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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1ID> XH:软件在无人机应急航摄中的应用

赵云景! 龚绪才! 杜文俊! 周 力
!云南省基础测绘技术中心"昆明"(',,-!#

摘要# 在无人机应急测绘保障中!存在航线设计不规则#航摄倾角过大等问题!如果利用传统航摄软件处理这类影

像将会消耗较长的时间!进而严重影响应急测绘保障服务的时效性$ 为此!提出了一种利用 X$:C:1ID> XH:软件快

速生成正射影像和点云的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通过在多次地质灾害预防及处置中的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能够

为测绘应急保障服务提供及时有效的影像数据$

关键词# 无人机航摄- 应急测绘- X$:C:1ID> XH:

中图法分类号# OX)+"文献标志码# R"""文章编号# #,,# 5,), %̀&,#'&,! 5,#)+ 5,!

收稿日期# &,#! 5,+ 5#,- 修订日期# &,#! 5#, 5&&

,"引言

云南省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省份之一$ 频

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

利用无人机的机动灵活#航摄周期短等优势可以快

速获取相关影像!为灾区的灾害排查和人员施救提

供直接有效的数据$ 但是!如果采用传统摄影测量

软件对无人机影像进行后期处理!则对航线敷设#飞

行控制及影像质量等有严格要求- 同时!在自然灾

害发生的地区!客观上也会存在诸如天气与地形等

和航摄有关的不利条件!这将导致影像的后期处理

时间过长!影响无人机影像时效性的发挥$ 如何克

服这些困难!并能在第一时间内获取灾区可靠的影

像数据!本文通过救灾实例!结合 X$:C:1ID> XH:软

件自身功能特点和非常规的航线设计!总结出了一

些无人机应急航摄数据处理的经验和方法- 最后!

通过对多款无人机航摄软件应用的比较!认为 X$:d

C:1ID> XH:软件的数据处理效果较好$

#"X$:C:1ID> XH:简介

X$:C:1ID> XH:是一款基于计算机视觉自动进行

三维重建的软件$ 该软件在应用时无需设置初始

值!无需相机检校和控制点数据!依据最新的计算机

多目视觉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就可以对具有影像重

叠的照片进行处理- 也可以通过给予的控制点生成

真实坐标的三维模型$ 无论是航摄像片还是高分辨

率数码相机拍摄的影像!都可以使用该软件进行处

理$ 整个工作流程都是完全自动化的*#+

$ 具体来

说!X$:C:1ID> XH:软件能够支持倾斜影像#多源影

像#多光谱影像及多航高#多分辨率影像等各类影像

的自动空三处理- 具有影像掩模添加#畸变去除等

功能!能够顺利处理非常规的航线数据或包含航摄

漏洞的数据- 同时它还支持多核#多线程 QXc运

算!支持6Xc加速运算!支持数据分块拆分处理!高

效快速地处理大数据- 除此之外!软件操作简单!容

易掌握$

X$:C:1ID> XH:与传统航摄软件最显著的区别在

于它使用的是运动信息中恢复三维场景结构%PCH;Id

C;HBGH:%%:CK:>!1G4&的方法$ 1G4三维重建的主要

过程如下"

#& 利用 173O

*&+算子从每张影像上提取特征点

并获取其对应的ABPIHKVC:H-

&& 根据X21或其他约束关系选出可能具有重

叠关系的像对-

-&对每一像对 ABPIHKVC:H进行匹配!并使用

FR_1RQ算法*-+进行粗差剔除!消除误匹配-

!&根据计算机多目视觉原理!将各像对匹配的

同名像点连接统一起来!在逐次平差迭代过程中!剔

除粗差!估算出视觉场景中相机和由匹配点形成的

稀疏点云的相对位置-

'&结合相机的6X1和像控点的位置坐标!通过

AD%VBJ <BDPC51];DHBP%A<1&算法来获取相机和稀

疏点云的真实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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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处理流程

根据 X$:C:1ID> XH:特点制定的无人机航摄应

急影像数据的处理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数据快速处理!左"及一般快速处理!右"流程

=)9&!"=1,B+8$0(,-6$($ -$*(:0,+5**).9%15-(& $.6

95.50$1-$*(:0,+5**).9%0)98(&

""在快速处理流程中%图 #%左&&!将不再执行点

云密集匹配步骤!1G4重建后便利用稀疏点云建立

地形格网模型!通过格网AS4输出A24!以最快速

度对无人机应急航拍影像进行拼接处理- 在一般快

速处理流程中%图 #%右&&进行了密集匹配!通过对

密集点云的分类编辑修正导出 A24的拼接错误!

对影像拼接质量有严格要求时可采用此方法$

-"影像处理方法

-.#"运用掩模拼接影像

X$:C:1ID> XH:的掩模功能可以避免因影像大面

积遮挡而无法进行自动拼接的问题!这是其他传统

摄影测量软件所不具备的功能$

自然灾害突发时!常伴随着多云或雷雨天气!特

别像云南省!由于地形气候的特殊性!天空经常会出

现高度不足 -,, %的散云!影响航摄影像的质量$

以 &,#!年(',&!)盈江地震的应急航拍为例%图 &&!

图 K"&进云'单片截图!左"和&去云'拼截图!右"

=)9&K"71,/6*:1)+56)A$95%15-(& $.6+1,/6

05A,4).9 )A$95%0)98(&

同航线上连续 & 张受灾城镇的影像均有散云遮挡

%称影像(进云)现象&!拍摄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

采取的方法是"

""#&在航摄区域的同位置采用多次往返航线设

计和拍摄!如图 - 所示$ 在设计航线时只需要保证

一定的航向及旁向重叠即可$

图 O"非常规应急航线设计

=)9&O"].+,.45.(),.$15A5095.+3 0,/(5*65*)9.

""&&利用 X$:C:1ID> XH:逐一对单张照片中的云

雾进行掩模!如图 ! 所示- 再按照 X$:C:1ID> XH:生

成A24与AS4的操作流程来进行*!+

$

图 <"掩模影像

=)9&<"ZA$95$6656A$*P*

""图 ' 为 &,#& 年安宁市王家滩森林火灾的实例$

火情是以道路图层作为空间位置参考来判断的$

%D& 其他软件拼接的影像 %L& X$:C:1ID>拼接的影像

图 ?"王家滩拼接影像

=)9&?"[$.9E)$($.A,*)+)A$95

""从图 ' 可以看出!与采用掩模功能的 X$:C:1ID>

XH:软件拼接的影像相比!采用其他摄影测量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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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的影像在质量上明显要差$ 采用X$:C:1ID> XH:

软件拼接的影像虽然会出现部分空洞!但地物影像

在空间位置上不会出现重大偏差!对于过火面积的

估算和火灾防范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运用 X$:C:1ID> XH:的掩模功能可以处理(进

云)影像!它对单独影像云层覆盖率没有特别要求!

只需要通过不同时间对相同地区进行多次拍摄!最

终达到影像内容能够拼凑成一个完整影像目的即

可$ 在实际作业中!云层或烟雾覆盖率达到 *,/的

单片依然参与计算$ 在掩模的编辑上!软件提供人

工圈定和自动圈定 & 种方式!整个添加掩模的时间

与进云的单片数量成反比$ 在实际工作中!除了特

殊情况!一般进云的影像在整个架次中所占的比重

都是很小的!对比采用降低飞行高度或者等天气好

后重新航拍等方法来说!效率上无疑是大大提高了$

-.&"运用体积量算功能测量模型体积

使用此功能前!需要首先利用 X$:C:1ID> XH:生

成该区域的三维模型$ 在生成格网时!需采用以下

参数!1;HGDIBCNVB" 9BKY$C5GKBEJ- 7>CBHV:EDCK:>" S>Dd

LEBJ :HSWCHDV:EDCBJ

*'+

$ 将带有地理参考信息的模

型通过去除多余次要面及封闭模型 & 个步骤后!就

可以利用体积量算功能来求解模型的体积了$ 图 (

示出了 &,#! 年福贡县城西面腊土底河一处的山体

滑坡!利用 X$:C:1ID> XH:对四旋翼无人机所获得的

,.,' %高分辨率影像进行处理!结合体积量算功能

快速估算滑坡体方量$ 滑坡体体积由坍塌的土方量

与地表堆积的土方量相加而得$

图 S"滑坡体影像

%左" 滑坡区域- 右" 体积量算界面&

=)9&S"@$.6*1)65)A$95

""从图 ( 可以看出!估算的体积为 )* #)- %

- 左

右$ 从滑体的方量大小看!属于大型滑坡$

-.-"运用地面点云分类功能修正A24错误

利用地面点云分类功能纠正拼接后房屋扭曲现

象$ 通过对密集点云的自动或手工方式将房屋#水

域等地物进行分类!用于重建网格并生成新的

AO4!最终输出新的 AS4和 A24

*(+

$ 在实际应用

中!当影像主要内容为村庄和山林混杂时!自动分类

效果不会很理想!此时需要对点云进行人工分类!这

将会花费许多时间$ 在应急测绘保障时!取而代之

的是屏蔽所有无错误单片!仅重新输出错误位置所

在单片的A24!再利用这张 A24进行替换的方法

来处理影像扭曲问题$ 图 ) 就是利用此方法对(',

&!)盈江地震苏典乡房屋拼接错误进行改正的例子$

%D& 房屋拼接有错误的影像 %L& 修正错误后的影像

图 M"盈江影像拼接错误修正

=)9&M" )̂.9E)$.9 )A$95A,*$)+500,0+,005+(),.

!"影像处理效果评价

以元阳老集寨无人机影像为实验数据!对 X$:d

C:1ID> XH:软件与其他比较成熟的同类后期软件如

7X1与 XX16的处理效果进行了对比$ 摄区囊括了

云南省地形的绝大部分特征!航带之间旋偏角很大!

有航摄漏洞- 总体旁向重叠率在 #,/ m+,/间- 除

此之外!地表还存在大面积植被覆盖$

测试结果表明!- 款软件均具有较强的数据处

理能力$ 表 # 列出了不同软件的影像处理时间$

表 !"老集寨无人机影像数据处理时间的比较

#$%&!"Q0,+5**).9 ()A5,-@$,E)F8$)]G\6$($

%%K>&

测试软件
数据准备

%含畸变预校正&

自动

空三

交互式

空三

正射纠正

以及镶嵌
总计

7X1 (, -' &#, *, -*'

X$:C:1ID> #, (, &#, (, -!,

XX16 #,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X$:C:1ID> XH:的处理时间较

短!主要与该软件不需进行单片畸变处理而只需要

整理X21数据有关$

其次比较精度!如表 & 所示!选择像控点 ', 点!

检查点抽取 #, 点- 检查点抽取分布原则为测区内

部均匀分布!随机抽取$

表 K"老集寨无人机影像数据的平差结果

#$%&K"G6E/*(A5.(05*/1(*,-@$,E)F8$)]G\6$($

软件
像控点残差 %̂

U W Y

检查点误差 %̂

U W Y

7X1 ,.&* ,.&( ,.-- ,.&+ ,.-& #.#!

X$:C:1ID> ,.#) ,.#( ,.'( ,.(# ,.-' #.&#

XX16 ,.#& ,.## ,.,) ,.-' ,.-& #.&!

""- 款软件均能满足/数字摄影测量空中三角测

量规范0 %6Z&-&-('&,,+&中对精度的要求$ 但 -

款软件各具优缺点$ X$:C:1ID> XH:与7X1 的处理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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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快!但7X1是全英文系统且不支持掩模功能!在

易用性与应急处理能力上有所欠缺- X$:C:1ID> XH:

缺乏正射影像编修和直接三维点云环境支撑下的浏

览量测能力!而XX16又恰好能弥补这点不足$

前面已经提到!在应急测绘保障服务中首要的

是时间保障!之所以在结果比较中加上交互式空三

处理!也主要是为了添加像控点后评定软件处理精

度所需$ 在应急测绘保障中!这个步骤通常是不具

备实施的条件的$ 一般处理得到的影像结果为具有

?61 5*! 地理坐标信息的可量测影像!所以就应急

航摄而言!X$:C:1ID> XH:这款软件无疑是首选$

'"结论

本文通过对 X$:C:1ID> XH:软件 1G4三维重建

方法的理解!配合 X$:C:1ID> XH:的优缺点!有针对

性地制定出了无人机在应急航拍中影像处理的快速

流程和一般快速流程$ 面对实际应急救灾中所遇到

的困难!对软件中的各项功能进行充分合理运用!并

由此改变了无人机航线设计的方法$ 其中利用

X$:C:1ID> XH:中掩模功能!并配合与之相应的非常

规航线设计方法!利用 AS4输出单张 A24来改正

有拼接错误影像的方法均是在实际作业中总结的经

验体会!并在多次应急测绘保障服务中得到了较好

的应用效果!解决了应急救灾中对时间和影像质量

的双重需求$ 除此之外!现阶段计算机视觉技术已

经对摄影测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许多类似优秀的

软件也孕育而生!如 7X1 和 XX16等!它们都各自具

有不同的优缺点$ 如何发挥各种软件的长处!进一

步提高 X$:C:1ID> XH:与其他软件的综合应用!还需

要进行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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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KP:GC.H; Ĉ;C:HKDEP̂V$:C:PID> ,̂* .̂

]G\)A$9503 6$($ :0,+5**).9 -,05A5095.+3 05*:,.*5%$*56,.Q8,(,'+$.Q0,

@9R2=;>bK>Y! 62_6 ;̀IDK! Ac?B>b;>! @92c<K

%W($$/$ 8/%':-(4=)J'$. /$0 O/AA'$. H):5$*2*.J6)$&)4! G($,'$. (',,-!! 65'$/&

G%*(0$+(" A;BC:KHHBY;EDHGEKY$CH:;CB! E:\K%DYB];DEKCND>J ;>PCDLEBGEKY$CDCCKC;JB! KCKPHBDEENJKGGKI;ECC:

VBHG:H%cRfK%DYBHNJDCDVH:IBPPK>Y;PK>YCHDJKCK:>DEV$:C:YHD%%BCHKIP:GC\DHB.3:HB%BHYB>INHBPV:>PB! D

PCDLEB!$KY$END;C:%DCKID>J CK%B5BGGKIKB>CP:GC\DHBP:E;CK:> KPDE\DNP$KY$ENJB%D>JBJ.7> C$KPVDVBH! C$BD;C$:HP

VHBPB>CDcRfK%DYBHNP:E;CK:> G:HB%BHYB>IB;PK>YRYKP:GCX$:C:1ID> XH:P:GC\DHBC::GGBH:HC$:%:PDKID>J JB>PB

V:K>CIE:;J PBHMKIB.7CKP$BEJ C$DCC$KP%BC$:J ID> VH:MKJBCK%BEND>J BGGBICKMBPIKB>CKGKIK%DYBG:HB%BHYB>IB! DP

P$:\> LNPBMBHDEB%BHYB>INHBPV:>PBVHDICKIDEDVVEKIDCK:>P.

H53B,06*" cRfDBHKDEV$:C:YHDV$N- B%BHYB>IN%DVVK>Y- X$:C:PID> XH:

第一作者简介# 赵云景%#+*& 5&!男!硕士!主要从事无人机航摄工作$ S%DKE" [Nb-',,e]].I:%$

!责任编辑# 刁淑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