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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像控无人机航测技术及应用
胡著翱 陈 凡 李红艳
（黄河水文勘察测绘局 河南郑州 450008）
【 摘 要】 目 前 MAVinci Sirius Pro 无 人 飞 机 配 备 Agisoft
Photoscan 后处理软件，可实现无像控航测和真正摄影像图的生成，
解决了航空摄影测量领域一直以来存在的两大技术难题。经实际
应用案例验证，该技术方案精度可靠、简单高效。
【关键词】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无像控；真正摄
无人机航测技术是近年来航空摄影测量及遥感技术发展的主
要方向，特别是对大比例尺测图来说，其低成本高效率和易用性，
使得无人机航测近年来发展迅速。无像控航空摄影测量和真正摄
影像图生成一直以来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目前技术上已经成熟并
已投入生产应用。例如德国产的 MAVinci Sirius Pro 无人飞机配备
俄罗斯产的 Agisoft Photoscan 后处理软件，即可实现无像控、高
精度航空摄影测量和真正摄影像图（DOM）生成等功能。作者通
过实际应用，验证了该套技术方案的精度，并分析了其技术要点。
１、方案介绍
（1）MAVinci Sirius Pro UAV。MAVinci 公司是专门从事无人
机系统 (UAV) 技术研究的公司，位于德国莱门。主要针对建筑工
地、管道、矿山和采石场等自动成图技术的研究。目前其产品主
要有 MAVinci Sirius UAV（天狼星无人机），分 Classic、Basic 和
Pro 三个版本。其最大的特点是可精确获取拍摄瞬间像片的姿态数
据，从而具备了无像控航测的能力，可极大节省项目成本，尤其
在那些难以从地面进入的项目区域，传统方法根本无法实现高精
度测图。
MAVinci Sirius Pro UAV 无人机是通过精确的时间控制技术和
高精度 GNSS RTK 技术来确定每个曝光点的空间位置坐标，从而
完全替代像控点的作用，具备高精度航测能力。
（2）Agisoft Photoscan 软 件。Agisoft Photoscan 是 俄 罗 斯
Agisoft 公司开发的 3D 建模软件。它采用最先进的多视图三维重
建技术，由数字影像全自动生成高精细 3D 模型；支持 GPU 高性
能计算，利用分布式网络计算系统，对超大空间范围生成分层级
的三维模型，使得浏览和使用数据变得容易和简单；利用其自动
生成的密集点云数据和照片纹理，可生成真正摄影像图，使高精
度测量和成图成为可能；根据相机影像匹配理论自动计算相机的
畸变参数，从而进一步提高三维建模的效率和精度。
２、应用案例分析
该方案在实际生产中，已经应用于大比例尺测图项目。本文
选择某测区进行应用验证，并进行精度分析。方案的操作流程如下：

图 1 无人机航测流程图
测区使用 MAVinci Sirius Pro 无人机系统通过航拍采集像片
313 张，地面分辨率 0.045 米，飞行面积 0.95 平方千米，飞行时
间 20 分钟。采用 Agisoft Photoscan 对采集的像片和高精度空中姿
态数据进行全自动处理，最终生成测区密集点云数据、真正摄影

像图（DOM）和 DEM 数据。
外业使用全站仪采集 21 个明显地物点坐标，主要位于水泥道
路的拐角或者路边人工花坛的拐角。在内业处理生成的真正摄影
像图 DOM 数据和密集点云数据上，解析出外业实测点对应位置
的三维坐标，从而进行精度比对分析。在外业采集的 21 个点中，1、
12 号点在影像上不太明显无法准确解析其坐标，故舍去。其余点
位的精度统计情况如下：
表 1： 误差统计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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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距离误差 (m)
0.039
0.049
0.030
0.026
0.032
0.016
0.013
0.030
0.030
0.068
0.031
0.058
0.064
0.063
0.052
0.031
0.089
0.015
0.021

高程误差 (m)
0.068
0.041
-0.020
0.094
0.024
0.062
0.001
0.029
-0.056
-0.076
-0.038
1.288
1.337
1.510
1.331
-0.096
-0.005
0.042
0.040

0.045

0.054

备注

高程粗差，剔除
高程粗差，剔除
高程粗差，剔除
高程粗差，剔除

从统计结果看，有 4 个点的高程精度出现粗差情况，原因为
实测的点在花池的顶部，而影像解析点位在花池底部，所以高程
有粗差存在。在高程精度统计中，将这四个点高程剔除。最后计
算出平面距离中误差为 0.045 米，高程中误差为 0.054 米。符合大
比例测图的精度要求。
３、结论
该套技术方案，解决了航空摄影测量行业一直以来难以逾
越的无像控航测成图和真正摄影像图生成的技术难题。MAVinci
Sirius Pro 无人机结合了精确的时间控制技术和拓普康 100 赫兹亚
厘米级的 RTK 实时差分技术，获得了像片拍摄瞬间高精度的 POS
数据，从而解决了无像控航空摄影测量的问题。Agisoft Photoscan
软件，采用最先进的多视图三维模型重建技术和 GPU 高性能计
算技术，可全自动生成测区密集点云和真正摄影像成果。这套技
术方案是基于单架次飞行范围在 2-5 平方千米范围内，且航测像
片航向重叠率大于 85% 的条件下实现的。对于更大范围的航测，
RTK 差分的精度会降低，像片数量会增加，对后处理软件和计算
机硬件的处理能力要求更高，该技术方案的成果精度和实用性会
降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更多新的三维建模技术和更高性能
计算机必将出现，该技术方案存在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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