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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海岸地形航测技术探讨
郭忠磊，赵俊生，刘雁春，孙东磊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洋测绘科学与工程系，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１８）
摘要：根据海岸带的定义，说明其地形图测绘的内容及要求。分析了无人机航测系统中数码相机的检校内容，
参照航空摄影测董规范和无人机航测外业实践，探讨了无人机进行海岸带地形测量的方法和步骤，对海岸带区域
开展无人机航测作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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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基于小型无人机遥感平台的摄影测量系统，主要

言

由飞行控制系统、影像获取设备、通信设备、遥控设

无人机具有机动灵活、成本低、获取图像分辨率

备、地面信息接收与处理设备、无人机飞行平台几部

高的特点，采用无人机遥感平台进行小范围、大比例

分组成。无人机平台主要采用玻璃钢和碳纤维复合

尺测绘，将是普通航空摄影测量和卫星遥感测图的

材料加工而成，重量轻、强度大。

一个重要补充。目前，海岸带航空摄影测量大多是

以“华鹰”无人机数字航摄系统为例，无人机重

基于载人飞行平台进行航测作业。无人机航测完善

２０ｋｇ，长２．１ｍ，翼展２．６ｍ；系统配有姿态稳定平台，

了海岸带地形测绘的手段。按照《海道测量规范》

搭载经专业鉴定过的单反相机，具备姿态、速度和高

相关规定进行海岸地形测量作业。采用低空小型无

速精确控制功能。该系统的航摄质量控制可达到的

人机测绘的地形图比例尺一般为１：２０００、１：ｌ

０００

和１：５００，可以担负岸线向陆地狭窄地带的测绘任
务。目前的海岸带地形图不同于陆地地形图的测
绘…，应重点表示出海岸线的准确位置、高度、重要
地物组成等；海岸与滩涂坡度、地物组成；海岸建筑；

指标如下¨１：
（１）航向重叠度：５５％一８０％可调，最大可设
置８０％；
（２）旁向重叠度：２５％～５０％可调，最大可设
为５０％；

陆地和海区交通；境界和行政区界；必要的水平与垂

（３）横滚、俯仰角：≤１．５。，旋偏角≤３０；

直基准说明等。本文结合海岸带航空摄影测量的实

（４）航摄高度稳定能力：≤±５ｍ；

施方法和无人机航测外业实践，归纳了无人机进行

海岸带地形测量的方法和步骤。参照航宅摄影测量

（５）航线偏差：≤叠ｍ。
２．２数码相机的检校

规范中外业控制点的布设原则，对无人机海岸带航

无人机测量平台上安装的一般都是非测量型的

测作业中控制点的布设方式及测量方法和该技术可

数码相机，由于非测量数码相机存在着镜头畸变较大

达到的精度进行了探讨。

影响，在航测前必须对其进行检校，才能保证获取较

２无人机航测系统组成

高质量的数据。检校内容包括主点坐标、主距的测定，
光学畸变系数的测定和ＣＣＤ面阵内畸变系数的测定。

目前，我国的无人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镜头引起的误差是由相机物镜系统设计、制作

２００３年，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制了ＵＡＶＲＳ－１１型

和装配误差所引起的像点偏离其正确位置的误差，

无人机，２００９年１１月通过了国家测绘局的项目鉴

主要是指光学畸变差，光学畸变差包括径向畸变差

定，并且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

和偏心畸变差。径向畸变差在以像主点为中心的辅

２．１

无人机航测系统组成及其性能
这里提到的无人机主要是指小型固定翼无人

助线上，是对称性畸变，它使构像点沿径向方向偏离
其准确位置；切向畸变差是由于镜头光学中心和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６．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０３
作者简介：郭忠磊（１９８４．），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海洋大地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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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心不一致引起的误差，是非对称畸变。物镜畸

重叠度：影像的航向重叠度设置在８０％±５％，

变差必须加以改正，否则摄影测量的平差精度要受

旁向重叠度应在５０％±５％；

到影响。畸变改正公式为：３｜：

３．１．３飞行作业要求
航摄高度：

ｆＡｘ＝（石一戈ｏ）（尼ｌＦ２＋蠡２ｒ４）＋ｐｌ［ｒ２＋２（石一戈ｏ）２］
＋２ｐ２

ｌＡｙ＝（，，一％）（后ｌｒ２＋后２ｒ４）＋ｐ２［ｒ２＋２（），一Ｙｏ）２］
Ｌ

ｊＬ一上

ｘ－ｘｏ）（），一Ｙｏ）＋ａ（ｘ—ｚｏ）＋卢（，，一Ｙｏ）

ＧＳＤ一＾

，¨
、‘７

式中，口为像元尺寸∥为镜头焦距；＾为飞行相对高

＋２ｐｌ（Ｘ－－Ｘｏ）（Ｙ－Ｙｏ）＋卢（戈一髫ｏ）＋ａ（ｙ－ｙｏ）
（１）

式中，（算，Ｙ）为像元点的坐标；（菇。，Ｙｏ）为像主点坐

度；ＧＳＤ为地面分辨率。日０为绝对航高；Ｈ为测区
的平均高程；Ａｈ为测区的最大高程差；当４·Ａｈ＜ｈ，
符合航高设定要求，则绝对航高为：

标；Ａｙ、缸为像点改正值；ｒ＝√（戈一戈ｏ）２＋（ｙ嘞）２；
ｋ，、ｋ：为径向畸变系数；ｐ，、Ｐ：为切向畸变系数；ａ为

Ｈｏ＝Ｈ＋ｈ

（３）

覆盖面积：

像素的非正方形比例因子；卢为ＣＣＤ阵列排列非正

ｒ航向覆盖宽度Ｗｒ＝ＧＳＤ×ｒ

交性的畸变系数。

｛旁向覆盖宽度Ｗｃ＝ＧＳＤ×ｃ

（４）

【Ａ：骱×耽
３无人机航测作业的实施
海岸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海岸线曲折多变、滩
涂种类性质多样、各处潮汐差异较大等，使得海岸带

式中，Ａ为数码相机拍摄的覆盖面积；ｒ、ｃ分别为数
码相机像素的行和列数。
天气因素会对飞行作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多

航测作业面临很多的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作业流程。

云天气、云层低的情况下，飞行高度设定高了就会进

３．１飞行作业实施

入云层，过低则难以满足莺叠度，造成有效作业时间

３．１．１准备工作

大打折扣，同时增加了作业成本；阴雨天造成能见度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对航测区域的海岸带质地、
开发现状、地貌、地形、滩涂情况和植被情况进行调
查；海岸带的地形测量受潮汐的影响很大，所以在航测
前应对测区的潮汐资料进行分析，保证低潮时间作业。
建立基准站：基准站设立在已知的控制点上，无

低，影像模糊；大风天气不管对大飞机还是无人机航
拍都有影响，应注意避免。
作业完成后，应结合飞行记录尽快对获取的影
像数据质量进行检查，主要包括：影像重叠度、相片
旋偏角、航高差、航迹线吻合度等。一般要求航带弯

合适的控制点设置基准站时，可以采用任意摆放，虚

曲度不得超过３％；像片旋偏角小于６。，个别最大不

拟一个基准站。最好设在地势开阔的控制点上，远

超过８０，而且不能有连续三片超过６。；在一条航带

离水体、电台和其他大功率无线电发射装置；要能够

内航高差不大于３０ｍ【５ Ｊ。

完全控制测区范围。

３．２像控点的布设原则及其测量方法

３．１．２航线设计
航线设计对完成作业任务至关重要，一般在已

对于突出岸线范围较大的干出滩，应布设控制
点地标，注意地标设置与航空摄影协调，地面标志点

有的地形图中规划作业区域，也可以将航摄区域坐

应在飞机进入摄区前铺设完毕。

标或最新地形图调入到ＡｕｔｏＣＡＤ中设计航线。

３．２．１控制点的设计

航向：对于测区范围内岸线变化不大的区域，可

常规航测中控制点的设计原则可参考文献

以采用平行于岸线的固定航向，岸线弯曲度较大时应

［６］。海滩上设置控制点标志，标志可以采用半径

采用斜飞航向。为了保证航测立体像对的有效重叠

１．５ｍ折叠式白底红十字的圆形塑料板或木板，及时

度和测区全覆盖，在海岸线变化曲折的测区，飞行航

测出控制点中心的平面位置和高程。

线经由折线拟合的方法一１。折线拟合航迹见图１。

３．２．２像控制点的布设原则
单航带即可覆盖测区时，一般每隔３—４条基线
布设一对平高控制点。若单航带难以覆盖测区范
围，采用区域周边布设平高点方式，沿航向间隔
３—４条基线布设一个平高点，沿旁向间隔航线布设

图ｌ折线拟合航迹图

一个平高点，区域中心布设一个平高点。控制点要
均匀分布在全部影像区域，特征要固定而且明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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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数量足够。每张像片上控制点的数量原则上６个

近。因此，在平坦海岸带区域可以进行基于无人机

点，一般不少于４个点，并分布在与相邻像片之间的

遥感平台的航测作业，并可进行１：２０００海岸地形

重叠区域内。现有的无人机单航带覆盖宽度范围大

图的测绘实践。

约７００ｍ，满足我国大多数的海岸带地形大比例尺测

４结束语

图宽度要求。
３．２．３像片控制点的测量方法

应用无人机进行海岸带小范围区域的大比例尺

目前多采用ＧＰＳ—ＲＴＫ技术测量像控点，不仅可

地形测量任务，能大大节约测图的成本，减轻劳动强

以满足测图的精度，而且大大提高了测量作业的效

度。在平坦海岸带区域可以尝试１：２０００海岸带地

率。ＧＰＳ—ＲＴＫ测量方法可以同时获得平面坐标和高

形图的测绘任务。但低空无人机由于其自身的重量

程。因此，测量像控点可不区分平高控制点和高程控

轻，稳定性差；同时数码相机的像幅小，造成数据量

点，统一按平高控制点布设。海岸带控制点平面、高

大等问题，给数据的后续处理带来很大困难。另外，

程要求见表ｌ。单位：平面为ｔｏｎｉ，高程为ｍ。

无人机平台的不稳定性和较小的基高比，导致航测

表１

高程的精度低。这也是制约其进行海岸带地形测绘

海岸带控制点平面、高程要求
ｌ：５００

ｌ：ｌ ０００

的重要因素。

１：２０００

地区
高程

平面

平面

高程

平地

平面
Ｏ．１

Ｏ．１

０．１

高程
Ｏ．１

Ｏ．１

０．１

丘陵地

Ｏ．１

Ｏ．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山地

０．１

０．１

Ｏ．１

Ｏ．１

０．１

Ｏ．１

高山地

０．１

Ｏ．２

０。ｌ

０．２

０．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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