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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西部矿区开采地表沉陷大多呈变形速度快、损害程度深、波及范围广的特点，常规观测站已无

法适应其高强度开采地表损害监测任务。 如何快速、准确、全面地监测煤矿高强度大规模开采引起的

地表沉陷与环境损害是矿山企业面临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采用无人机（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ＵＡＶ） 摄影测量技术对西部高强度开采的矿区进行地表沉陷监测，给出了基本思路和方法，并以内
蒙古鄂尔多斯某煤矿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通过与水准对比评定了 ＵＡＶ 摄影测量建立的数字高

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 和沉陷盆地的精度。 研究结果表明：ＵＡＶ 摄影测量技术获取

的 ＤＥＭ 精度为 ２２８ ｍｍ，沉陷盆地精度为 ８１ ｍｍ，沉陷盆地精度为比 ＤＥＭ 高程精度提高了 ６４．５％；
反演得到的下沉系数与水准求参结果相比，相对误差为 １．４％；ＵＡＶ 摄影测量技术可以快速获得地
表丰富的遥感影像数据，并可求出“ 面状” 全盆地沉陷数据和可靠的沉陷参数，为矿区生态环境监

测以及后续的生态修复和土地复垦提供支撑，研究成果可以为多数西部煤矿开采地表损害监测提
供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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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随着近年低成本、轻型无人机与技术的发展，以

言

“富煤、贫油、少气” 是我国的能源现状，这就决

定了煤炭资源在较长时间内始终是我国的主要消费
能源和能源战略安全的保证

［１］

。 我国煤炭资源在

地理分布上呈现“ 西多东少” 趋势，随着国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能源战略调整及东部煤矿逐渐关闭，西
部地区必将成为我国未来主要煤炭资源产地

［２－３］

。

煤炭开采在满足国家能源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
矿区地质环境损害问题，煤炭开采引起岩层及地表

变形是产生矿山地质环境损害的根源。 西部矿区地
质构造简单，煤层赋存稳定，适宜大规模机械化开
采，且由于煤层浅埋，大采高、高强度快速开采及地
质环境脆弱，西部煤炭开采引发的地表沉陷大多呈
现出 变 形 速 度 快、 损 害 程 度 深、 波 及 范 围 广 的 特
点

［４］

。 由煤炭开采引起的矿区地表沉陷会造成地

表建构筑物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时甚至会引
发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对煤矿安全生产以及人们的
正常生活产生严重的损害和威胁。 矿区开采沉陷监

无人机为搭载平台的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
术（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ＵＡＶ） 成为当前应用较
广泛的测绘新技术。 ＵＡＶ 摄影测量是以无人机为

平台，集成高分辨率（ 多 ／ 高光谱） 低空光学传感器、
ＧＰＳ 和 ＩＭＵ 等技术，可同时获取地表沉陷变形和地
物环境信息，适应于多尺度的监测任务，具有机动灵
活、高效精准、 作业成本低 （ 突出的时效性和性价
比） 等优势 ［７－８］ ，极大推动了摄影测量技术在矿区的
应用 ［７，９－１１］ 。 基于此，笔者以内蒙古鄂尔多斯某煤
矿为研究对象，提出了 ＵＡＶ 摄影测量监测矿区地表
沉陷的思路、关键技术流程和方法、采用 ＵＡＶ 摄影
测量技术对该矿区地表沉陷进行监测，采用常规全
站仪 ／ 水准测量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 ＵＡＶ 摄
影测量监测精度，讨论分析该技术在西部矿区高强
度开采地表沉陷监测的可行性。

１

无人机监测思路及方法

１．１

基本思路
ＵＡＶ －摄影测量可以定期快速获取监测区域地

测对合理指导煤炭资源开采活动，保护生态环境不
受破坏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然

表光学影像数据，该影像含有地表三维坐标和丰富

而，西部矿区地表沉陷监测数据较少，沉陷规律研究

的地物光谱信息数据，通过对影像数据的处理可以

不深入，更没有适合的沉陷参数。 尤其国家对环境
保护要求越来越严格，矿区环境损害监测及评估已
经成为西部矿山企业面临的巨大难题。
现有沉陷监测技术是以全站仪、水准测量、ＧＰＳ

得 到 监 测 区 域 的 地 表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 和生态环境信息（ 如植被、土
壤及水体） ，前者通过多期 ＤＥＭ 相减可以进一步处

理得到地表沉陷变形，后者通过多期地物对比分析，

监测方法是通过在采空区上方地表布设走向和倾向

可用于研究矿区生态环境精细演变。
图 １ 为 ＵＡＶ － 摄影测量监测地表沉陷的示意，

取的平面坐标和高程信息。 该技术监测精度高，是

表，解算得到当时的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１ 。 当工作

等大地测量技术为主的常规地表沉陷监测技术。 该
“ 十字” 观测线进行沉陷监测 ［５－６］ ，根据各观测站获
目前获取矿区地表形变最常用、最有效的手段，在矿
山开采沉陷研究及实际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该监测手段有如下特点：① 监测范围和尺度
小，一般以单工作面为监测对象；②仅以地表移动变
形为监测内容，无法获得环境损害信息（ 比如植被、
水体等） ；③成本高、周期长、工作量大、需要埋设测

点且难以长期保存等缺点；④只“ 点状” 观测，数据
及信息量少，不能完整反映沉陷盆地特征。 这些不
足导致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西部高强度开采地表
损害监测任务，因此如何快速、准确、全面地监测西
部高强度大规模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陷与环境损害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
５８

当工作面推进到位置 １ 时，利用 ＵＡＶ 观测一次地
面推进到位置 ２ 时，再用对同一位置地表进行第二

次观测，获 得 该 时 刻 的 地 表 数 字 高 程 模 型 ＤＥＭ ２ 。
通过两期 ＤＥＭ 相减，即 ＤＥＭ １ 减去 ＤＥＭ ２ ，可以得到
监测区域的地表沉陷盆地，如若 ２ 次监测是采动过
程中进行的，获得的即为动态沉陷盆地；如若为工作
面开采首末 ２ 次监测，获得的即为稳态沉陷盆地，再
根据工作面开采的相关信息，便可以反演出地表移
动变形预测参数等。
１．２

ＤＥＭ 构建方法及流程
ＵＡＶ －摄影测量技术通过对航测数据进行处理

得到同一监测区域不同监测时期的 ＤＥＭ，多期 ＤＥＭ
相减获得监测区域的地表沉陷。 ＤＥＭ 的构建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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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监测地表沉陷思路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ｂｙ ＵＡＶ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地表沉陷盆地的关键步骤，ＤＥＭ 构建流程如图 ２ 所
示。 首先，利用无人机控制平台规划航飞路线并获

ＳＵＲＦ、Ｈａｒｒｉｓ －Ｌａｐｌａｃｅ 算子等算法。

取监测区域的影像数据；再进行相机标定获得相机
畸变参数，并利用该参数对原始影像进行畸变校正；
然后，对校正后的影像进行相对定向，使所有像片统
一至选定的像空间辅助坐标系中；随后，再利用外业
测量获取的像控点数据进行绝对定向，使像片由像
空间辅助坐标系转换至地面坐标系；最后，通过光束
法区域网平差以及影像密集匹配加密点，获取整个
监 测 区 域 的 点 云 数 据， 再 通 过 空 间 内 插 构 建
ＤＥＭ ［１２－１３］ 。 其中，构建 ＤＥＭ 的关键技术如下：

１） 影像畸变校正：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携带的

相机大多为非量测型相机，获取的影像存在畸变差，
因此在进行影像数据处理前必须消除畸变差。 通过
调整像主点位置和纠正畸变参数来实现影像畸变
校正。

Ｆｉｇ．２

２
２．１

图２

ＤＥＭ 构建流程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Ｄ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矿区工程案例
研究区域及数据采集
试验区域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某

２） 相对定向：在 ２ 张具有一定重叠度的相邻影

煤矿 ２Ｓ２０１ 工作面。 该工作面倾向长度 ２６０ ｍ，走

征的匹配算法进行同名点匹配，相对定向后监测区

３．１７ ｍ，煤层总体倾向西南，平均倾角 ２°，煤层平均

像上提取相似的特征点，然后利用基于灰度或者特
域所有影像的坐标系统一至以像空间辅助坐标系为
基准的自由坐标系中。

３） 绝对定向：引入像控点数据，解算每张像片

在控制点坐标系下的外方位元素和待定点的地面坐
标，完成影像由自由坐标系统一至地面坐标系。

４）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以每张像片组成的光束

为平差基本单元，按照共线条件方程列出误差方程，
对测区整体进行平差处理获取每张像片的外方位元
素以及待求点的地面坐标。

５） 影像匹配：寻找 ２ 幅或多幅影像之间的同名

点，主 要 方 法 为 基 于 点 特 征 的 匹 配， 包 括 ＳＩＦＴ、

向长度 １ ２５３ ｍ，煤层厚 ２．９ ～ ３．７ ｍ，实际平均采厚
采深约 ２００ ｍ。

采用天宝 ＵＸ５ 无人机摄影测量系统进行数据

采集，无人机相关参数见表 １；外业像控点数据由
ＧＰＳ ＲＴＫ 测量完成， 像控点测量坐标系为北京 ５４
坐标系，数据采集现场如图 ３ 所示。

两期数据分别采集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９ 日、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第一期和第二期无人机影像均为 ５６０ 张，
相对地面平均航高为 ２５０ ｍ 左右，设计为东西航向，
航带为 ２８ 条，考虑到本试验所用无人机平台较轻、
稳定性差和抗风能力弱的特点，设计的航向和旁向
重叠率均为 ８０％，见表 ２。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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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天宝 ＵＸ５ 无人机航测系统参数

表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ｅｒ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ｆ Ｔｉａｎｂａｏ ＵＸ５ ＵＡＶ
系统

硬件

飞行器类型

固定翼

第一期

几何尺寸 ／ （ ｃｍ×ｃｍ×ｃｍ）

１００×６５×１０

（２０１８－０６－０９）

Ｄｅｌｌ 平板电脑

（２０１８－０９－０４）

日期

２ ４００ 万像素；焦距 １５ ｍｍ

续航时间 ／ ｍｉｎ

４０

第二期

２．２

无人机影像数据信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ＡＶ ｉｍａｇｅｓ
ＧＣＰＳ

面积 ／
ｋｍ

２

航向

航带 ／
条

航摄像
片／ 张

２５０

１３

２．７６

东西向

２８

５６０

２５０

８

２．６７

东西向

２８

５６０

数据处理及精度分析

最大海拔高度 ／ ｍ

５ ０００

起飞方式

弹射架弹射起飞

推荐降落场地 ／ （ ｍ×ｍ）

５０×３０

原理，首先构建 ＤＥＭ，分别将外业无人机平台采集

抗小雨

的 ２ 期影像数据以及 ＧＰＳ ＲＴＫ 采集的像控点数据

２．４ ～ ２４

导入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 软件中，进行初始预处理剔除掉部
分扭曲或模糊的照片，然后对齐照片；然后进行影像

天气限制

性能

ｍ

参数

地面控制站

数据获取

航高 ／

监测

项目

相机参数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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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无人机摄影测量监测地表沉陷的基本

风速小于 ６５ ｋｍ ／ ｈ；

分辨率（ ＧＳＤ） ／ ｃｍ

作业高度范围（ ＡＧＬ） ／ ｍ

数据处理及结果

７０ ～ ７５０

匹配获取影像的同名点坐标，并剔除误匹配点；利用

图３

Ｆｉｇ．３

现场采集数据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少量的外业像控点数据在像片上刺同名点，进行辅
助 ＧＰＳ 光束法区域网平差以获取高精度的姿态数

生成的 ＤＥＭ 和沉陷盆地上对应点的高程和沉降值
数据分别进行比较。

据；最后进行密集匹配、ＳｆＭ 摄影测量等处理，建立
实验区域的密集点云数据，再经过规则格网内插获

取数字正射影像（ ＤＯＭ） 和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如
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然后对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对 ２ 期 ＤＥＭ 进 行 相

减，得到无人机摄影测量监测的某煤矿 ２Ｓ２０１ 工作
面从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９ 至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４ 间的地表沉陷，最
大下沉值为 ２ ４８７ ｍｍ，如图 ６ 所示。

２．２．２

ＤＥＭ 及沉陷盆地精度分析

为分析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监测矿区地表沉陷

的精度，采用全站仪和水准仪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和 ９ 月
分别对布设的 １５ 个地面测站点进行测量（ 地面测
站点分布情况如图 ６ 所示） ，得到两个时期的各地
面观测站的平面坐标和水准数据，并与无人机数据
６０

图４

第一期 ＤＯＭ 图像（ 左） 和 ＤＥＭ 图像（ 右）

Ｆｉｇ．４

ＤＯＭ （ ｌｅｆｔ） ／ ＤＥＭ （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Ｉ

１） ＤＥＭ 精度评价。 根据全站仪测量的地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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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的平面坐标，利用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提取 ＤＥＭ

得到的下沉值与 ２ 期 ＤＥＭ 相减得到的沉陷盆地上

站水准高程对应比较，见表 ３ 和表 ４。

０．０８１ ｍ。

上对应坐标点的高程。 两期 ＤＥＭ 高程与地面观测

相应的下沉值作比较，见表 ５，得到下沉中误差为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点号
２

＋１ ３１９．０６４

８

＋１ ３１９．９８７

９

＋１ ３３０．６９７

１０

＋１ ３４５．４７６

１１

＋１ ３４５．９６７

１２

＋１ ３４４．６５０

１３

＋１ ３３３．５９２

１４

＋１ ３５１．７６５

１５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２
３
４

Ｆｉｇ．６

图６

５

无人机摄影测量监测的沉陷盆地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ｂｙ ＵＡＶ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通过对地面观测点和 ＤＥＭ 对应点的高程差值

的均方根误差进行计算，以此评估 ＤＥＭ 的精度，均
方根误差计算公式为

ｎ

Ｍ＝±

Δ
∑
ｉ＝１

２
ｉ

ｎ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式中：Ｍ 为均方根误差（ 即中误差） ； Δ ｉ 为高程差值；
ｎ 为实测点数量。

由上表数据计算可得，第一期和第二期的 ＤＥＭ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０．１１５

＋１ ３１４．２１８

７

１

＋１ ３０８．２９０

＋１ ３１４．１８７

６

点号

＋１ ３０８．４０５

＋１ ３１７．５６３

５

ＤＯＭ （ ｌｅｆｔ） ／ ＤＥＭ （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ｈａｓｅ Ⅱ

高程差值 ／ ｍ

＋１ ３１３．６３７

４

Ｆｉｇ．５

ＤＥＭ 高程 ／ ｍ

＋１ ３１７．１９８

３

第二期 ＤＯＭ 图像（ 左） 和 ＤＥＭ 图像（ 右）

水准高程 ／ ｍ
＋１ ３０６．７１７

１

图５

第一期 ＤＥＭ 的误差统计

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ＥＭ
＋１ ３０６．４０３
＋１ ３１７．０７６
＋１ ３１３．３０９
＋１ ３１７．２９１
＋１ ３１４．０４９
＋１ ３１３．９４８

－０．３１４
－０．１２２
－０．３２８
－０．２７２
－０．１３８
－０．２７

＋１ ３１８．９３８

－０．１２６

＋１ ３３０．５５３

－０．１４４

＋１ ３１９．８０１
＋１ ３４５．３５９
＋１ ３４５．６６５
＋１ ３４４．３７５
＋１ ３３３．２１３
＋１ ３５１．５６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１７
－０．３０２
－０．２７５
－０．３７９
－０．２０２

第二期 ＤＥＭ 的误差统计

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ＥＭ

水准高程 ／ ｍ

ＤＥＭ 高程 ／ ｍ

高程差值 ／ ｍ

＋１ ３０６．０１４

＋１ ３０５．８６３

－０．１５１

＋１ ３０６．５７９
＋１ ３１５．２８１
＋１ ３１３．４１３
＋１ ３１６．８１７
＋１ ３１１．７７２
＋１ ３１４．０５２
＋１ ３１８．９４０
＋１ ３１９．８０６
＋１ ３３０．６２０
＋１ ３４５．３７５
＋１ ３４４．８１０
＋１ ３４２．９５１
＋１ ３３３．５５３
＋１ ３５１．６６７

＋１ ３０６．２５６
＋１ ３１５．０８６
＋１ ３１３．１８０
＋１ ３１６．５９２
＋１ ３１１．７３１
＋１ ３１３．９４７
＋１ ３１８．９１８
＋１ ３１９．７３８
＋１ ３３０．３９２
＋１ ３４５．２３８
＋１ ３４４．５６１
＋１ ３４２．５８７
＋１ ３３３．１７９
＋１ ３５１．４８５

－０．３２３
－０．１９５
－０．２３３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８
－０．２２８
－０．１３７
－０．２４９
－０．３６４
－０．３７４
－０．１８２

由表 ３—表 ５ 数据可以看出，无人机监测的下

的高程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２３６ ｍ 和 ０．２２０ ｍ，两期

沉值在 １４、１５ 号点的相对误差较大，主要由于该位

２） 沉陷盆地精度评价。 将 ２ 期水准高程相减

要求，因此误差较大；而 ７ ～ １１ 号点处则由于一些非

ＤＥＭ 的平均高程均方根误差为 ０．２２８ ｍ。

置处下沉量小为厘米级，无人机监测精度无法达到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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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动因素（ 农民挖沙子） 的影响，造成较大误差。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点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第 ５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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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求参结果部分可靠。 根据计算可知，无人机监测

沉陷盆地误差统计

Ｅｒｒ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ｎ

水准高程差 ／ ｍ ＤＥＭ 高程差 ／ ｍ 下沉差值 ／ ｍ 相对误差 ／ ％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９

６．５

－１．９１７

－１．９９０

－０．０７３

３．８

－２．３９１
－０．２２４
－０．７４６
－２．４１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１
－１．１５７
－１．６９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８

－２．４２７
－０．１２９
－０．６９９
－２．３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３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１
－１．１０４

－０．０３６

１．５

的某煤矿 ２Ｓ２０１ 工作面的测量中误差 ８１ ｍｍ 与最
大下沉值 ２ ４８７ ｍｍ 的比值为 ３．３％，因此认为此次
反演求取的沉陷参数是可靠的。 由于 ２Ｓ２０１ 工作面
在 ２０１８ － ６ － ９—２０１８ － ９ － ４ 的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陷需

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停止，尚未形成稳定的沉陷盆地，

０．０９５

４２．４

且此后工作面仍需继续推进，因此此期间形成的沉

０．０９７

４．０

据利用概率积分法的稳态预计模型和时间影响函

６．３

陷盆地为“ 动态沉陷盆地” 。 故对该期间的沉陷数

０．１６５

９９．４

数（ Ｋｎｏｔｈｅ 时间影响函数） 进行动态求参。 对 ＵＡＶ

０．１１８

６５．２

果进行 对 比， 见 表 ６， 可 得， 下 沉 系 数 相 对 误 差 为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３

－１．７８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４

靠，比值＞１０％时求参结果不可靠，比值在两者之间

０．００５

８３．９
１０９．１
１９．８
４．５
５．２

１２．８
２０．４

对下沉差值的均方根误差进行计算，以此评估

监测数据与传统水准测量获取的沉陷数据的求参结
１．４％，主要影响角正切相对误差为 ２０％。
表６

Ｔａｂｌｅ ６

开采沉陷预计参数反演结果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测量方式

无人机摄影测量

水准测量

下沉系数 ｑ

０．７１

０．７２

主要影响角正切 ｔａｎ β

１．６０

２．００

利用求参结果进行预计得到拟合下沉值，实测

沉陷盆地的精度，均方根误差计算公式同式（１） 。

下沉值与拟合下沉值的中误差（ 即拟合中误差） 应

中误差为 ０．０８１ ｍ。 由于无人机 ＤＥＭ 误差中，系统

出的参数结果将会不可靠。 此外，拟合中误差与测

根据表 ５ 中数据计算可得，沉陷盆地的下沉值

误差影响较大，造成无人机 ＤＥＭ 的精度较低，而无
人机监测的沉陷盆地是由 ２ 期 ＤＥＭ 相减获得，消除
了系统误差的影响，使其只含随机误差，故无人机摄

满足小于 １０％Ｗ ０（ Ｗ ０ 为最大下沉值） 的要求，否则求
量中误差成正比，测量中误差越大，则拟合中误差也
越大。 拟合中误差计算公式为
Ｍ＝±

影测量解算的沉陷盆地的精度相对较高。
２．３

ＵＡＶ －摄影测量监测矿区沉陷可行性

由上述精度分析可知，本次试验中的 ＵＡＶ 求取

［ ｖｖ］
（ ｎ － １）

（２）

式中：ｖ 为实测下沉值与拟合下沉值的差。
根据上表中数据计算得，无人机数据求参结果

的下沉盆地精度为 ８１ ｍｍ，就单个点的精度而言，不

的拟合中误差为 １８１ ｍｍ，占最大下沉值 ２ ４８７ ｍｍ

无法直接用于矿区地表沉陷监测，尤其在对建筑物

的百分比为 ７．３％，故认为该求参结果相对可靠；而

损 害 鉴 定 时， 需 要 观 测 沉 陷 盆 地 边 界 的 微 小 变

水准测量的测量精度高于无人机测量，故水准数据
求参结果也可靠。

满足矿区开采沉陷变形监测精度 １０ ｍｍ 的要求而
形（ 监测精度为毫米级） 。 然而，矿区沉陷监测的另

由表 ６ 中的对比结果可以看出，由无人机摄影

一个核心作用是求取概率积分参数，与传统沉陷监

测量获得的沉陷数据反演得到的下沉系数是可靠

测技术的线状观测站不同，ＵＡＶ 摄影测量技术获取

的；而由于无人机监测沉陷盆地边界误差较大，导致

的是整个面域的沉陷值，１０ ｍｍ 的精度要求是针对

求取的主要影响角正切值偏小。 因此无人机摄影测

常规的单个点而言的，尽管单点监测精度不高，但利

量技术可应用于矿区开采沉陷监测，并可求取可靠

用面域内大量的沉陷数据求取的预计参数具有较高

的下沉系数。

的精度，以此对整个地表沉陷进行预测，可以得到比
较可靠的结果。

根据文献［ １４］ 中的测量误差对开采沉陷预计

参数的影响分析结果可知，以测量中误差和最大下

沉值之比作为衡量标准， 比值 ＜ ７％ 时 求 参 结 果 可
６２

矿区生态环境监测以及后续的生态修复和土地
复垦等也是矿区沉陷监测的主要目的之一，无人机
摄影测量技术以其低成本、高灵活度、高效率等优
点，通过数据处理获取高分辨率地表 ＤＥＭ 和全盆地
沉陷数据以及大比例尺地形图，为复垦规划提供了

高银贵等：煤矿开采地表沉陷 ＵＡＶ－摄影测量监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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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１５］ 。 此外，获取的海量的光学影像数据可

区开采沉陷大变形具有优势，却无法准确获得沉陷

以提取矿区地表植被信息，为研究煤矿开采引起的

边界区域数据，这也导致其反演的参数主要影响角

矿区生态环境变化提供支撑，弥补常规监测手段仅

正切误差较大的原因。

３） 尽管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在矿区地表沉陷

能获得地表沉降数据的不足。

３

中存在些许不足，但其监测得到的高分辨率影像以

讨论及建议
１） 煤炭开采引起岩层及地表变形问题在生态

环境极其脆弱的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严重影响和制
约了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健康生活

［２］

。

目前常规地表移动观测站布设在工作面主断面上，
由“ 点” 组成“ 十字形” 观测线，具有尺度小、工作量

及处理生成的各数字产品对于矿区生态环境监测具
有重要作用。 为推广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在矿区中
的应用，需提高其监测精度，可以通过传统观测站与
无人机摄 影 测 量 技 术 联 合 监 测 的 方 法； 根 据 文 献
［１６］ 中测点缺失对地表移动参数的影响的研究可
知，重要观测点（ 如最大下沉处、拐点附近等） 对概

大、数据及信息量少等不足。 在西部浅埋深、大采

率积分法参数的确定起决定性作用，为弥补无人机

高、快速综合机械化及智能化的大规模、高强度开采

摄影测量技术存在的缺陷，可以将观测站布设在矿

已成为主流下，开采引起的岩层及地表移动呈现出

区地表最大下沉处、拐点附近以及盆地边界；将观测

损害面积大、程度深、波及范围广的特点。 常规地表

站数据与无人机数据联合处理，既可得到完整可靠

移动观测站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开采损害监测任

的沉陷盆地，又能可靠地求得开采沉陷预计的各参

务；ＵＡＶ 摄影测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

数。 此外，随着无人机制造工艺、机载定位、视觉算

途径。 ＵＡＶ 摄影测量以无人机为平台，可快速获取
含有丰富的地物光谱信息的光学影像，具有机动灵
活、高效精准、 作业成本低 （ 突出的时效性和性价

比） 等优势；通过研究，ＵＡＶ 摄影测量可以快速获得
“ 面状” 全盆地沉陷数据， 并可反演可靠的沉 陷 参

法等技术的创新，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正趋向于智
能化和自动化发展 ［１７］ ；研制高效锂电池、太阳能电
池、无人机群体化协同作业等方法提高了无人机的
续航能力，使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更能适应于矿山
的大规模监测；无人机与相机设备的进步，使由无人

数，可为矿区生态环境监测以及后续的生态修复和

机平台不 稳 定、 影 像 畸 变 等 问 题 造 成 的 误 差 可 以

土地复垦提供丰富数据。

减小。

的精度进行评估，得到 ＵＡＶ 监测的矿区地表 ＤＥＭ

外，目前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ＩｎＳＡＲ 技术也被应

较轻易受天气因素影响而导致影像质量差，影像畸

技术虽然可以获得大量空间点云信息，从而构建三

２） 对 ＵＡＶ 摄影测量获得的 ＤＥＭ 以及沉陷盆地

高程中误差为 ２２８ ｍｍ，主要误差来源于无人机平台
变大以及无人机飞行姿态不稳定，这些误差包括系
统和偶然误差；沉陷盆地通过 ＤＥＭ 相减，消除了系

统误差的影响，沉陷盆地的精度为 ８１ ｍｍ（ 即为厘米
级精度） ，比 ＤＥＭ 高程精度提高了 ６４．５％；因此，无
人机监测矿区大变形具有显著优势，但无法准确监

４） 除了提到的常规测量技术和 ＵＡＶ 摄影测量

用矿区地表沉陷监测中。 然而，地面三维激光扫描
维模型 ［１８－２１］ ，但其监测成本高且需多次迁站，不具

有灵活性；ＩｎＳＡＲ 技术可全天时、全天候连续监测，
且监测成本低 ［２２－２４］ ，但时空相位失相干阻碍了它在
矿区地表沉陷监测中的推广应用 ［２５］ 。 而无人机摄
影测量技术以其成本低、监测范围广、灵活度高、可

测沉陷盆地边界区域小变形。 就单个点的精度而

连续性监测等优势，逐渐在矿区地表沉陷监测中被

言，无人机摄影测量监测精度不满足要求；然而，从

广泛应用。 随着测绘新技术的发展，多种技术融合，

开采沉陷参数反演的角度来说，与水准测量求参结

多源数据融合是开采沉陷监测的发展趋势，通过多

果相比，无人机摄影测量获得沉陷数据求取的下沉

技术融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获得更

系数相对误差较小，仅为 １．４％，由于 ＵＡＶ 获得下沉
盆地边界误差较大，求取的主要影响角正切相对误

差为 ２０％，误差偏大。 ＵＡＶ 摄影测量的不足之处在
于：①无人机平台较轻、摄影姿态不稳定（ 影像旋偏

较大） ；②飞行高度低、影像几何畸变大；③航摄影
像重叠度不规则等方面的缺陷，导致 ＵＡＶ 摄影测量
的高程测量精度相对较低。 根据实测结果，平均高
程精度为 ２２８ ｍｍ（ 即为分米级精度） 。 ＵＡＶ 监测矿

高精度的全盆地沉陷数据，可以精细化研究地表盆
地变形。 通过多源数据融合即可以获得地表变形，
又可以精确获得矿区生态环境及其变化，为矿区生
态修复、环境评价及后评价提供高精度丰富的基础
数据。

４

结

论

１） 分析了西部大多数矿区煤层浅埋，大采高、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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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ＨＯＵ Ｅｎｋｅ，ＸＩＥ Ｘｉａｏｓｈｅｎ，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

高强度快速开采引发的地表沉陷呈现变形速度快、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ｄｅｅｐ

损害程度深、波及范围广的特点。 常规观测站的不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足导致其已无法适应高强度开采地表损害监测任
务。 在这种形式下，如何快速、准确、全面地监测西
部高强度大规模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陷与环境损害是

［４］

单、高效、快速的特点，弥补了常规监测方法的不足。
２） 以某煤矿为研究对象，利用无人机摄影测量

［５］
［６］

地面观测站数据对比，对无人机 ＤＥＭ 和沉陷盆地的
精度进行评估，精度分别为 ２２８ ｍｍ 和 ８１ ｍｍ，基于

［７］

［８］

［９］

［１０］

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２］

６４

ｙｅａｒｓ［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８（９） ：１－１５．

王双明，侯恩科，谢晓深，等．中深部煤层开采对地表生态环境
的影响及修复提升途径研究［ 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２１，４９（ １） ：

１９－３１．

张慧超．基于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的地表塌陷变形监测及应
用研究［ Ｄ］ ．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１８．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侯恩科，首召贵，徐友宁，等．无人机遥感技术在采煤地面塌陷
监测中的应用［ Ｊ］ ．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１７，４５（６） ：１０２－１１０．

４５（６） ：１０２－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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