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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航测技术在高寒地区基本
农田测绘中的应用
张启元１，一
（１．青海省地矿测绘院，青海西宁８１００１２；２．青海省高原测绘地理信息新技术重点实验室，青海西宁８１００１２）

摘要：根据高寒地区气候特点，通过改良无人机遥感系统，首次在青海省运用无人机航测技术
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测绘成果经青海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实地检验，精度满足规范
要求，优于传统测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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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航测遥感系统是继卫星遥感和有人驾驶飞机遥感之后的一种新型航空遥感数据获取系统，
是航空、信息、自动化控制、微电子、计算机、通讯、导航、传感器以及“３Ｓ”等多学科高新技术的集成应
用，具有机动、快速、灵活、影像分辨率高等特点，适合在条件极为复杂的高寒地区和无入区开展测绘工
作，成为世界各国争相研究的热点。无人机航测技术在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的应用研究刚刚开始，处于
起步阶段［１］。本次研究由青海省高原测绘地理信息新技术重点实验室与青海省地矿测绘院联合攻关，
根据高寒气候特点，通过研究和改造无人机航测遥感系统，首次在青海省成功运用无人机航测技术进行
大比例尺地形测图，测绘成果经青海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实地检验，精度满足规范要求，优于传
统测绘方式。

１研究区概况
下才乃亥村位于青海省同德县西北约４０ ｋｍ，地处黄河、巴曲河交汇处的黄河二级阶地上，测区中
心坐标东经１００。１３’３７”，北纬３５。２１’４５”；东西长约５ ｋｍ，南北宽约４ ｋｍ，面积约２０ ｋｍ２，海拔在２
３ ３００

ｍ之间，是一个以农为主，兼营牧林的地区。地形东高西低，南高北低，西隔黄河与兴海县曲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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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相望，同（德）一兴（海）公路从村北横穿而过。

技术流程

２

本次研究选择同德县耕地集中分布的巴沟乡下才乃亥村为研究区，用经过改进的固定翼无人机进
行航摄；采用适普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制作遥感正射影像图后，用于外业像片调绘和像控点选刺；经过
内业空三加密后，制作出研究区域１：１０００线划图，将各属性关联至各图斑，并与同德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图进行叠加，统计计算基本农田保护图斑面积，最终形成研究区域基本农田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关键技术

３

３．１外业航摄

无人机平台改进与参数选择结合青藏高原的极端地理环境及高寒气候特点，本次研究对无人

３．１．１

机进行了一些改进和调整，飞行平台系统选择ＤＢ—ＩＩ型固定翼无人机（含ＧＰＳ定位系统、ＵＰ３０自驾系
统、通讯系统），发动机工作时间３ ｈ。飞行平台的主要性能参数见表１。
ＤＢ一１Ｉ无人机主要性能参数

表ｌ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ａｂ．１
名

称

参

数

机高０，５

ｍ

翼展

２．９

１１３．

机长
发动机排量

名

自重

称

参

数

１００ ｋｍ／ｈ

飞行速度

８０～１５０ ｋｍ／ｈ

２．２ ｍ

续航时间

２～３ ｈ

６２

起飞方式

滑跑

ｃｏ

ｈｐ

两冲程机油＋９３＃汽油
１９

最大起飞重量

ＤＢ—ＩＩ ＵＡＶ

巡航速度

发动机功率４．９
发动机燃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ｋｇ

回收方式

滑降

控制方式

遥控＋自主

导航方式

ＧＰｓ

ＧＰＳ更新频率４

２８蛞

为保证无人机平台在绝对航高达到４

０００

Ｉ＇Ｉｚ

ｍ后，规避因高寒、缺氧、空气稀薄等自然条件引起的空

中停车的风险，以及在飞机降落过程中的减震，在航飞前对无人机平台的发动机、螺旋桨和起落架进行
了精心选配和改造，保证了飞行的安全。
首先，选择具有机身部分由发动机自动加热除冰的机型，从而保证了整个飞机的安全飞行；其次，从
发动机转速、排量、功率及具有防尘密封等方面研究，选配了适合高原高海拔条件下运行的高原型发动
机，最大限度地降低空中停车的可能性；第三，将原配的螺旋桨更换为定制的尺寸较大螺旋桨，以增加无
人机的动力；第四，对起落架进行改造，将原配依靠左右伸缩来减震的起落架，更换为依靠强力弹簧上下
伸缩来减震的起落架。

３．１．２传感器选择无人机搭载佳能ＥＯＳ
量为８１０．０ ｇ，是一款全画幅（３６

ｌｉｌｎｌ

ｘ２４

５Ｄ Ｍａｒｋ

ｍｍ）单反相机，尺寸为长（１５２）ｍｍ×高（１１３．５）ｍｍ×厚（７５）

ｍｍ，有效像素为２ １１０万。快门速度为３０～／８
率弘＝０．００６

４

ＩＩ像机为传感器，定焦镜头焦距为３５ ｍｍ。机身重

０００

ｓ，影像最高分辨率为５

６１６ Ｘ３

７４４，该相机像素分辨

ｍｍ，设置相对感光度ＩＳＯ在１００—４００之间，拍摄数据的类型保存为ｊｐｇ和ｒａｗ两种格式。

３。１。３航摄设计
（１）航高及航飞确定。考虑到研究区位于黄河沿岸，地貌破碎，基本农田地块小，为精确测定每一
块基本农田的面积，成图比例尺确定为１：１０００，地面分辨率确定为０．１０ ｍ。同时，考虑到航飞区周围均

是海拔较高的山峰，因此根据《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要求，确定航摄相对航高５５０ ｍ，绝对航高
ｍ，飞行２个架次，航线总长２１３ ｋｍ；航向重叠７０％，旁向重叠４０％，像片间隔航向７０ ｍ，旁向

３ ６３０
２１０

ｍ，像片数量２ ２８０张，航摄面积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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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架次完成飞行任务后，及时导出照片数据和ＰＯＳ数据，由数据处理人员及时检查航向、旁向重
叠度是否满足要求，检查每一张相片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以决定有无必要进行补飞。经过检查，像
片倾斜角大部分小于４．５。，超过８。的航片不多于总数的１０％；影像色彩均匀清晰，颜色饱和无云影和划
痕，层次丰富，反差适中，均满足设计要求。
（２）摄影基线和旁向间隔。摄影基线就是相邻摄站间的连线。摄影基线、旁向间隔的长度与航线
的重叠度、像素数、地面分辨率有关，其相互关系为：
ｂｚ＝如（１一Ｐｘ）
ｄｙ＝Ｌｙ（１一锄）
Ｂｘ：ｂ×７Ｈ
．，
Ｄｒ＝ｄｙ×７Ｈ
√
式中，ｂ工：像片上的摄影基线长度（ｍｍ）；毋：实地上的摄影基线长度（ｍ）；ｄ，：像片上的航线间隔宽
度（ｍｍ）；Ｄ，：实地上的航线间隔宽度（ｍ）；ｋ、Ｌ，：像幅长度和宽度（ｍｍ）；ｍ、ｑ，：像片航向和旁向重叠度
（以百分比表示）；ｆ：焦距（ｍｌ＇ｎ）；日：摄影航高（ｍ）。
（３）像片重叠度。像片重叠的大小以重叠度表示。重叠部分长度与像幅长度之比的百分数称为重
叠度。假设ｑｘ，ｇ，分别表示航向和旁向重叠部分的像片长度，￡表示像幅长度，如图２所示，Ｐｘ＂＊Ｐ，分别
表示航向和旁向的重叠度，则：

ｐ，：孥×１００％
２了×

ｐ＿＝ｒ

ｐｙ：＿ｑＹ×１００％
２了×

ＪＰｙ

对于无人机航测遥感系统，在《低空航空摄影测量规范》中规定航向重叠度一般为６０％～８０％；最
小不小于５３％；旁向重叠度一般为１５％～６０％，最小不小于８％。
地面起伏会引起重叠度的变化，如图３所示。以地形低的地方为准则重叠度大，以地形高的地方为
准则重叠度小，因此，，检查重叠度是否满足要求时，应以重叠部分最高地形为准，否则，有可能产生航摄
漏洞。

图２像片重叠度
Ｆｉｇ．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 ｏｖｅｒｌａｐ

图３
Ｆｉｇ．３

地面起伏引起重叠度的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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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像片控制测量及像片调绘
首级控制直接利用青海省地矿测绘院２０１０年为巴沟乡卡力岗土地整理区施测的Ｅ级ＧＰＳ网，覆
盖整个研究区。其平面、高程精度均符合规范要求，为１９８０西安坐标系，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外业航飞完成后，采用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影像快速处理系统，进行照片拼接得到遥感正射影像图。在此基
础上外业选刺像控点和像片调绘。像控点主要选择为田埂交叉、道路交叉及围墙墙角等，并采用ＧＰＳ
ＲＴＫ实地测定像控点的三维坐标旧Ｊ。外业调绘主要任务一是调查研究区地理名称，二是对影像上不清
楚的进行调查，三是测定部分地物点坐标用以检核航测成果的准确性。
３．３空中三角测量

无人机获取的遥感影像在生产ＤＥＭ、ＤＯＭ、ＤＬＧ过程中必须恢复影像在空中被拍摄瞬间的空间位
置和姿态，即采用空中三角测量的方式得到每张影像的６个外方位元素口］。本次研究中，首先对获取的
像片进行畸变校正，再采用ＰｉｘＧｒｉｄ—ＵＡＶ空中三角测量系统，自动完成模型内定向、提取加密点、相对
定向、模型连接转刺加密点和生成整个测区像点网等，平差解算采用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方法。空中三角
测量区域网平差计算结束后，基本定向点残差、检查点误差及公共点较差等精度情况如表２（因基本农
田调查中不涉及高程数据，未对高程精度进行统计）。
表２
Ｔａｂ．２

空中三角测量精度统计表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４全数字立体测图

为确保各采集工序中把问题减少到最小程度，不给下一个工序造成人为的工作量，本次研究进行了
严密的计划和组织。立体测图使用武汉适普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ＶｉｒｔｕｏＺｏ ＮＴ工作站完成。采集中重
点控制道路、田坎及沟渠等线状地物的错漏。图形编辑采用南方ＣＡＳＳ７．１地形地籍数据处理系统完
成，并按地物要素进行编码分层Ｈ Ｊ。
３．５数据库建设

在本次研究区域的基本农田图斑上关联相关属性值后，将图层导人由青海省地矿测绘院建设完成
的同德县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数据库系统平台为ＡｒｃＧｉｓ，管理平台为北京苍穹规划数据
库管理系统。数据库主要有行政区、地类图斑、线状地物、规划基本农田、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规划土地
利用分区、注记等，其中规划基本农田是在１：１００００卫星遥感正射影像图（ＱＢ数据）上解译完成，以村
为单位表示；而本次叠加的研究区域基本农田图斑是以无人机航测的１：１０００遥感正射影像图实测完
成，最小表示单元是户。

４精度分析
为衡量本次研究采用无人机航测成果的精度，在像片调绘的同时，采用ＧＰＳ ＲＴＫ的方式，测定了
２１３个明显地物点的坐标，并与航测成图的同名点坐标进行比较，计算出平面点位中误差（见表３），平

厂丽

面误差：Ｍ＝±＾／∑警＝±ｏ．１８（ｍ），误差在±ｏ．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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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以内，完全满足１：１０００地形测量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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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Ｔａｂ．３

５

５９

地物点精度统计表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ｏｉｎｔｓ

结论
（１）根据表３的统计分析，采用无人机航测技术测绘基本农田保护区，明显地物点的平面中误差在

±Ｏ．１８

ｍ以内，完全满足１：１０００地形测量的精度要求。而目前我国基本农田调查的基本比例尺为１：

１００００，因此，采用１：１０００比例尺甚至１：５０００比例尺无人机航测，面积统计精度完全符合要求。
（２）无人机航测具有不受通视条件、航空管制等限制的特性，决定了它具有高效、快速、机动的作业
能力。根据本次研究区域无人机航测经验，测绘本研究区域２０ ｋｍ２的１：１０００地形图，１个外业航测组
用时２ ｄ，内业数据处理１２名作业员用时１６ ｄ；而采用传统测绘方法，５０人的作业队需用时约２个月才

能完成外业测绘任务。因此，可以将大量的外业工作转化为内业全数字航测成图，彻底改变“测绘跑断
腿”的局面。
（３）按目前普遍做法，采用１：１００００卫星遥感影像图作为基本农田调查底图时，一是存档数据时效
性差，要获得最新时相的数据需要定制，而目前普遍采用的数据为美国ＱｕｉｃｋＢｉｒｄ（快鸟）卫星数据，分辨
率０．６１ ｍ，不仅分辨率低，而且费用高，时间难以保证；二是比例尺小，能够满足以村为单位进行解译的
要求，但要精确到户，因分户的田坎大多数不清晰，无法解译；三是青藏高原黄河流域和东部农业区耕地
破碎，很多基本农田分户图斑在１：１００００影像图上达不到上图标准，面积量算精度难以保证，本次研究
表明采用无人机航测均能较好解决以上３个问题。
（４）无人机航测成果丰富，不仅能够获得地形图资料，还能获得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遥感正射影
像图（ＤＯＭ）以及数字表面模型（ＤＳＭ），扩大了成果的使用范围。
目前，我国高寒地区县市耕地保护管理信息化滞后，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统计现势性
不强，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要求。本次研究以同德县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为基础，叠加
研究区分户基本农田图层，在高寒地区应用航测新技术和新方法，健全和完善耕地保护“长效投入机
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本次研究，使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乃至国土资源管
理领域的应用成为了可能，为拓展无人机航测技术在我省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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