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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某采石场

手控拍摄 自动贴近飞行

贴近摄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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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与处理

➢ 初始“地形”获取

➢ 三维航迹规划

➢ 智能贴近飞行

➢ 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1. 已有老数据

2. 从“无”开始

1. 建筑物立面

2. 坝体（滑坡体、坝）

1. DJI Terra 

2. iFly

1. Photoscan

2. Smart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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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已有老数据

2014年某项目数据

无人机飞行坐标系：

WGS84 - LBH

老坐标系

七参数转换

WGS84坐标系
UTM投影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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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从“无”开始

手控飞行

初始地形

低分辨率影像

1. 不需要规则航线；

2. 可以距离远，以减少拍摄照片数量；

3. 需要覆盖目标及其周围环境；

1. 摄影测量处理，快速重建稀疏或密
集点云；

2. 在本次培训里面，考虑到大家对商
业软件的熟悉，所以采用
Photoscan来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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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Photoscan 处理

导入影像 选择合适的投影坐标系

武汉地区：UTM 5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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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Photoscan 处理

设置相机参数精度：一般可以设置为 0.1（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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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Photoscan 处理

空三计算：Workflow->Aligh Photos->OK （默认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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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Photoscan 处理

密集匹配：Workflow->Build Dense Cloud ->OK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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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地形”获取

Photoscan 处理

导出点云：File -> Export -> Export Points

1. 保存格式为 las 或者 laz

2. 需选择正确的投影坐标系

3. 根据情况选择 “Sour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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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在获取初始地形信息之后，需要对目标进行贴
近飞行，以获取目标的高分辨影像和精细重建
结果。

基于本地的方式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利用初始地形信息进行三维航迹规划 ：

以建筑物立面、坝体（斜面）两种类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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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建筑物立面

需要的描述信息：

1. 立面底边顶点坐标 --- 顶点的平面坐标，下左图中红色三角形

2. 立面高度 --- Zmin ，Zmax

3. 立面的朝向 --- 在平面内的法向量，下右图中黄色箭头

俯视图



14

二、三维航线规划

坝体（滑坡体、坝）

需要的描述信息：

1. 坝体底边顶点坐标 --- 顶点的三维坐标，下图中绿色三角形

2. 坝体顶边顶点坐标 --- 顶点的三维坐标，下图中红色三角形

注意：

1. 底边和顶部需要
平行；

2. 需要保证顶点的
连线（黄色虚线）
不超出坝体，不
与坝体周围的部
分相交；



15

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1. 打开Cloudcompare，拖放前面导出的点云文件；

2. 弹出的第一个对话框点击Apply，第二个对话框点击Yes；

3. 等待数据读取，完成数据读取；

打开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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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1. 选择打开的点云，单击工具栏中“单点量测”按钮；

2. 在弹出的工具条中，选择第一个按钮，即可在点云上面进行单点量测；

3. 记录量测的绝对坐标值，即：Xg, Yg, Zg

单点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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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保存量测信息：

1. 文件格式中，第一行的注释需要保留；

2. 文件名格式必须为：xxx_init_terrain.txt

建筑物立面信息文件格式 坝体信息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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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离线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1. 选择打开的点云，单击工具栏中
“多点量测”按钮；

2. 单击选择需要量测的多个点；

3. 量测完之后，点击弹出的对话框中
的保存按钮，选择另存为“x,y,z”
格式；

4. 在提示否“Apply Global Shift”时，
选择“Yes”

多点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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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建筑物立面“多点量测”：

依次量测：

1. 立面左下角点；

2. 立面右下角点；

3. 立面最高点；

4. 立面前方任意一点（用于
确认立面朝向）



20

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坝体“多点量测”：

依次量测：

1. 坝体底边左顶点；

2. 坝体底边右顶点；

3. 坝体顶边左顶点；

4. 坝体顶边右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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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1.常规设置：

无人机飞行的相关参数

2.目标参数

量测的目标“描述信息”

3.输出参数

规划结果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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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1.常规设置：
➢ 相机类型：跟无人机的相机设置相关。如果不在无人机（以P4 RTK为例）中做特别设置，

那么用默认参数即可。

➢ 拍摄精细度：分为一般、精细、最高三种类型。

⚫ 一般：无人机镜头仅正对目标进行拍摄，只会有一个飞行任务；

⚫ 精细：无人机镜头会 a. 正对目标；b. 与目标倾斜呈20°倾斜；因此会有两个飞行任务；

⚫ 最高：无人机镜头会a. 正对目标；b. 与目标倾斜呈20°倾斜；c. 镜头下倾斜20°；因此
会 有三个飞行任务。

一般建议选择精细即可。

➢ 最低安全飞行高：该高度是指无人机最低飞行高度与量测目标的最小Z之间的距离。因为
在目标下方会有树或其它遮挡物，为了保证安全飞行需要指定这样一个高度。

➢ 飞行距离：该距离是指飞机拍摄时与目标之间的距离。15m时，对应的地面分辨率为4mm
左右。



23

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2.目标参数：

➢ 目标类型：如前所述，一共两种类型可选：建筑物立面和坝体。

⚫ 可以在“单点量测”之后，手动输入；

⚫ 如果基于“单点量测”，并按照正确的格式记录文件，可以将该文件直接
拖放到对应区域，程序会自动读取；

⚫ 如果基于“多点量测”并导出文件，可以点击 按钮，选择保存的结
果，程序会自动读取；（也可以打开前面的“按照特定格式记录的文件”）

➢ 坐标类型：是指在输入的描述信息的坐标类型，包含：经纬度和UTM投影坐标；
在选择UTM的时候，需要正确设置对应带的中央经度（采用6度带）；
如果设置错误，会导致飞行路径错误

➢ 其它参数：其它描述参数随目标类型变化而不同，具体如前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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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3.输出参数：

➢ 输出格式：包含Terra、显示、iFly 三种格式。

➢ 规划类型：包含航迹端点、所有航迹点两种。

⚫ 航迹端点：每一条航带仅输出两个端点，中间按照距离间隔自动曝光；

⚫ 所有航迹点：输出所有计算的曝光位置 --- 一般用于显示查看规划效果；

⚫ Terra：大疆GS Pro软件支持的格式 (xxx_for_Terra_gps.kml)；

⚫ 显示：为了查看规划效果的格式(xxx_for_Show.txt)；

⚫ iFly：兆格飞控软件支持的格式(xxx_for_iFly.txt)；

➢ 起飞点高度：是指无人机起飞位置的绝对高度。一般通过在粗模型上量测获取。
（这也是为什么粗飞时需要拍摄到周边环境的原因）。

➢ 项目名字：为区分规划任务，可以输入对应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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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本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在确定以上参数之后，点击“执行规划”，然后可点击“在文件夹中
打开”查看规划结果所在文件夹。

注：程序规划结果会保存在

C:\Users\本机电脑用户名\Documents\FlightPlan\规划时间\工程名字\目标类型

如果“输出格式”选择的是“显示”，那么可以通过Cloudcompare插件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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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www.griddeep.com

云平台登录或注册
第一次注册，那么需要在飞手
管理平台，进行注册并添加自
己的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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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1. 在主页选择“无人机订单平台”；

2. 在弹出页面选择“创建工程订单”；

3. 在弹出页面选择“立面贴近拍摄”；

4. 在弹出页面选择加载已有“点云数
据”或“添加新的点云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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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描述信息量测

1. 在界面左侧输入工程
相关信息，

2. 在界面右侧，按照操
作提示，进行描述信
息量测；

3. 全部完成后，点击
“提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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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在无人机订单平台导航条，选择“工程列表”，然后点击相应工程的“详细信息”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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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在订单详情页面，关联订单区域点击相应订单的“订单详情”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点
击“作为飞手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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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选择“加载点云完成立面摄影测量航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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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1. 在界面左侧，选择无人机类
型、相机类型；

2. 在界面右侧，按照量测说明
进行选择设计；

3. 在界面右侧，选择飞行参数；

4. 点击“进行航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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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航线规划

基于云平台的方式 --- 航线规划

1. 在界面左侧，规划结果会被
显示出来；

2. 确定无误，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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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贴近飞行

目前可用的飞控软件包括：Terra（GS Pro）和 iFly

Terra基于PC端，能够跟无人机
深度结合；

iFly基于Android，可以
在云端传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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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贴近飞行

Terra --- https://www.dji.com/cn/dji-terra 

➢ 启动DJI Terra →“新建任务 ”→“航点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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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贴近飞行

Terra

➢ 点击“导入”，选择前面规划的“km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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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贴近飞行

Terra

➢ 点击“航线设置”，注意根据之前规划时的相机类型选择“照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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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贴近飞行

Terra

➢ 点击“航线设置”，往下滑动，调整“航线速度”。

“航线速度”= D / 2；

D 表示拍摄间隔。

例如，拍摄间隔为
6m，那么最佳速度为
3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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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贴近飞行

Terra --- 外业飞行

➢ 在外业，组装好无人机，将遥控器用数据线与电脑连接，然后打开无
人机和遥控器。

注意：先连接电脑，再打开Terra

➢ 无人机状态初始化之后，注意查看“航线设置”下面的“照片比例”是否与
规划时选择的一致。

注意:

为保证后续数据处理的精度，在无人机每次起飞之后，需要在“遥控器”的
“相机设置”里面，将“畸变改正”给关闭。

➢ 确认无误之后，可以点击“开始飞行”，进行飞行作业。如果飞行过程中
需要更换电池，可以通过断点续飞功能继续未完成的飞行任务。



➢ 点击“ ”按钮，选择“我的已领任务”，在弹出的飞单列表中，选择相
应的飞单，点击“读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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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y --- http://www.griddeep.com/download.jsp

三、智能贴近飞行

➢ 在外业，组装好无人机，将遥控器用数据线连接安装飞控APP的手机
完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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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y

三、智能贴近飞行

➢ 在弹出的立面航线选择界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航线，点击“确定”按
钮，航线自动上传无人机，待APP提示航线上传成功后，点击“ ”按钮，
进行无人机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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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Photoscan 空三 Smart3D 建模

DJI Terra

1

2

空三+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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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Photoscan 空三导出

依次点击：File->Export->Export Cameras ；选择 Blocks Exchange 格式。然后在弹
出对话框里面选择正确的投影坐标系，点击“OK”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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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Smart3D重建

➢ 空三导入：

⚫ 打开Smart3D Master软件，新建一个工程。注意，不要有中文。

⚫ 然后在工程列表窗口，右键单击工程名字，在弹出菜单中，选择“Import blocks”，并
选择前面导出的文件，等待加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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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模型重建：

➢ Smart3D重建

⚫ 在工程列表中，选择导入的Block，右键单击，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New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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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模型重建：

➢ Smart3D重建

⚫ 然后单击“Reconstruction”-> 选择“Spatial framework”->选择区域“编辑”按钮，
然后对需要重建的区域进行选择；在选择之后，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需要对Mode进
行设置，一般建议采用“Adaptive T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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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模型重建：

➢ Smart3D重建

⚫ 然后选择“General”选项卡->点击“Submit new production”；然后依次选择“下一步”，
但是在“Spatial reference”这一步里面，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UTM投影坐标
系”；然后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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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模型重建：

➢ Smart3D重建

⚫ 等待重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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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DJI Terra重建

➢ 导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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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摄影测量处理

➢ DJI Terra重建

➢ 模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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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