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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有效地充实河道数字基础数据以及满足河道智慧水利建设的需求,通过无人机航测前精
度的选取、无人机航测中飞行方案的设计、无人机航测中像控点测量的布设等,利用无人机航测在河道
流域快速、准确、高效的生成河道及两岸一定范围内三维模型和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等测绘成果,
可以实时更新数字流域基础地理数据,为河道数字流域和智慧水利建立和研究积累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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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Aerial Survey in the Digital Modeling of River Channel
Zhiqiang Fu
Shenzhen Water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rich the river digital basic data and meet the needs of river intelligen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precision selection, design of UAV aerial survey, and the layout of the
image control point measurement, the use of UAV aerial survey in the river basin quickly,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generate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river and a certain range of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and
the mapping results such as orthophoto map and digital line map, which can update the basic geographic data of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in real time, and accumulate basic data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digital
river basin and the intelligent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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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制管理、水利管理等方面,尤其在小流
域水利水电管理、水利在建工程监察、
小流域数字模型建立等方面具有广阔前
景。所以,利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
进行河道、流域地形测绘,不仅能降低外
业测绘的工作强度,而且能大大缩短成
图周期。

2 无人机航测在河道数字建模
及智慧水利中应用的具体实例
合作桥乡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
源永定区的东部,西连新桥镇,南抵阳湖
坪镇,东与慈利县许家坊乡接壤,北邻武
陵源风景名胜区。合作桥溪地形图测绘
项目主要任务为1:500地形图测绘,需测
量总河长约为8.8km。河道分两段测量：
其一是301乡道至协和水库上游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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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后,便运用于数字流域进行合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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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无人机航测中河流三维模型和
正射影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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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河流数据是其余各项工作的基础。无
人机航测可以快速、准确的获取河道及

(DLG)的生成

图4

图的制作非常重要。

利用北京清华三维EPS软件对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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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字线划图等成果。相比传统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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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度够、效率高、易操作、成本低,

据的生成、加载,使用基本编辑工具和符

可满足不同的水利部门对于快速获取智

号库,对照平面和立体图制作矢量线划

慧水利基础资料的需求,建立实时更新

图,可导出CAD和SHP格式。

的数字流域基础数据库,为智慧水利的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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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利用软件处理生成河流数字线
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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