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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由于生态环境日渐被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引发各类地质灾害频发,如地震、泥石
流、滑坡、沉降等。为避免人身及财产损失,灾害预警及应急救援越来越多的被迫切需要。无人机搭载
多种传感器由于机动灵活、安全高效的特点被广泛的应用到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中。结合实际生产项
目,本文从无人机搭载影像及点云在地灾中的数据获取、处理出发,重点使用点云数据通过改进的豪斯多
夫距离来进行滑坡边界提取。利用获取的数据分析制作提取了滑坡滑动面、滑坡边界。通过实践,无人
机技术可为灾害监测提供精度高、效率高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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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Disast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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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increasing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lobal warming and
other factors cause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geological disasters frequently, such as earthquake, debris flow,
landslides, subsidence and so on. In order to avoid personal and property losses, disaster early warning and
emergency rescue are more and more urgently needed. The UAV equipped with a variety of sensors is widely
used in emergency rescu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ility, safety and efficienc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jec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UAV
carrying imagine and point cloud in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and focuses on using the point cloud data to extract
the landslide boundary through the improved Hausdorf distance. The landslide sliding surface and landslide
boundary are extracted by analyzing the obtained data. Through practice, UAV technology can provide high
precision and efficient data support for disaster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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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激光点云的山体滑坡滑动面

图5 滑坡区域划分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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