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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的快速测绘
杨瑞奇①，孙健②，张勇②
（①陕西省第二测绘工程院，西安７１００５４；②航天远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４３０２２３）

摘要：应实时化测绘的需求，无人机航摄近年来发展迅猛，本文介绍了以无人机为平台的数字航摄系统的性
能与特点，以及利用该系统进行航测作业的技术流程，并介绍了利用该系统实施的１：２０００航测试验实践，试验证

明了该系统的可行性与适用性，且特别适合于小区域应急测绘数据的获取与更新。
关键词：无人机；相机标定；自由网空三；摄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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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地表形态发
生着剧烈变化，迫切需要实现地理空间数据的快速

数据处理系统相匹配的航空遥感系统集成，最终形
成可执行航空遥感任务的业务系统［２￣３］。

获取与实时更新。航空摄影是快速获取地理信息的

目前，我国已有多家科研机构和公司研制出轻小

重要技术手段，是测制和更新国家地形图以及地理

型无人机遥感系统（固定翼无人机和无人直升机低空

信息数据库的重要资料源，在空间信息的获取与更

遥感系统）。目前比较适用的低空遥感无人机，一般任

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无人机与数码相机

务载重１０ｋｇ～２０ｋｇ，安装１～４个面阵数码相机，适宜

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基于无人机平台的数字航摄技

获取０．０５ｍ～０．５０ｍ分辨率的光学彩色影像。机上安

术已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在应急数据获取与小区

装ＧＰＳ和轻小型稳定平台，因此可以支持全自动空中

域低空测绘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角测量，实现稀少地面控制点的高精度测量。

无人飞行器与航空摄影测量相结合，成为航空
对地观测的新遥感平台被引入测绘行业，加上数码

２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

相机的引入，就使得“无人机数字低空遥感”成为航

本文论述的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是自主产权的

空遥感领域的一个崭新发展方向［１￣２］。“无人机数

“华鹰”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该系统是是基于固定

字低空遥感”有低成本、快捷、灵活机动等显著特点，

翼飞行平台的现代化城镇空间数据采集系统，系统

可成为卫星遥感和有人机遥感的有效补充手段。本

见图１所示。该系统具备姿态、速度和高度精确控

文主要论述了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的性能与特点以

制与数据记录功能，采用了以ＧＰＳ导航为基础的自

及利用其实施的低空摄影测量试验，通过试验论证

动驾驶仪，搭载的传感器是经专业鉴定过的全画幅

了该系统的可行性与优势。

单反数码相机，并配备有姿态稳定平台，可快速获取

１“无人机低空遥感”技术概述

城镇大比例尺真彩色航空影像。

无人飞行器遥感技术有其他遥感技术不可替代
的优点，可成为卫星遥感和有人机遥感的有效补充
手段，该技术主要涉及飞机平台、测控及信息传输、
传感器、遥感空基交互控制、地面实验／处理／ａｎ工、
以及综合保障等相关技术领域。我国无人飞行器航
空遥感技术的进步不仅表现在无人飞行器的研制，
还表现在正好适用于航空遥感的飞行控制系统、遥
感通讯系统的研制，更表现为轻小型化传感器及其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０８一０４

图１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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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ｏｌｌ：ｌｓｎ一１０２４＠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０８

万方数据

■思应用
该系统的无人机重２０ｋｇ，长２．１ｍ，翼展２．６ｍ，

遥意信息

４

普通数码相机几何标定［４￣５］

它采用一台航空活塞发动机推进，巡航速度
ｌｌＯｋｍ／ｈ，升限达到海拔３５００ｍ，续航时间３小时，

普通数码相机检校的目的是恢复影像光束的正

发动机使用普通的９７号汽油，维护保养方便；机体

确形状，即通过检校获取影像的内方位元素和构像

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运输。

畸变系数。检校内容包括：主点坐标（ｚ。，Ｙｏ）的测

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ＧＰＳ导航自主飞行，航线
全自动规划，飞行航迹、高度和姿态高精度自动控制

定、主距（，）的测定、光学畸变系数的测定、ＣＣＤ面
阵内畸变系数的测定。

等一系列先进技术，让无人机具备了良好的飞行性

检校采用基于空间后方交会的数学模型进行。

能，只需要一条ｌＯＯｍ长的跑道，周围没有突出的障

它是以共线方程为基础，以像点坐标作为观测值，解

碍物，无人机就可以自主起降，如果采用遥控起降方

求相机的内外方位元素、畸变系数以及其他附加参

式，则只需要二三十米长的跑道。无人机起飞后，一

数。考虑改正项后的共线方程式为：

般先盘旋一圈，检验飞行状态，然后就可以按照预先

。～弱）恤＝一ｆａ嘞ｌ～（ＡＸ一－－ＡｓＸｓ，）Ｔ＋码ｂｌ～（Ｙｒ－－一ＹＪｓｓ），下＋ｃ３Ｃａ～（Ｚ厶一－－Ｚ白ｓ），，，、

设定的航线，自动飞往预定目标执行任务。和有人
飞机、直升机相比，阴、雨、雾等天气对该系统的限制
要小多了，该系统能在６级风下可靠地完成飞行、侦
察任务。通过各项技术控制，该系统的航摄质量所
达到的控制指标如下：

。一殉）“－ 夥一＿＿ｒ，．ａ承２（再Ｘ－ ｉＸｓ习）＋百ｂ２虿（Ｙ－ 习Ｙ莎ｓ）＋医ｃ２丽（Ｚ－ Ｚｓ）
以像点坐标为观测值，其误差方程式为：
Ｖ—ＡＸＦ＋ＢＸＩ＋ＣＸＡＤ—Ｌ

（２）

式（２）中，ＸＥ为影像外方位元素；Ｘ，为影像内

（１）航向重叠度：５５％～８０％可调，最大可设置
为８０％，重叠度平均差：≤士４％

方位元素；ｘ肋为附加参数，主要包括光学畸变改正
项和ＣＣＤ面阵内畸变改正项。影像畸变纠正的数

（２）旁向重叠度：２５％～５０％可调，最大可设置

学模型为：

缸＝ｚ（ｒ２ｋ１＋，ｋ２＋ｒ６ｋ３）＋（产＋２ｘ２）Ｐ１＋、

为９０％，重叠度平均差：≤士４％
（３）横滚、俯仰角：≤１．５。；旋偏角：≤３。
（４）航摄高度稳定能力：≤士５ｍ；
（５）航线偏差：≤±３ｍ；

ｌ…
Ａｙ＝ｙ（ｒ２ｋ１＋ｒ４足ｚ＋ｒ６ｋ３）＋（尹＋２ｙ２）Ｐ２＋『．”７
２ｘｙＰ２＋ｚＢｌ＋ｙＢｚ

２ｘｙＰｌ＋ｘＢ２＋ｙＢｌ

（６）１ｋｉｎ航线弯曲度：≤ｏ．５％

３数字航测作业流程

Ｉ

式（３）中，Ｋ；为径向畸变系数；Ｐ；为偏心畸变
系数；Ｂ。为像素形状改正系数，Ｂ：为面阵坐标轴改
正系数，改正项Ａｙ中的数值ｘＢ。＋ｙＢ。接近于零，

数字航摄作业与传统胶片航摄相比，影像无需冲

有些参考资料中省略了该项。

洗和扫描，作业步骤减少了许多，这样可以大大缩短
测绘产品生产周期，采用本文论文的无人机数字航摄
系统进行作业的具体数字航测作业流程如图２所示。
航摄飞行设计

Ｉ

自由网空中三角测量

传统空中三角测量作业方法需要引入已知的地
面控制点，将整个区域纳入到已知的控制点坐标系
中去，而在利用无人机等简易飞行器进行航摄时，为

ｒ１篓坚竺些堕堂
外业选点ｌ

５

ｌ航空摄影ｌ

Ｉ摄站ＧＰＳ数据采集

影像零级处理Ｉ ｌ摄站坐标解算Ｉ
外业联测

了快速获取成果，且很多情况下主要生产正射影像
（关心兴趣区的影像），从而很少关心目标的绝对地
理方位，在这种作业情况下，我们采用了准自由网条

件下的空中三角测量作业方式，基本思路是在第一
ＧＰＳ辅助空兰内业加密
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内业数据采集

条航线的首尾以及最后一条航线的起始相片上分别
假设一个地面控制点，进行准自由网空三解算，控制
点的假设方式为邙Ｊ：

ｌ数字产品制作ｌ

Ｌ＝二［＝
ｌ成果提交ｌ

Ｉ．．．．．．．．．．．．．．．．．．．．．．．．－Ｊ

图２数字航测作业流程

（１）若带有ＰＯＳ数据，采用方式为：选用第一条
航线的首尾相片和最后一条航线的首片的线元素中
的Ｘ，ｙ坐标为近像主点处控制点的平面坐标，高程
取该地区的近似平均高。
】０９

万方数据

■感应用

适摩信息

（２）若没有任何控制点以及ＰＯＳ数据，采用方
式为：假设出第一张相片像主点附近的地面坐标

航向重叠度，ｑ为旁向重叠度，咒ｔ为航线内基线数，
疗：为航线间基线数。

（Ｘｏ，Ｖｏ，Ｚｏ），然后根据相幅大小、摄影比例尺、航向
重叠度、旁向重叠度以及基线数，推算出第一条航线

（３）在地形图上量测第一航线首尾片和最后一
条航线首片上的明显地物点作控制点。

最后一张相片（Ｘ。，ｙ。，Ｚ，）和最后一条航线的第一

６试验及结论

张相片（Ｘ。，ｙ２，ｚ２）的近像主点处控制点地面坐标，
计算公式如下：

试验区位于陕西风翔境内，试验区面积约

Ｘ１一Ｘｏ＋ｓ×硼×（１一夕）×，１１

ｌｌｋｍ２，地形平坦。无人机搭载的是佳能Ｅ０孓５ＤⅡ

Ｙ１一Ｙｏ

型数字相机，该相机的像元为６．Ｓｕｍ，ＣＣＤ像幅为

Ｚ１＝＝Ｚｏ
（４）

４Ｋ×５Ｋ，即２千万像素，飞行共设计了１０航线，每

Ｘ２＝Ｘｏ

条航线４３个曝光点（４３张影像），相机的标称焦距

Ｙ２＝Ｙｏ—ｓ×硼×（１一ｑ）×咒２

３５ｍｍ，经严密几何检校后的实际焦距３５．４７０ｍｍ，

Ｚｚ：＝Ｚｏ

设计的地面采样间隔（ＧＳＤ）为１２ｃｍ，对应的飞行相

式（４）中，ｓ为摄影比例尺，硼为相幅大小，户为

对航高为６５０ｍ，航线分布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航线设计

影像的自由网空三加密采用的是ＡＴ－Ｍａｔｒｉｘ
空三软件，矢量测图采用的是ＪＸ４一Ｃ数字摄影测量

像成果的快速获取；矢量图上对４０个野外实测点进
行了精度检测，实测点统计的中误差为ｏ．２６ｍ。

工作站，通过内业数据采集，其正射影像成果如图４

本次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的航测试验结果完全

所示，镶嵌图中没有影像拉花、地物扭曲变形、线性

满足平坦地区１：２０００地形图规范要求，同时也论证

地物错位等情况的出现，从而实现了兴趣区正射影

了本系统在航测实践中的可行性。

墨雾令鬻黧言喜妻爻器篓套蓑

图４数字正射影像

７无人机航摄系统应用的优缺点分析
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是低空快速遥感的热点，利
１１０

万方数据

便、快捷、灵活机动等特点，且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具

■薏应用

２０１０．３

遥感信息

有抗６级风的能力，从而对飞行要求大大降低，为测

也有较高要求，而且系统的像幅小，导致飞行效率低，

绘数据的快速实时获取与更新奠定了基础，特别适用

航拍工作量大，从而很难适应于较大区域测绘。

于小范围大比例尺的遥感应急救灾快速响应。

另外，本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搭载的是单头数字

同时，无人机航摄系统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该系

相机，基高比较小，导致航测的高程精度不高，如何提

统对载荷的体积重量有严格限制，对载荷的抗震性能

高该系统的航测高程精度，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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