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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水库库容测量作业时间长,成本较高,并且存在很多的困难。本次应用实例采用成都纵横大
鹏系列CW-20无人机进行水库摄影测量,采用PIX4D软件进行空三加密输出DSM成果,并利用Global
Mapper生成DOM、DLG等多种成果。并使用RTK测量对该测量结果进行了检核,成果满足要求,具有很
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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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财力,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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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坝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水
库正好处于放空状态,采用合理的作业
方法,大大的节约了作业时间,为水库的
安全运行管理争取的更多的时间。从库
区的地形来看,如果采用传统的方法,作
业时间将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就会错
过放空时期,增加工作量,影响水库的运
行管理。因此,本文利用无人机航摄技术
获取水库数据,该方法能够在水库测量
中快速、准确获取水库高程数据。经野
外实测数据的检查,成果满足要求。本应
用实例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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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检查点,作业方法按碎步点精度施测。
像控点及航飞数据如图展示：
(4)利用PIX4D软件对测区影像进行空

作者简介：

地形图精度统计

等高距
检查点数
(m)
1

1476

等高线高程
中误差(m)

允许差
值(m)

备注

0.30

0.5

合格

裴佳佳(1986--),女,汉族,河南南阳
人,本科,工程师,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三加密,加密完成后,利用Global Mapper生

4 结论

研究院测绘工程院,研究方向：摄影测量

成DOM及DLG数据。

水库库容的测量对水库的运行管理

与遥感。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