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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露天矿生态修复研究
闻彩焕ꎬ王文栋
( 河北省地质测绘院ꎬ河北 廊坊

摘

０６５０００)

要:目前矿山生态修复多采用全站仪或者 ＧＰＳ － ＲＴＫ 测量ꎬ具有强度大、周期长、成本高的缺点ꎬ

尤其是废弃露天矿山存在的滑坡、坍塌等问题给测绘人员带来安全隐患ꎬ且传统的测绘手段均为二维
的结果ꎬ地形地貌、地质灾害信息不直观ꎬ给生态修复方案的设计带来不便ꎮ 为了满足露天矿山生态
修复实际需求ꎬ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开展矿山生态修复ꎮ 在勘查测绘阶段ꎬ利用无人机倾斜

摄影测量建立实景三维模型ꎬ基于实景三维模型进行信息采集ꎬ生成 ３Ｄ 数字产品ꎻ在方案设计阶段ꎬ
结合地质灾害信息、实景三维模型、测绘 ３Ｄ 数字产品进行生态修复设计、工程量统计、投资预算ꎬ并

建立生态修复效果模型ꎻ在施工管理阶段ꎬ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对工程的施工进度、工程量、
施工效果进行动态跟踪、实时监测、效果对比ꎮ 研究结果表明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可以实现:保
障技术人员安全ꎬ节约人力、财力等成本投入ꎬ使勘查测绘更加高效ꎻ矿山环境信息更直观、生动、形
象ꎬ有利于生态修复方案的制定ꎬ使方案设计更加科学ꎻ动态监测、掌握施工进度、监督施工与设计的
符合度ꎬ使得管理施工更加全面ꎻ分项治理工程量统计、预算金额计算、工程量量化ꎬ使矿山生态修复
更加精准ꎻ留存矿山历史档案ꎬ对宣传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发挥带动作用ꎮ
关键词:无人机ꎻ倾斜摄影测量ꎻ露天矿山ꎻ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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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由来已久ꎬ其长期、高强

１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１.１

无人机

度、大规模的开采ꎬ严重影响了区域生态系统ꎮ 党的

无人机 是 利 用 无 线 电 遥 控 设 备 和 自 备 的 程

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

序控制 装 置 操 纵 的 不 载 人 飞 机ꎮ 与 载 人 飞 机 相

山银山” 重要指导思想ꎮ 近年来ꎬ通过矿产资源整

比ꎬ无人机 具 有 体 积 小、 造 价 低、 使 用 方 便、 环 境

合ꎬ小、散、乱矿山的治理和关停等ꎬ遗留废弃的矿山

要求低、生存能力 强 等 优 点ꎮ 随 着 技 术 的 飞 速 发

数量逐渐增多ꎬ对水、土地、大气等环境造成了严重

展ꎬ无人机从最初的 军 用 领 域 逐 渐 扩 展 到 民 用 领

破坏ꎮ

域ꎬ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管理、农 业、地 质、气 象、电

针对废弃露天矿山ꎬ自然资源部出台了« 关于

加快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意见» 、« 关于

力、抢险救灾、视频拍摄 等 行 业ꎬ并 持 续 保 持 较 快
的发展态势ꎮ

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的生态修复的意见»

无人机可分为固定翼无人机、 旋翼无人机等ꎮ

等一系列政策推进矿山生态恢复治理ꎮ 河北省陆续

多旋翼无人机可以便携起降、飞行高度低、操作灵

出台了« 关于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

活、结构简单、技术成熟、拆卸方便、易于维护ꎮ 目

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 、«露天矿山综合治理支持

前ꎬ在测绘领域ꎬ尤其是小区域、特殊地形等区域ꎬ多

利用 矿 山 综 合 治 理 ( ＥＰＣꎬ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１.２

ＥＰＣ 模式ꎬ即勘查、设计、施工一体化模式ꎮ 实施全

机ꎬ其中 １ 个垂直镜头ꎬ获取底部区域的正射影像ꎬ

政策»ꎬ加快推进全省范围内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模式ꎬ 加快恢复进程ꎬ 提高治理水 平ꎮ
过程需要进行勘查、设计、施工、评价、测绘、监测、三
维效果制作等各项工作协同进行ꎮ

旋翼无人机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

无人机飞行平台搭载 ５ 个相机镜头的数码相

其余 ４ 个镜头分别获取前、后、左、右方向的倾斜影

像ꎬ可以快速高效获取多角度影像ꎬ获取更丰富的地

传统勘查测绘技术进行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具有

物纹理影像信息ꎬ真实地反映地物的实际情况ꎬ克服

强度大、周期长、成本高、精度低ꎬ以及滑坡和坍塌等

了垂直摄 影 测 量 的 局 限 性ꎬ 弥 补 了 正 射 影 像 的 不

诸多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等特点ꎬ且传统的测绘成

果为 ２ 维成果ꎬ地形地貌和地质灾害信息不直观ꎬ给
生态修复方案的设计带来不便ꎮ

近年来ꎬ随着无人机的普及ꎬ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足 [２１] ꎬ如图 １ 所示ꎮ 通过 ＰＯＳ ( ＰｏｓｉｔｏｎꎬＰＯＳ) 定位

定 向 技 术 和 ＧＮＳ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ＧＮＳＳ) 差分技术ꎬ获取空间信息ꎬ采用数据

快速处理系统生成实景三维模型ꎮ

的快速发展ꎬ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越来越广泛

应用 到 了 矿 山 监 测 [１－４] 、 矿 山 地 质 [５－９] 、 矿 山 建
模 [１０－１２] 、矿山地形测量中 [１３－１５] ꎮ 文献[１６ － １９] 利用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进行了矿山环境治理应
用ꎬ然而ꎬ针对矿山生态修复全过程ꎬ尤其是 ＥＰＣ 生
态修复模式ꎬ并没有详细的、全面的应用ꎮ 因此ꎬ笔
者提出在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ＥＰＣ 模式全过程中利

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开展勘查测绘、方案设

计、施工管理工作ꎬ从而达到数字化、定量化管理ꎬ并
将此技术应用于河北省某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ꎮ

Ｆｉｇ.１

图１

无人机倾斜摄影 [２１]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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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关键技术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通常包括像控点布设

和测量、多视影像联合平差、多视影像密集匹配、三
维建模、信息采集等ꎮ

１) 像控点布设和测量ꎮ 像控点布设和测量对

成果的精度影响很大ꎮ 因此ꎬ在野外进行像控点选
择时ꎬ应遵从控制点的布设原则ꎬ选择合适的外业控
制点布设和测量方案ꎮ 像控点布设原则:像控点宜

布设为平高点ꎻ选择没有遮挡的、影像清晰的目标ꎻ
尽量是平整、水平的ꎬ不要选在有高差的斜坡上ꎻ易

因此ꎬ多视影像密集匹配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使用
冗余信息ꎬ采用多视匹配算法准确获取同名点坐标ꎬ
从而得到三维空间信息 [２４－２５] ꎮ 密集影像匹配后得

到密集点云ꎬ对密集点云进行物体表面三维网格重
建、纹理映射ꎬ最终生成倾斜影像模型ꎮ

２

技术流程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流程如图 ２ 所示ꎬ包括准备

工作、勘查测绘、方案设计、施工管理 ４ 个阶段ꎮ

２.１

准备工作

于识别的细小线状地物交点、明显地物拐角点ꎬ如道

收集矿山基本信息ꎬ包括矿山位置信息和周边

路交角ꎻ与周围环境色差小、与地面有高差、成像不

情况等ꎮ 收集地质资料和采矿资料ꎬ包括矿山地质

清晰等可能引起刺点误差的ꎬ均不能作为像控点ꎻ远

灾害报告、土地利用规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生态

离有大片水域、电视塔、通信线路等的区域ꎬ以免被

红线及数据库等资料ꎮ 同时ꎬ进行空域申请ꎮ

电磁干扰ꎻ在地面上设置较为明显的标记或者利用

２.２

制作好的标志作为控制点ꎬ提高内业刺点精度ꎮ 像

勘查测绘

１) 航线设计ꎮ 在倾斜摄影开展前ꎬ做好航线设

控点布设方案: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像控点布设通

计工作ꎬ包括:航摄分区、航线设计、敷设航线、设计

常采用区域网布网方案ꎬ根据不同成图比例尺对平

航高、确定航摄重叠度ꎮ

面点和高程点的精度要求ꎬ得出像控点航向和旁向
的基线数间隔进行布点ꎮ 像控点测量方案:传统像

２) 像控点布设与测量ꎮ 采用航摄前的主动布

设方式ꎬ按照一定的网格间距ꎬ选择合适的位置ꎬ利

控点测量采用分级控制的方式ꎮ 通过像控点与已有

用制作好的标志实施布控ꎮ 利用 ＧＮＳＳ ＲＴＫ 技术开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定位技术的不断

６０ ｓꎬ每测回观测值在得到 ＲＴＫ 固定解且收敛稳定

完全满足需求ꎮ 尤其是 ＧＮＳＳ ＲＴＫ(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Ｋｉｎｅ￣

ｃｍꎬ垂直坐标分量较差不大于 ３ ｃｍꎮ ２ 个测回结果

控 制 点 组 成 控 制 网ꎬ 平 差 解 算 完 成ꎮ 随 着 ＧＮＳＳ

发展和成熟ꎬ利用 ＧＮＳＳ 定位方法进行像控点测量ꎬ
ｍａｔｉｃꎬＲＴＫ) 技 术ꎬ 能 够 快 速、 高 精 度 获 取 像 控 点

展像控点测量ꎬ观测 ２ 个测回ꎬ测回间时间间隔超过
后开始记录ꎮ 测回间的平面坐标分量较差不大于 ２
取平均值作为像控点测量最终成果ꎮ

坐标ꎮ

２) 多视影像联合平差ꎮ 多视影像包括垂直摄

影影像和倾斜摄影影像ꎮ 传统的平差方法主要处理

垂直摄影影像ꎬ对倾斜摄影影像之间的遮挡和几何
变形不能实现较好处理ꎮ 因此ꎬ需要多视影像联合
平差处理方法处理ꎮ 多视影像联合平差中ꎬ特征提
取是 １ 项基础工作ꎬ提取的精度与特征点的分布ꎬ决
定了平差精度ꎮ 通过特征提取算法进行特征点提取

后ꎬ结合 ＰＯＳ 初始外方位元素ꎬ采用金字塔匹配策

略ꎬ在每级像片上进行同名点匹配ꎬ得到匹配信息ꎮ
通过联合平差解算由连接点、控制点坐标等数据ꎬ与
多视影像自检校区域网平差的误差方程ꎬ获得每张

像片内外方位元素和所有加密点的地面坐标 [２２－２３] ꎮ

３) 多视影像密集匹配ꎮ 多视影像匹配是数字

摄影测量的基本问题之一ꎬ相对于单一立体影像匹

配ꎬ多视影像匹配可以充分利用影像中的冗余信息

进行匹配纠正ꎬ补充盲区的地物特征ꎮ 同 １ 区域ꎬ倾

斜摄影获取的影像数量多ꎬ会产生大量的多余观测ꎬ
而且具有重叠度高、覆盖范围大、分辨率高的特点ꎮ
２１４

Ｆｉｇ.２

图２

技术流程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３) 实景三维建模ꎮ 利用 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ａｐｔｕｒｅ 软件进

行多视影像联合平差ꎬ通过特征点提取、初始化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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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素、连接点匹配ꎬ利用光束法区域网整体平差进

程中ꎬ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生成三维模型ꎬ

行空中三角测量ꎮ 为提高精度ꎬ首先计算出小区域

实景三维模型与设计效果模型进行对比、动态监测ꎮ

内每个相机的内方位元素ꎬ然后导入到工程中进行

３

相对定向ꎬ能达到提高相对定向精度的作用ꎮ 像控
点量测环节ꎬ每个像控点分布在不同视角ꎬ每个视角
至少 ３ 个以上像片ꎬ像控点所在像片清晰ꎬ像控点位

置接近于像片中心ꎮ 通过控制点量测环节的优化、
调整ꎬ控制点中误差控制在 １ 个像元以内ꎬ从而提高
空中三角测量精度ꎮ 在空中三角测量的基础上ꎬ通
过倾斜影像的密集匹配ꎬ获取大量高密度的点云数
据ꎬ构建不规则三维网格模型ꎬ优化、简化网格模型

３.１

应用与分析
研究区域简介
研究区域为河北省某县区域内某露天矿山ꎬ矿

山面积为 ０.２２４ ｋｍ ２ ꎬ目前处于关停、废弃状态ꎮ 矿

山经多年开采ꎬ造成土地压占、山体破损、岩石裸露、
植被破坏ꎬ造成水、土壤、大气环境污染ꎮ 地势起伏

较大ꎬ整体地势南高北低ꎬ最大相对高差近１５０ ｍꎮ
同时ꎬ该矿山具有陡峭的开采面、岩石裸露ꎬ随时会

进行自动纹理映射ꎬ最后生成纹理清晰、逼真的三维

产生崩塌等地质灾害ꎬ因此ꎬ采用传统的测绘方法存

模型ꎮ 为提高建模效率ꎬ利用多台服务器进行集群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ꎮ

处理、三维模型建设ꎮ

３.２

输出高精度的正射影像ꎬ为最大程度保存影像信息ꎬ

多旋翼无人机进行倾斜摄影ꎮ 根据区域的形状和范

４) 数据采集ꎮ 基于实景三维模型ꎬ自动化分块

设置分辨率为最高分辨率ꎮ 在此基础上ꎬ利用遥感
影像处理软件对分块影像进行镶嵌ꎬ再按照生产要
求的网 格 尺 寸 进 行 重 采 样ꎬ 生 成 大 比 例 尺 ＤＯＭ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ｒｔｈｏｐｈｏｔｏ Ｍａｐ) ꎮ 利用 ＥＰＳ ３ＤＳｕｒｖｅｙ 三维

测图系统调用三维模型 ＯＳＧＢ 瓦片数据ꎬ利用实景

三维模型和正射影像联动模式进行数字化测图ꎬ采
集房屋、道路、河流、地貌等地物要素信息采集ꎬ完成

ＤＬ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ｎｅ Ｇｒａｐｈｉｃ ) 制 作ꎮ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ＥＰＣ 模式ꎬ土石方开挖工作量很大ꎬ而且也是生态
修复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土石方的精确计算

勘查测绘应用

采用搭载 ５ 台 ４ ２４０ 万像素传感器倾斜相机的

围ꎬ分为 １ 个分区ꎬ航线按南北方向敷设ꎮ 航向重叠

８０％ꎬ旁向重叠 ８０％ꎮ 根据测区范围最高山体情况ꎬ
飞行高度 ２３０ ｍꎮ
利用 ＧＮＳＳ － ＲＴＫ 技术进行像控点测量ꎮ 共计

完成像控点 １０ 个ꎬ坐标系为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ꎬ中央经线为

１１７°ꎮ 获取多 角 度 影 像 数 量 ３ ０１０ 张ꎮ 分 辨 率 为
３.４ ｃｍꎮ 对多角度影像进行联合平差ꎬ像控点的最
大重投影差为 ０.７２ 个像素ꎬ控制点的最大平面位置
中误差为 ０.０１２ ｍꎬ最大高程中误差为 ０.０１８ ｍꎮ

利用 １０ 个节点集群计算ꎬ瓦片大小为 １００ ｍꎬ

必 须 借 助 于 矿 区 高 精 度 ＤＥＭ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用时 ０.５ ｄꎮ 基于实景三维模型ꎬ进行 ３Ｄ 产品的生

据实景三维模型数据进行特征点、线采集ꎮ 利用所

色彩真实ꎬ纹理清晰ꎮ ＤＬＧ 控制点符合精度检查ꎬ

工作ꎮ

ＤＥＭ 进行散点检查ꎬ共检查高程点 ２０ 个ꎬ高程中误

Ｍｏｄｅｌ) 数据ꎮ 采用 ＥＰＳ ３ＤＳｕｒｖｅｙ 三维测图系统根

有的特征点和特征线构建三角网ꎬ完成 ＤＥＭ 生产
５) 精度检验ꎮ 对实景三维建模和 ３Ｄ 产品进行

精度验证ꎬ满足精度要求即可进入方案设计环节ꎮ
２.３

方案设计

１) 以 实 景 三 维 模 型 为 基 础ꎬ 同 时 结 合 ＤＬＧ、

ＤＯＭ、ＤＥＭ 数据ꎬ根据不同地质灾害信息ꎬ进行生态
修复方案设计ꎬ形成不同分项工程ꎮ

２) 生态修复治理分项工程ꎬ包括土石方工程、

产ꎬ生成该区域内 ＤＬＧ、ＤＥＭ、ＤＯＭꎮ 三维模型产品

平面点位中误差为 ６ ｃｍꎬ高程中误差为 ３ ｃｍꎮ 对
差为 １１.４ ｃｍꎮ ＤＯＭ 未发现变形和偏移ꎮ

３.３

方案设计应用

经实地勘查ꎬ该矿山存在工作面、开采平台、渣
坡、台阶等地质灾害信息ꎬ存在道路、废弃房屋等地
形地物信息ꎮ 结合实景三维模型和外业踏勘信息ꎬ
绘制矿山地质环境图ꎬ如图 ３ 所示ꎮ

针对不同地质环境ꎬ结合实景三维模型、３Ｄ 数

绿化工程、灌溉工程等ꎬ结合实景三维模型及 ３Ｄ 数

字产品进行多种生态修复方案设计ꎬ设计效果模型

３) 根据生态修复方案ꎬ利用三维平台进行效果

学性、合理性ꎮ 矿山生态修复效果模型如图 ４ 所示ꎮ

字产品统计工程量ꎬ并根据定额标准进行经费预算ꎮ

与实景三维模型进行前后对比ꎬ辅助方案设计的科

设计ꎬ生成效果模型ꎮ 实景三维模型与效果模型对

同时ꎬ对不同方案分项工程进行工程量汇总ꎮ

比、决策、分析ꎬ提交主管部门审批ꎮ
２.４

施工管理
根据生态修复设计方案进行工程施工ꎬ施工过

土石方工程ꎬ借助三维模型、高精度 ＤＥＭ 计算填挖

方工程量ꎮ 绿化工程、灌溉工程、砌筑工程分别借助
三维模型、ＤＯＭ 产品、ＤＬＧ 产品统计工程量ꎮ 并在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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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案设计更加直观ꎮ 实景三维模型使矿山

环境信息更直观、生动、形象ꎬ有利于生态修复方案

的制定ꎮ 同时ꎬ方案效果模型与实景三维模型形成
鲜明对比ꎬ使生态修复方案更加科学合理ꎮ

３) 管理施工更加全面ꎮ 施工过程中ꎬ利用无人

机倾斜摄影技术获取实景三维模型进行动态监测ꎬ

Ｆｉｇ.３

图３

并与设计效果对比ꎬ可以起到掌握施工进度、监督施
矿山地质环境模型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ｎｅ

工与设计的符合度作用ꎬ使管理人员全面掌握信息ꎮ
４) 矿山生态修复更加精准ꎮ 从勘查测绘中的

二、三维模型建立、产品制造ꎬ到方案设计中的分项
治理工程量统计、预算金额计算ꎬ到施工管理中的施

工进度和工程量量化ꎬ都保证了矿山生态修复的精
准化ꎮ

５) 留存矿山历史档案ꎮ 建立的废弃露天矿山

Ｆｉｇ.４

图４

二维、三维模型、数据、生态修复效果模型等ꎬ都可以
矿山生态修复效果模型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作为矿山历史档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宣传开展
矿山生态修复和发挥带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工程量基础上ꎬ进行投资预算ꎬ计算总投资金额ꎮ 从

致谢:感谢河北省地矿局科技项目提供的资助ꎬ

生态环境效果、投资金额、施工周期、产业开发等不

感谢河北省地质测绘院勘查工程分院、航测遥感分

同角度考核方案的可行性ꎮ

院提供的影像资料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ꎮ

目前该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正在方案报批中ꎮ 方
案报批后ꎬ进入施工阶段ꎮ 施工过程中ꎬ将会利用无
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对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进
度、工程量、施工效果进行动态跟踪、实时监测ꎬ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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