基础上创建平面的指令。通过这一命令，只要输入

特定的坐标，用户便可创建任一区域的近似数字模

型。 

 

将 LIDAR 格式的点云领域转化成网格或者面。 

 

创建等高线 

MDT 能够生成拥有连续间隔或者特定高度的等高线。当

三角网发生改变时，相应的等高线亦进行自动修改。 

 

用户可选择自动或者手动标注等高线，自定义标注的样

式、大小以及图层等。也可在平面上任意指定位置位置标

注高度标签。 

 

可执行添加顶点，编辑等高线，离散多段线和样条曲线等

的命令。 

 

MDT 专业版拥有许多功能，可运用不同的算法进行等高线生成或者对其进行平滑处理，还

能够连接和修剪等高线、手动或者自动插入等高线、等高线检查等。 

水准线 

被用于纵断面和横截面的水准线，可通过多段线、

参数和导入文件进行定义。 

MDT 能够将线条、曲线和回旋曲线拟合而成水准

线，用户可自行控制半径和参数，与此同时满足道

路规范。自动标注准线，且其顶点是可编辑的。 

 



 

MDT – Professional Version - © Aplitop 2013 

 
4 

可生成坐标报告，计算准线间的距离和十字交叉口。 

 

通过结合水准线和垂直准线、超高和加宽、断面、截面、模板和插入断面图或者 3D 视图的

块文件，定义路段。 

 

一旦创建好地形，用户可检查地形，随后绘制最终断面图和横截面图。 

纵断面 

通过三角网、CAD 中的 3D 对象或者靠近准线的

点计算纵断面。 

 

快速浏览纵断面命令需要用户先指定平面上一条

线，随后程序能够快速展现纵断面文件。 

 

在一个强大的独立于 CAD 的编辑器当中，用户

可调整更改纵断面。 

 

自定义绘图，用户可选择图纸空间或者模型空间绘图，表格模板、字体形式和大小、数据库

和标签、用户自定义块等，都可进行自定义编辑更改。 

 

用户可以在同一纵断面中表示不同的地形和坡度线，并且

在该文件中也包含了各自的垂直过渡曲线和高度、高度的

差异、部分距离、到原点距离、曲率、高程图表、编号、

插入的块、交叉路口的位置等。 

 

 

 

横截面 

可通过点、数字地形模型或者 3D 图获取横截

面。同时，也可通过一个纵断面、简单的模版、

甚至是转换文件获得横截面。 

 

MDT 中强大的编辑器允许横截面地形和数字

的高级编辑。 

 

此外，可在平面图或者纵断面图上实时查看光

标所在位置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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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绘图，选择模型或者图纸空间绘图，增

加网格和参考高度，选择需要标注的元素（如：

站点、地形高度、对象高度、面积和体积、以及

超高等）。 

 

MDT 允许用户同时绘制几个不同的横截面，因此

我们可获知工程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在横截

面图、3D 多段线或者图上点，插入用户自定义块。 

 

 

 

通过定义管道直径、高程、基础高度、厚度和各

层的材料，MDT 可生成管道横截面图。 

 

管道横截面定义后，MDT 可绘制带有管道的横

截面图，并且生成详细的面积和体积报告。 

 

 

 

垂直准线 

可通过多段线、参数（站点和高程，或

距离和坡度）、或导入文件定义垂直准

线。 

垂直准线可以是圆形、抛物线形（对称

或不对称），可以通过改变其半径、参数、

切线、最大纵坐标或者通过的定点，对

其进行编辑。 

 

同样，也可对垂直准线进行自定义，可

选择不同形式的准线，拥有标注数据库

可供选择。 

 

可通过执行命令，生成最优坡度线，利用测

站或高度转换准线，通过纵断面对准线进行

对比、插入或转换。 

 

MDT 可生成可视列表，同时根据道路规范

检查最大坡度。 

 



 

MDT – Professional Version - © Aplitop 2013 

 
6 

截面模板 

MDT 可设计城市道路模板。用户可根据以

下的板块进行自定义。 

 

路面 由车道定义，如机动车道、路肩、中

央车道、路堤、缘石、人行道等。用户可

自行创建模板库。 

 

用户可为每个车道定义标注和属性，随后

决定如何运用超高、填充纹理或者道路层。

此外，也可从绘图中创建路面。 

 

路基 可为每个路段以及路基情况（连续坡度、平行路基、取决于超高或者变量）定义厚度。

用户可在左路道和右路道使用不同的坡度。同样，也可定义路基层和材料。 

 

沟渠 由一系列的向量定义，在左右路道根据挖填地形选择使用。用户也可选择通过路层定

义，在坡顶或坡脚插入特殊沟渠。 

 

切割冠梁和填充冠梁 MDT 拥有许多选项可定义坡：定倾、护堤或变量。可指定坡度高度

或者根据地理层定义高度。可通过具有固定高度和斜坡的自然地面定义路拱斜坡。 

 

所以的模版元素都可指定给不同的层

段位置。 

 

除此之外，用户可定义和运用地理层、

墙和结构、道路优化（加强和延伸）等。 

 

另一个高级命令，可通过道路示意图自

动创建模板。 

 

放样 

可使用不同方法为测站立桩。 

 

用户可通过坐标或者相关测站，为单一的点、准线

上的点、测站和偏移测站、以及间隔点或多段线顶

点立桩。同时，也可为道路元素和路层立桩。 

 

根据测站、偏移以及方位角，任何点都可关于垂直

准线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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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T 其他独特的功能是，将测量点与数字地形模型或者横截面投影进行对比，并且创建一

份详细的报告。除此之外的报告是关于路面顶点、沟渠、斜坡、开挖明细等。 

 

 

容积 

根据格栅、路面、横截面之间的比较计算容积。 

 

在开挖与填土区域利用带有颜色标注的梯度展示

挖填方量的图表。 

 

利用横截面计算时，用户可根据水准线应用曲率修

正，并且移除不构成容积测量部分的纵断面间隔。 

 

快速计算容积命令，通过点坐标文件、或者测站与

高度值列表，快速计算体积测量在土方工程工作量中所占的比率，随后生成一份详细的列表

报告。 

 

由模板计算容积命令，通过由多段线定义的简单模板计算挖填方量。 

 

MDT 还能够计算出路基层容积量，生成关于挖方土、填方土以及表层土的详细容积列表报

告。除此之外，还可计算关于横截面、路基、斜坡等的详细测量报告。 

 

 

 

在计算时，MDT 可同时考虑到土方量转移、运输距离以及相关成本等。还可使用不同的选

项绘制土方积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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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渲染 

MDT 可通过一个面或者等高线绘制三维网格。还可生成专题地图，绘制斜坡、面或者面的

高度，甚至通过一个点生成可视地图。 

 

可以执行命令在相应位置添加地理参考图像和正射像片，甚至可以将它们作为填充纹理分配

至整个表面，或者选择材料库中的题材填充至一系列的三角网。3D 对象材料库中的材料可

加强绘图的呈现效果。 

 

MDT 包含一个强大的地形浏览器，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可展现出表面的纹理以及 3D 对象，

甚至是由用户自定义的天空、背景、阴影、闪电和雾的效果等。还可执行命令测量 3D 距离、

快速浏览纵断面、引发洪水等。 

 

道路浏览器可根据准线或者多段线设置路线，编辑生成 AVI 格式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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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MDT 进入由公共机构所提供的网络地图服务。只需在屏幕中指定一个窗口，使用投

影坐标，选择服务类型，随后软件即会自动在特定的位置插入图片。 

 

          

用户可将点、站、路面以及相关绘图信息输出到谷歌地图中。  

 

         

实用工具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功能之外，MDT 还包含许多附加的工具菜单，如数值对象编辑、坐标绘

制、列表的分类、坡度线绘制、坐标网格绘制、图层控制以及对象高程标注等。 

 

划分图形菜单，通过将路面上的平行线或者垂直线分配到路边或者顶点等，对指定的地区进

行划分。同时，软件会对该划分区域进行标注并且生成详细的列表报告。 

 

用户还可将谷歌地图中的 KML 文件输入到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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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CAD AutoCAD 版本  从 14 到 2014 或其他兼容版本 

BricsCAD 版本 9 到 13 

ZWCAD 版本 从 2009 到 2012+或以上 

操作系统 32 位到 64 位之间的 Windows XP / Vista / 7 系统(2) 

硬件 鼠标或指针 

CD-ROM 读取器 

显卡 1024x768 像素, 可兼容 OpenGL 

推荐芯片: Nvidia 或 ATI 

硬盘 1 Gb 的可用硬盘 

内存 Minimum 1 Gb 

处理器 2 赫兹双核处理器或更高 

 

注释： 

（1）详情请查阅本公司网站 www.aplitop.com。 

（2）在没有远程桌面、虚拟化平台或相关类似程序的情况下，系统的操作有可能会出现错误，若出现相关

错误请咨询 support@aplitop.com。 

APLITOP S.L. 

Sumatra, 9 – Urb. El Atabal 

E-29190 Malaga - Spain 

Tel: +34 95 2439771 

Fax: +34 95 2431371 

e-mail: info@aplitop.com 

Website: www.aplit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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