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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农村地籍调查中的应用
宋

亮

（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北大队，江西九江３３２０００）

［摘

要］

介绍了低空无人机航测系统和农村地籍调查内容和目的，提出了利用无人机航测在农村地籍

调查中应用路线，分析了农村地籍调查中工作中航测法应用的优点，实践证明运用无人驾驶飞机航拍影像照
片开展地形图的测绘技术在乡村地籍调查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调查的数据准确性，改进了传统技
术的流程，有效地降低了调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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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今无人驾驶低空飞机技术和ＧＰＳ驾
驶操控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用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３０００（２０１４）０４～３

稳定控制各种气动布局的中低速无人机，实现导
航、定位和自主飞行。

于测绘和航拍摄影已经成真。无人驾驶飞机结

地面监控系统包括地面监控工作站（松下便

构紧凑，行动灵活，不需要特殊的跑道用于起降，

携式计算机）、ＵＰ３０飞控软件、电台和天线。其

天气与空域管制对他的影响极小，能够在很短的

中在ＵＰ３０飞控软件中设计编辑航线和航路点，

时间内迅速获得图像。研究运用无人驾驶飞机

能够实时修改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和目标航点，同

航拍影像照片开展地形图的测绘工作，对于获取

时可实时显示无人机的各种飞行参数和电池电

影像比较困难的区域和对成图时间要求极快的

压。所有这些数据均通过电台和天线与无人机

区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具有的时效性

进行通讯。遥控器是手动控制无人机飞行的远

强、速度快等特点，将在以后的城市整体规划建

程控制设备，技术娴熟的操控手利用遥控器可以

设、应急响应救灾、地质监测、数字化城市发展建

实现无人机滑跑起飞和降落。地面运输与保障

设、新型农村土地测绘以及乡村地籍调查中起到

系统配有一辆汽车，可长距离装载运输无人机设

重要的作用［１］。传统使用的地籍测绘全站仪、

备。另外还配有警示筒、警示绳等安全保障

ＣＡＩ。Ｉ。软件测绘数字地籍图需要耗费众多的人力

设备。

和物力，并且现场工作的强度大、暴露于室外环

２农村地籍调查目的和内容

境之下、耗时费力、效能低的弊病，已经满足不了
为全面、准确查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

时代飞速发展的要求。

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的权属关系、边界

１无人机航摄系统

位址、实际面积、具体用途与目前位置，形成权属

系统主要分五个部分构成：飞行平台、传感
器（数码相机）、飞控系统、地面监测控制系统、无
线遥控器和运输保障系统。飞行平台主要包括
机体、操控系统、动力系统三部分组成。传感器
航空拍摄专用佳能５Ｄ ｍａｒｋⅡ定焦数码相机，焦
距分别为５０

ｍｍ、３５ ｍｍ和２４

ｍｍ。相机像素大

小为６．４“ｍ，像幅大小为５ ６１６像素×３ ７４４像
素（２ １００万像素）。飞行控制系统运用自驾仪

合法、界址准确、面积清楚，与实际相符合的农村
地籍调查结果，为建设数据详实的地籍库和信息
管理系统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登记发证
Ｔ作提供依据。４］。农村地籍调查内容包括权属
调查、地籍测量、地籍数据库及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等。

３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农村地籍调查
中的路线

ＵＰ３０，已完全集成了ＧＰＳ接收机、大气压力传感
器、飞行速度传感器、飞行控制系统等部件，可以

航测法不是单纯的运用航空影像照片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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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调绘的工作底图，而是完全应用数字化测

３个像素，像点收敛值小于２／３个像素，则该原始

绘方法，进行先内业后外业，优化农村地籍调查

航空影像畸变差改正正确，这时才可以开展相关

工作的作业流程、减轻外业人员强度及对环境的

的后续工作¨］。

依赖，从而提高工作效能，保证了乡村地籍工作

３．４外业调绘

按时完成和数据的详实、准确。有效运用３Ｓ技

３．４．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集各调查单元

术，结合农村地籍调查工作的具体要求，提出了

详查时已有的行政村级权属界线资料，通过运用

以下作业流程，如下图所示：

坐标值之间的转换，把之前的界址坐标数据和边
长数据处理之后转换到１：２０００正射影像图上，由

无人机航空摄影

此获得工作底图。然后技术人员和村组配合人
ｔ

员到外业实地调查组级权属界线并核实行政村

像控布设与量测

级权属界线，并把核对之后经过确认准确无误的
区域网空ｉ加密

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边界标注到１：２０００的正射影
像图上。

『制作正射影像图ＤｏＭ

３．４．２集体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使用权：

｛

以ｌ：２０００正射影像测量图为工作底图，依照集体

外业调绘

ｌ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相关法规、规范开展权属关系

内业编辑成果质检

调查，将实际调查的权属信息等标注在工作底图

Ｉ

上，并把宗地的四周外延等实际情况记录到地籍

数据入库

调查表中。

图１技术路线
３．１

４农村地籍调查工作中航测法应用

航空摄影

的优点

运用数码照相机进行航摄时，航线的设计可以
以ＧＳＤ（地面分辨率）为出发点，先由成图比例尺
确定ＧＳＤ，进而确定航高。在高差较小的地区航
摄时，成图比例尺与ＧＳＤ的对应关系如表１所示。

４．１有效提高工作的效率，有力改进工作
的流程
无人机航测法在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应用方
面都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保证了数据的质
量、降低了工人劳动的强度，使整个农村地籍调

表１地面分辨率对应
成图比例尺
１

１
１

湖

㈣
砌

查工作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地面分辨率

同时有力的促进了工作流程的整体优化，将艰苦

≤５ ｃｍ

的室外人力劳动，转化为室内计算机的自动化处
８～１０ ｃｍ

理。使得整项工作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有极大的
灵便性，减少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外业工作的不
利影响。

３．２像控点布设

４．２数据的精度准，应用的范围宽

像控点尽量选在平房房角、花台角、道路的

无人机航拍的图像有很高的分辨率，它的精

ｍｍ

度可以达到地图上的０．５ｒａｍ，这与卫星图像相

的点状物体的中心等部位；若确无明显地方，可

比，准确度可以提高近１倍。卫星图像很难制作

分开布设平面、高程控制点，但不能选在人字顶

出比例更大的影像图∞］。而航空摄影测量可以

房角、有草丛的田埂、有弧度的田角等，当布设的

根据成图比例尺的要求，通过调整航摄比例尺即

点高于地面时，还应提供该点至地面的比高心ｊ。

航高，来获得所需的影像资料，从而能够更好的

行车线、人行横道的斑马线、成像不大于０．２

３．３空三加密
利用ＰｉｘｅＩｇｒｉｄ、ＶｉｒｔｕｏＺｏＡＡＴ３．５空三加密
软件进行无人驾驶机航空影像区域网平差，在测

适应农村地籍调查工作的需要。
４．３无人机航测法在农村地籍调查中得到
了运用和推广

量之前，需对经畸变差改正后的原始航空影像进

计算机软件性能和硬件性能的明显提高，使

行无控制自由网平差，如果相对定向误差小于２／

得数字化航摄仪与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工作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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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耗大大降低，航测技术取得更大的运用和推广。
实践表明，采用数字摄影测绘可以完成外业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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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ａ

ｎｅｘ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ｗａ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ｄｓ：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ｙ ｔｈｅｏｒｙ

万方数据

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农村地籍调查中的应用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宋亮， SONG Liang
江西省地矿局赣西北大队,江西九江,332000
北京测绘
Beij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2014(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ch201404026.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