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卷第 3 期 2022 年 6 月

2022，34（3）：61-69

China Agricultural Informatics
Vol.34，No.3 Jun.，2022

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在农村宅基地管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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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对农村宅基地进行影像采集，建立实景三维模型，
为后续农村宅基地科学合理化管理平台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撑。【方法】文章以邢台市信都区
为研究区，使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获取测区影像数据，通过大疆智图软件构建实景
三维模型。【结果】实景三维模型结果精度较高，误差均达到地籍测绘规范要求，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农村宅基地管理系统平台。【结论】通过平台搭建，推动宅基地各项流程电子化
管理，实现实景立体三维模型，为农村宅基地管理提供技术保障的同时还方便后续农村宅
基地管理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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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宅基地的合理规划和使用对农村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构建宅基地管理信息系
统，对规范宅基地管理，实现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批、管理、查处等信息上下联动及宅
基地审批建库与管理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开展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全
面摸清宅基地规模、布局、权属和利用状况等信息是建立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的重要
基础。
传统的农村宅基地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实测解析法、图解法和勘丈法。实测解析法
是指通过动态野外检测技术获取边界点的坐标和距离，绘制地籍图，计算宗地面积等

要素信息的方法。该方法的测量精度较高，地块的测量尺寸比例通常在 1：500 以上，
适用于工作基础和经济条件较好、技术力量雄厚的地区，但该方法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和时间。图解法是通过结合现有的大比例尺地籍图、地形图等资料，测量地图上的
边界站点以及沿边界站点所在位置的长度、描述界址测量的地理位置、绘制宗地草图，
并计算地块面积等信息要素。该方法已在礼县、汉寿等地开展了应用试验 ［1］。勘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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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设置宗地界标，确定界点位置，用钢尺测量宗地边长或角点间距离，然后计算宗
地面积的方法。此方法适用于经济条件薄弱、偏远地区或分散独立的房屋和集体建设
用地。
传统的宅基地调查方法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专业人员和经费，耗时长、精度相对
较差，且对于无基础数据、房屋相邻度较低的区域无法获得精准的测量结果。而无人
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快捷高效的同时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测量结果准
确可靠。
近几年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发展十分迅速，无人机作为飞行平台，航摄相机可以方
便快捷地对大面积区域进行影像采集，将其应用在三维建模上有着重要意义。项志勇
等 ［2］ 利用倾斜摄影对三维模型进行快速重建，并将其利用在政府工作服务管理中；Wu
等 ［3］ 利用自动匹配特征和组合束相结合的方法对倾斜影像进行处理，然后将其应用到三
维建模中去；Tang 等 ［4］ 采用倾斜摄影技术来对复杂地区的岩石进行三维建模，缓解了传
统方法测量岩石的困难；尹继鑫等 ［5］ 将倾斜摄影建立三维模型应用到西宁市南山的地质
灾害监测中，利用模型上的数据信息对地质的情况进行分析；刘志军等 ［6］ 提出在三维建
模中应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来提高建模的效率。综上所述，倾斜摄影技术在三维
建模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文章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对邢台市信都区的农村宅基地进行三维建模，
实现对农村宅基地的补充验证调查，切实摸清全区宅基地底数，确保数据完整、准确、
真实，进而为建立农村宅基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宅基地数据数字化存储和宅基地业务
信息化管理，从而为宅基地改革、管理及农民用地建房“不见面审批”等需求提供依据
和技术支撑。

1 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原理
传统的航空摄影测量只能从单一的垂直方向对地物进行观察，而无人机倾斜摄影测
量技术则利用多个镜头的倾斜摄影相机从多个角度对地物进行观察，同时获取同一地物
的多方位影像，其垂直于地面角度拍摄的像片叫做正片，而镜头与地面成一定夹角拍摄
的像片称为斜片。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不仅能够获取建筑物顶面丰富的纹理信息，
而且能够通过更好的视角获取建筑物侧面的高分辨率纹理 ［7-8］，其在采集影像时还可同时
记录航高、航速等坐标参数，因此倾斜摄影技术可以更好地改善三维模型质量，其在航
空测绘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无人机与倾斜摄影技术相结合，再利用联合平差以及三
维结构建模等方式来对所选区域的测量数值进行分析处理，从而获取更加真实、直观且
符合实际的三维模型 ［9］。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主要包括多视影像区域网络联合
平差、多视影像匹配及三维建模等关键技术。
1.1

多视影像区域网络联合平差
多视影像区域联合平差是空中三角测量中的一个重要技术。它是根据像片上所测的

像素点坐标和少量的控制点坐标来求解地面上加密点的坐标。区域网联合平差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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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带法、独立模型法和光束法，这 3 种方法区别在于采用的数学模型不同。其中，航带
法以航带模型为基本的平差单元，按照非线性改正的公式来列误差方程 ［10-11］；独立模型

法采用建立好的单模型作为基本的平差单元，按照三维空间相似变换来列误差方程 ［12］；
光束法利用每个像片组成的光束作为基本的平差单元，按照共线条件来列误差方程 ［13-14］。
从理论上来说，虽然光束法区域平差技术最为复杂，但其精度最高，因此光束法最为
常用。
1.2

多视影像匹配
倾斜摄影测量中的关键技术就在于多视角影像的匹配，它是一个在多幅影像之间提

取同名点的过程。多视影像具有覆盖范围大且分辨率较高的特征，它可以在匹配过程中，
利用区域网络联合平差技术获取像控点影像的加密点坐标和精确外方位元素 ［15］。无人机
倾斜摄影获取的主要是不同视角的影像，并且获取的影像会出现较高的重叠度以及旋偏
角，这就为进一步的影像匹配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多视影像采用多个不同视角的摄影位
置 ［16］，采用多视角匹配的方法把传统方式下只能获得单基线影像转变为多基线影像，从
而提高影像的准确性。因此，多视影像匹配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将直接关系到空中测量的
精度以及后期三维模型的建立 ［17-18］。
1.3

三维建模技术
利用改革更新后的解析方法和操作模式 ［19-20］，实现多个不同视角的自动检索以及影

像的精准配备，结合倾斜摄影同名点之间的匹配技术来建立所获取影像与模型之间的联
系，主要利用空中三角加密点云，首先，构建随机三角网络 TIN，生成无纹理模型，再
通过图像数据生成有纹理的纹理映射模型，最终得到实景三维模型 ［21］。

2 农村宅基地三维建模
2.1

试验区概况
该文以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农村宅基地为测绘试验区。邢台市信都区位于河北省中

南部，兼有平原、浅山丘陵区和深山区，总面积 1 941 km2，辖 17 个乡镇、8 个街道办事
处，530 个行政村，31 个大社区，常住人口 79.88 万人，户籍人口 74.79 万人。其中，涉
及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有 17 个乡镇和 1 个办事处，519 个行政村。
2.2

数据收集整理

制定基础信息调查表和填报标准，以自然资源部门地籍调查地形图为底图，以宗地
为单位开展宅基地属性信息补充调查和空间信息测绘调查，获取宅基地的规模、布局、
权属和利用状况等信息。由于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调查数据是 2017 年数据，现状与数据
存在不符，另外宅基地确权数据成果内容相比农业农村部门调查数据内容少，有些数据
从成果包提取不到，部分内容需要补充调查 ［22］。
为全面掌握宅基地现状，通过组建专业的测绘队，采取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方式，

对全区 519 个行政村的宅基地及房屋情况进行采集，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测图精度，全
方位掌握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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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业数据采集航飞平台采用大疆 M300 无人机，搭配赛尔 PSDK102S 五镜头，倾斜摄

影角度为 45 度，飞行高度 100 m。倾斜摄影相机的图像分辨率为 6 000×4 000，相机焦距
为 35 mm，像元尺寸 3.9 μm，有效像素 2 430 万。研究中摄影要求地面分辨率 20 cm，航
向重叠度 75%。
2.3

像控点的布设及测量

像控点的布设对整个模型的精度影响很大，像控点密度越大则精度越高。选取像控
点时尽量选择内业原选点进行测量，要依据与传统控制点布设相近的原则。根据像控点
布置需要考虑的因素，像控点的布设距离定为 50 m 左右 （图 1）。

图 1 像控点布置
Fig.1

Layout of image control points

像控点的测量使用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它是一种常用的 GPS 测量方法，

GPS 测量时，观测时间应超过 15 秒，每点观测两次，观测值应在得到 RTK 固定解且收敛
稳定后开始记录，取两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像控点测量最终成果 （图 2）。
2.4

宅基地三维建模效果

利用三维建模得到房屋的各个方位的结构层次。为了检验三维建模得到的精度，在

测区选取 10 个房子，将利用 GPS-RTK 及全站仪实地测量得到的平面图与倾斜摄影成图，
进行叠加，比较结果见表 1。

根据 CH5002-1994 地籍测绘规范要求，地籍图上坐标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超过图上

0.1 mm，对于 1∶500 地籍图而言，也就是误差不超过 0.05 m，从表 1 比较结果可以看出，
平面坐标误差最大 0.112 5 m，最小 0.015 4 m，平面点位中误差为 0.048 6 m，符合规范的
限差要求，因此，立体测图的精度可以满足农村宅基地精度测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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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像控点现场测量
Fig.2

On-site measurement of image control points

表1
Table 1

实地测量结果与成图结果比较

Comparison of field measurement and map results

点号

误差（m）

1

0.015 4

3

0.022 1

2
4
5
6
7
8
9

10

0.043 5
0.016 6
0.025 6
0.112 5
0.032 6
0.045 9
0.037 4
0.022 5

3 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上述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方式对信都区农村宅基地的信息进行采集并建立宅基
地三维模型，并通过了精度检验，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实现
宅基地的精细化管理。
3.1

系统平台架构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简称 SOA） 系架构是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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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SOA 架构的核心是 Web 服务，其应用的是标准访问规范，所以无论使用任何信息
系统，无论采用何种开发技术 （Java、VB、C、Delphi 或 PB 等），也无论运行在何种平台

（Windows 或 LINUX 等），都可以使复杂业务和数据更容易的集成在一起，保证迅速实现
各种异构平台之间的集成，从而为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宅基地信息管理平台主要包括一个数据中心、三大运营平台、四类用户群体、N 个
子系统，为区、乡镇、村三级用户提供服务 （图 3）。按照“建设标准统一、数据填平补
齐、系统实用高效”的原则，通过信息技术推进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化、信息化、公
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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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村宅基地信息管理平台总体架构
Fig.3

3.2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rural homestea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系统平台功能
平台涵盖了基础调查、数据管理、业务管理、综合执法、监管预警、统计分析、以

图管地、盘活利用等功能。系统实用性强，软件功能模块相对独立，操作流程简单清晰、
界面美观，方便管理维护。农村宅基地信息管理平台的功能核心部分主要是实现管理电
子化和实景展示立体化。
实现台账管理电子化。对区域内的宅基地数量、面积、利用状况等进行统计，自动形
成台账，实时了解宅基地使用情况 （图 4）。对宅基地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分类统计、掌握
本辖区内宅基地 4 级台账信息，对户籍数、航测数、宗地数、实测数等进行信息登记。

实现实景展示立体化。通过立体建模，实现三维实景对宅基地业务档案进行可视化

展示，将宅基地基础数据与实景地理环境中的人、地、房关联，做到所见即可查 （图 5）。
日常还可以随时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开展监测任务发布、监测信息反馈、监测结果
等，既快捷又方便的随时查看宅基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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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宅基地台账管理电子化
Fig.4

The electronic account management of homestead

图5
Fig.5

平台实景展示立体化

The Platform real scene display three-dimensional

4 总结
该文利用了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来获取邢台市信都区农村宅基地的影像，并对获取
的数据进行处理，同时还可获取实景三维模型、正射影像、数字表面模型、地形图等成
果，方便快捷的同时还大大提高了准确度，充分发挥了无人机低成本、机动灵活、制约
少等优势。结果显示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的结果精度较高，符合地籍测绘要求。在无人
机三维建模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了农村宅基地管理电子
化，不仅能够获取更加直观的三维立体实景图，而且加快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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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从而使后续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更加方便，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宅基地管理的
“规范化”和“精细化”。因此，在进行农村宅基地测绘工作时，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
术在提升测绘工作的作业效率的同时，也能提升测绘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为农村宅基地
管理系统平台的建立提供严谨的参数依据 ［23］。无人机三维建模技术在农村宅基地管理中
的应用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和推进宅基地规范化、数字化管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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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Using UAV oblique photography technology to collect images of rural
homesteads and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real scene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rural homesteads.［Method］This article takes Xindu District of Xingtai City as the research area，
using the UAV oblique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to obtain the image data of the survey area，
and builds the real-world 3D model through the DJI Map software.［Result］The accuracy of the
3D model of the real scene is high， and the errors 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specifications. One this basis， a rural homestead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is further established. ［Conclusion］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of various processes of the homestead is promoted，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real scene is realized， which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homesteads and facilitates the subsequent management of
rural homest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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