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Pix4Dmapper 的无人机数据自动化处理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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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人机遥感由于具有机动灵活性高、时效性强、分辨率高、成本低等优点, 广泛应用于各个领
域。但由于无人机本身的特性和传统数据处理技术的局限性, 使得无人机数据处理成为无人机应用的
最大难题, 作者结合 Pix4Dmapper 软件就无人机数据自动化处理技术方法进行探讨, 开展无人机遥感
数据的空三计算、平差计算与正射校正和镶嵌自动处理技术研究, 实现无人机数据快速拼接与校准,
制作正射影像图, 为无人机数据的快速自动化处理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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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遥感是

度比较高, 但同时对原始数据的要求也较高, 需要

航空遥感的一种重要方式, 并且日益成为一项空间

有高精度的姿态参数和控制点数据 [3-4]。无人机影像

数据获取的重要手段, 其具有快速、机动、灵活、高

的快速匹配、拼接和纠正处理技术可分为两类: 一是

影像分辨率、影像实时传输、高危地区探测、成本

在不需要地面控制点的情况下, 对已有影像配准后

[1]

低等优点 , 是卫星遥感与有人机航空遥感的有力

进行拼接和纠正处理, 由于没有考虑投影差对影像

补充。近年来, 无人机在军事和民用方面都得到了快

拼接的影响, 使拼接误差较大, 同时没有影像间尺

速的发展, 引起了诸多科研单位的重视, 无人机遥

度的变化 [5-10]; 二是针对无人机影像特点参照传统

感成为发展的一种趋势 [2], 因此无人机影像的快速

的摄影测量流程进行处理, 这样的处理结果精度较

处理和信息提取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无人机影像

高, 但同时需要有高精度的姿态参数和地面控制点,

数据又不同于传统有人航空遥感影像数据, 由于无

出图周期长、不利于实时应用 [8-16], 需要有专业知识

人机飞行环境的复杂性以及飞行的不稳定性, 导致

的人员进行处理。

无人机数据的片子数量多、较多人工干预、精度不
高、处理的速度慢、无导航定位与姿态测量系统

1

无人机数据处理技术与软件 

(Position Orientation System, POS)与惯性测量单元数

无人机数据处理技术在没有专门处理系统和软

据(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或者不准确、多架

件之前, 处理方法大部分是基于数字摄像技术, 利

次或不同相机获取的数据无法同时处理、结果有拉

用无人机的原始影像数据、POS 数据(GPS/IMU)与相机

花现象、无法充分利用硬件资源等特点, 利用传统的

参数以及现场的控制点, 提取同名点, 然后进行空三计

空中三角测量方法的航空影像数据处理流程进行无

算, 生成数字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人机数据处理比较困难。由于无人机本身特性和传

然后进行影像正射校正, 最后进行正射影像镶嵌, 生

统处理技术的局限, 使得无人机数据处理成为无人

成正射影像数字正射影像数据集(Digital Orthophoto

机应用中最大难题, 所以无人机影像数据处理成为

Map, DOM)(图 1)。相关的软件有: 徕卡公司推出的

亟待解决的问题。
无人机影像处理不能完全采用传统的航空摄影
流程和处理方法。现阶段无人机影像处理的基本流
程大多采用传统遥感数据处理方法: 进行影像配准
后再进行空三计算、平差处理与几何校准处理, 最后
进行影像镶嵌与正射校正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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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及摄影测量系统 ERDAS LPS、数字摄影测量网

地面控制点、无人机的相机参数等基础数据和校正

格(Digital Photogrammetry Grid, DPGRID)、INPHO

数据, 利用 POS 外方位元素进行同名点提取和空三

摄 影 测 量 系 统 、 Photomod 摄 影 测 量 处 理 系 统 、

加密计算、平差计算、正射校正和镶嵌匀色过程都

MapMatrix 数字摄影测量系统、法国的航空航天影像

需要有专业航空摄影和遥感知识的专业人员进行处

数据自动处理系统像素工厂(Pixel Factory, PF)。

理, 无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处理比较困难, 使得无
人机数据处理过程复杂、处理周期长, 严重限制了无
人机的应用和数据快速处理的需求。

Fig. 1

图 1 LPS 处理无人机数据操作流程
LPS UAV data processing operations flow chart

航空航天影像数据自动处理系统像素工厂(简称:
像素工厂)在处理无人机遥感影像时, 以像点、初始
外方位元素和 DEM 构建共线条件方程, 实施基于物
方匹配的连接点提取。利用密集的连接点构建自由
Fig. 2

网, 通过反复迭代、粗差剔除、空三优化技术, 形成
稳健的自由网。导入地面控制点进行判读量测, 与自
由网进行空三联合平差, 分析点位的残差, 使之符
合成图精度。像素工厂直接利用空三结果和影像进
行集群式、分布式并行自动化处理, 生成 DSM、DOM

图 2 传统无人机数据处理流程
Data process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UAV

利用数字影像数据处理技术和处理系统处理无
人机遥感数据, 需要数据质量和处理技术人员要求
高, 增加了无人机航摄的技术难度, 需要无人机的

和真正射影像 [17]。PixelGrid 是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

详细的 POS 数据和地面控制点, 而且在后期数据处

院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字摄影测量系统, 被誉为国产

理中需要专业的测绘人员, 处理的时间周期也比较

的“像素工厂”, 处理过程一般需要以下几步: (1)数据

长, 这些都增加了无人机遥感快速反应和推广应用

准备, 需要无人机原始影像数据、无人机相机参数、

的难度。Pix4Dmapper 无人机数据处理系统解决了

控制点、航线信息等; (2)畸变差校正, 利用相机参数

无人机数据处理过程中的 POS 信息不准确或没有、

对无人机影像数据进行主点及畸变差校正, 获得无

处理速度慢、操作复杂、数据量大等问题, 实现了

主点偏移及畸变的航拍影像; (3)空三加密计算, 利

无人机数据处理的快速、自动化、专业化的高精度

用影像数据和相关参数, 进行影像内定向和同名点

处理, 无需专业知识, 无需人工干预, 即可将数千

匹配, 进行区域平差解算, 完成空三加密计算;

张影像快速制作成专业的、精确的二维地图和三维

(4)DEM 制作, 完成空三加密计算后, 进行 DSM 匹

模型。

配 、 编 辑 以 及 滤 波 处 理 , 完 成 大 区域 DEM 制 作 ;
(5)DOM 制作, 对影像进行镶嵌、匀色、匀光处理, 然
后进行正射校正处理, 制作 DOM(图 2)

[18]

。

传统的数字影像数据处理技术需要 POS 数据、
40

2

Pix4Dmapper 数据处理技术方法
Pix4Dmapper 将空三计算、平差计算与正射校正

和镶嵌等算法进行封装, 提供统一的数据输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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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后台自动计算后将结果返回输出, 无需专业知

容利用内封的空三计算模型进行空三计算影像的真

识, 无需人工干预操作, 实现无人机影像数据的快

实位置和参数, 利用 Pix4Dmapper 的优化技术和区

速处理, 制作正射影像地图和三维模型(图 3)。

域网平差技术自动校正影像, 输出空三计算结果。
Pix4UAV 高级算法计算了原始影像每个像元的高程
值, 生成三维点云, 以提高 DEM 和正射镶嵌结果
的分辨率, 生成所有影像的正射校正结果, 并自动
镶嵌及匀色, 将测区内所有数据拼接为一个大的影
像, 纠正了所有视角的扭曲, 生成数字表面模型
DSM(图 4)和 DOM(图 5)以及瓦片数据。

Fig. 4
Fig. 3

图 3 Pix4Dmapper 数据处理流程
Data processing procedure Pix4dmapper

3

图 4 DSM 成果及三维模型
DSM results and three-dimensional model

应用实例

Pix4Dmapper 自动从无人机原始影像数据 EXIF

应用案例是 2017 年 9 月份镆铘岛快速机动组网

中读取相机参数: 相机型号、焦距、像主点等, 智能

观测实验中无人机航测, 固定翼无人机搭载光学相

识别自定义相机参数; 不需 IMU 姿态信息, 自动读

机对镆铘岛领海基点及周边海域进行航测。

取原始影像数据的 GPS 位置信息; 基于影像数据内

无人机航测线路如下(图 6):

图 5 DOM 成果
Fig. 5 DOM results

航测获取照片 730 张, 其中有效照片 728 张。利

建立工程, 导入无人机原始影像数据, 若有

用 Pix4Dmapper 软件进行无人机原始影像数据的处

POS 数 据 就 将 POS 数 据 导 入 , 若 没 有 可 不 导 入 ,

理。首先对获取的照片进行挑选, 剔除无效照片, 对

Pix4Dmapper 自动从无人机原始影像数据 EXIF 读取

无人机的 POS 数据进行整理, 获取对应照片的有效

相机参数和 GPS 信息。

的 POS 数据, 主要包括照片名称、经纬度、高度、
俯仰角、航行、翻滚角等数据。

数据导入完成后, 会自动生成航迹图(图 7), 可查
看航迹图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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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和空三报告、同名点提取等(图 8)。

图 6 航测轨迹
Fig. 6 Aerial survey trajectory

Pix4Dmapper 经过初始化处理——点云及纹理——
DSM、正射影像图及指数, 自动进行无人机数据的处
理, 并输出质量报告。在计算过程中可以查看空三计

Fig. 8

图 8 空三射线与同名点
Aerial triangulation rays and the same name point

最后可生成 DSM、DOM 数据(图 9)和质量报告
(图 10)。

4

图 7 无人机数据轨迹
Fig. 7 UAV data trajectory

本、空三结果和精度报告), 而且系统支持大数据量快
速、专业精度处理, 具有自动化、智能化、快速等优点。
Pix4Dmapper 软件与其他无人机数据处理系统

小结

相比较, 更具有专业化与针对性, 更好地适应无人

Pix4Dmapper 软件作为专业化的无人机影像数

机影像数据的处理, 将处理方法和算法进行内部封

据处理系统, 具有一键式的自动操作, 无需专业知

装, 提供输入输出接口, 减少用户复杂、繁琐的专业

识, 自动读取相机参数与相机自检校, 支持多源化

化操作, 提高用户可操作化与简单化以及提高系统

数据(影像、视频), 输出数据成果丰富(正射影像图

自动化水平, 减少人工干预过程。因此在无人机应用

DOM、数字表面模型 DSM、数字地面模型 DEM、

方面解决了数据快速处理、专业化的难题, 能够满足

Google 瓦片 KML、三维模型 OBJ、三维点云 LAS/文

用户无人机后期数据处理与信息提取的要求, 为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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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的广泛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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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Pix4Dmapper automatic data-processing technology i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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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ote sensing by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due to of its advantages of high mobility, timeliness, high resolution, and low cost. However,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AV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data-processing technology, UAV data processing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in
UAV application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combination of UAV automatic data-processing technology with
Pix4Dmapper software, and apply this concept to actual work. We investigate the use UAV remote sensing data in
aerial triangulation computation, adjustment calculations, orthophoto corrections, and mosaic automatic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UAV data are quickly stitched and calibrated and an orthophoto map generated,
which technically supports the rapid and automatic processing of UAV data.
(本文编辑: 谭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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