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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 昆明

强，陈盈赟，杨汝兰，张志明 ∗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植物群落高度是反映植物群落特征的重要指标，植物群落高度的测定能给植物群落多样性分析、生物量估算、功能形状研
究提供重要的数据基础。 传统的森林调查主要由生态调查工作者通过目测或者利用激光测高仪对每个个体进行逐一测定，因
此劳动强度大，耗时费力，并且难以进行大面积的植物群落高度调查。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ＵＡＶ） 技
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和遥感技术，该技术已被应用于农作物植株高度测定和生物量估测等。 然而针对植

被类型多样、树木种类繁多且地形复杂的山区如何精确的获取植物群落高度仍然是一个较大挑战。 以缓坡地形的云南大学呈
贡校区为研究区，选取校区内人工种植的雪松（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Ｒｏｘｂ．） Ｇ． Ｄｏｎ） 林为研究对象，利用无人机搭载可见光相机平台
获取研究区近地面航空影像，利用高分辨的影像匹配加密获得的点云数据生成数字表面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ＳＭ） 。 依

据点云分类提取非植物类点，消除少数因植被与非植被相接的边缘模糊而错分类的部分，内插后生成数字地面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ＴＭ） 。 将 ＤＳＭ 和 ＤＴＭ 叠加相减得到树木高度变化模型（ 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Ｍ） ，即获得研究区各个雪松

的高度。 然后利用激光测距仪测定研究样地内 １００ 棵雪松的高度，将此测定的树高与无人机航测技术生成的 ＣＨＭ 模型测定的

树高值进行精度检验。 结果表明无人机测定的树高值与激光测距仪测定的树高值线性拟合度较高，ｒ ２ 值在 ０．９０４ 以上。 此方法

基于无人机影像生成空间模型，提取树高，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较小，且成本较传统测树方法低廉，可广泛运用于各种植物群落
的调查研究当中，有极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多旋翼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近地面遥感；立木高度；可见光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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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ｈｉｌｌ ａｒｅａ． Ｗｅ ａｌｓｏ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４２０３ ｍ２ ｗａ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ｉｎｅ ｔｒｅｅｓ（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 Ｒｏｘｂ．］ Ｇ． Ｄｏｎ） ． Ａｅｒｉａｌ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ＡＶ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ｍｅｒ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ｏｎｙ ＩＬＣＥ⁃ ７Ｒ） ． Ｗｅ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ｄｅｎｓｅ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ｄａｔａ． Ｔｈｅｎ ｗｅ ｂｕｉｌｔ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ＳＭ）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ｉｎｔ ｄａｔａ． Ｗ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ｎｏｎ⁃ｐｌ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ｕｄ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ｍ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ｅｄｇｅ ｆｏｇ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ｌａ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ｄｅｌ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ＴＭ） ｗａｓ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ｄａｒ 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Ｍ） ，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ＳＭ ａｎｄ ＤＴＭ． ＤＴＭ ｗａｓ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Ｓ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ｄａｒ ｃａｎｏ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ｅｄａ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１００ ｃｅｄａ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ｓｅｒ ｒａｎｇｅｆｉｎｄｅｒ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 ２ ＞０．９０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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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ｆ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ＨＭ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ｎｇ ＤＳＭ ａｎｄ ＤＴＭ．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ＡＶ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ｅｒｅ ｌｅｓ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ｕｓｅ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ｒｏｔｏｒ ＵＡＶ；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ｍｅｒａ

植物高度是反映植物群落特征的重要指标，也是当今林业调查不可或缺的测量内容 ［１⁃２］ 。 植物群落高度

的测定能给植物群落多样性分析、生物量估算、功能形状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基础 ［３⁃ ５］ 。 在森林经营管理中，

通常利用树高来确定立木材积和材积生长率，在森林资源日益减少的今天，对森林实现准确的调查显得尤为
重要 ［６］ 。

传统的群落高度测定方法通常是利用测树高仪，或者激光测距仪等进行估测森林群落的高度，然而该传

统的群落高度调查方法通常只能基于测定几棵树乃至几十棵树进而求平均值，因此劳动强度大、效率低，难以
进行大面积大尺度范围的森林参数调查 ［７］ 。 另外，传统利用航空和卫星遥感进行森林资源调查，具有实测缓

慢、劳动力大、成本高、周期长、时空分辨率低、受云层影像大等缺点和不足 ［８］ 。 近年来，在植物群落高度测定

领域中出现不少新的技术和手段，如：极化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技术、星载激光雷达 ＧＬＡＳ 结合光学 ＭＯＤＩＳ 数

据反演冠层高度和运用机载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提取林木高度 ［９⁃ １１］ 。 然而这些技术和手段成本高昂，极化干涉

技术和星载激光雷达现对大比例尺下的地物测定仍有较大偏差。 现在国内外大量搭载使用激光雷达传感器，
其独特的穿透性，能穿透简单冠层获取地面信息，从而实现植被高度提取，而利用相机测定植被群落高度的研
究较少 ［１２⁃ １４］ 。 然而在利用激光雷达传感器获取森林垂直结构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激光雷达影像数据质量受
森林的密度、郁闭度、天气条件（ 尤其是风速） 等因素影响很大 ［１５］ 。 通常只有针对静风条件下的密度小和郁

闭度较低的针叶林，激光雷达才能获得相对较高质量的数据。 此外，由于激光雷达传感器价格昂贵，获取高精
度雷达影像的成本较高，因此较大范围的应用激光雷达数据获取森林和植物群落的结构特征信息还不是非常
普遍，从而制约了该技术得以更广泛的应用 ［１６］ 。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ＵＡＶ） 技术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无人机低空摄影测

量和遥感（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ＰａＲＳ） 技术，该技术具有拍摄影像分辨率高、重叠率大、姿态角
大、相幅小、数量多等特点，因此无论是在商业还是科学应用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１７⁃１８］ 。 自 ２０００ 年

以后，随着该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小型轻便的无人机被广泛应用，这些小型化的无人机具有起降灵活、使用
成本低、受气候影响小等优点，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１８⁃ ２０］ 。 同样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和遥感技术也日益

受到生态学家们的关注，尤其是宏观和空间生态学家们的关注 ［１７］ 。 无人机是一个新的平台，能够搭载不同类
型的摄像仪和传感器，如激光雷达扫描仪、多光谱影像仪、高光谱影像仪、热成像仪等 ［１８，１４］ 。 Ｓａｌａｍｉ 等综述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ChinaXiv合作期刊
３５２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无人机技术在植被遥感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前景，指出由于无人机航空摄影遥感的低成本，尤其是搭载常规数
码相机的无人机平台能够获得高时间和高空间分辨率的影像，对传统卫星遥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近几年

无人机在生态监测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Ｓｔａｎｌｅｙ 等人利用 ＡＩＡＡ 研制的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Ｐｌｕｓ 无人机航测系统用来
对 １５００ｈｍ ２ 的土地进行长期监测 ［２１］ 。 Ｒｅｎａｔｏ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 团队利用无人机影像分类出栖息地范围 ［２２］ 。 Ｓｔｅｆａｎｏ

等人利用无人机航测技术对挪威南部一片针叶林进行长期的监测，建立了不同透光度气候条件下，测量值与

真实值的回归模型，并利用多折交叉验证了模型在森林监测的可行性 ［２３］ 。 李德仁也提出，应用空间信息技术

所建立的不同尺度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技术体系，是开展生态保护，防止生态退化、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
基础性工作 ［２４］ 。 如上所述， 随着摄影测量技术的迅速发展， 利用普通数码相机构建 ３Ｄ 模型技术越来越

成熟 ［２５⁃ ２７］ 。
定

近年来，已有学者利用无人机搭载常规数码相机获取近地面航拍照片，构建 ３Ｄ 模型进行树木高度测

［２８⁃ ２９］

，以及进行农作物植株高度测定和生物量估测等 ［２９⁃ ３０］ 。 尽管如此，但是关于利用机搭载普通数码相机

chinaXiv:201805.00510v1

对树种多样、地形复杂的针叶林木高度提取的报道不多见。 传统遥感技术提取林木信息缺点在于需要花费大
量的人力财力，信息提取周期长，且提取效果不佳。 云南省植被类型丰富，而其中针叶林分布很广。 全省暖热

性、暖温性、寒凉性和寒温性针叶林约占全省面积的 ３５．５４％ ［３１］ 。 实现大面积针叶林的高度提取，对估算生物
量和生态价值有重要意义，而针叶林快速监测一直以来是难点，本研究拟利用无人机携带可见光相机获取航

拍数据，利用照片影像数据建立空间模型，使用分类点数据求差法提取实验区内针叶树种的高度，以期该提取
方法将能推广到其他区域和能为相对较大面积的森林群落（ 尤其是针叶林群落） 快速监测研究。
１
１．１

实验数据和方法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 位 于 云 南 大 学 呈 贡 校 区 生 态 学 与 环 境 学 院 旁， 经 纬 度 范 围 为 １０２． ８５５９４７°—１０２． ８５６４３９° Ｅ，

２４．８２８６４０°—２４．８２９１３６°Ｎ。 整个人工林面积约为 ４２０３ｍ ２ ，最高海拔 １９８７ｍ（ ±２ｍ） ，最低海拔 １９８４ｍ（ ±２ｍ） 。
整体为均匀缓坡，坡向东北向。 研究区主体主要为多边形人工林（ 图 １） ，主要种植了雪松（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 Ｒｏｘｂ．） Ｇ． Ｄｏｎ。 东北侧被道路包围，边缘有少量杂木，视线良好，无遮挡。 样区包含 １００ 棵雪松，位于正三角
标示处。 图 １ 影像拍摄时间为 ４ 月底，光线充足。

１．２

研究数据

为了获取有效的数据，数据采集之前对飞行任务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以确保数据获取的有效性和飞行的

安全性。 控制速度以配合相机延时拍摄的频率，本研究采集数据飞行速度为 ４ｍ ／ ｓ。 区域内，航向重叠度高于

７０％，旁向重叠度高于 ７５％。

在本次研究中，无人机搭载的相机为 Ｓｏｎｙ ＩＬＣＥ⁃ ７Ｒ，传感器最大像素为 ７３６０ × ４９１２，最小感光像元尺寸为

４．８９μｍ × ４．８９μｍ，固定光圈大小为 ｆ ／ ４，ＩＳＯ 值为 １００，快门速度为 １ ／ １０００ｓ，并调用相机参数补偿几何失真，镜

头参数为固定焦距 ３５ｍｍ。 使用大疆 Ｓ９００ 六旋翼飞行器作为飞行平台，并利用调参软件 ＤＪＩ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２ 校准。

天空端 ＧＰＳ 使用 ＨＯＬＵＸ Ｍ２４１⁃Ａ 轨迹记录仪，地面端 ＧＰＳ 使用南方 Ｓ７５０ 手持数据采集系统。 共采集到照
片影像 ２５４ 张，主要区域设置地面控制点 ５ 个，全部区域设置地面控制点 １０ 个。 匹配对齐相片，主要区域内
影像重叠度均大于 ９。 基于相片对齐生成关键点 ７９４７０ 个，有效重叠度为 １０．７８４８，点云数据密度为 １７２ 点 ／

ｍ ２ 。 使用横轴墨卡托投影（ ＵＴＭ） ，研究样区位于北半球 ４８ 号带，采用 Ｗｏｒｌｄ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８４（ ＷＧＳ８４）
基准。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预处理

２．１．１

几何校正

任何镜头都存在一定的图形几何失真，且挂载的相机非专业的量测相机，不是为摄影测量设计的，没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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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

等：基于无人 ３Ｄ 摄影技术的雪松（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群落高度测定

图１
Ｆｉｇ．１

３５２７

实验区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确地测定内方位元素，透镜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校正，所以拍摄得到的数字图像存在光学畸变误差 ［３２］ 。 一般情

况下，导致获取的影像数据存在几何变形的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镜头存在非线性畸变和图像传感器阵列

潜在的排列误差。 该研究使用为独立相机成像，不存在图像传感器阵列排列时候的误差，不考虑第二种情况，
只存在镜头固有的非线性畸变。 传统的几何校正费时且工程量大，在本研究中，使用相机功能，调用相机自身
程序补偿畸变，然后在 Ａｇｉｓｏｆｔ Ｌｅｎｓ 软件中计算镜头参数，将相机校正模型参数数据导入 ＰｈｏｔｏＭｏｄｅｌｅｒ 软件中

对全部影像进行校正。 校正系数和误差如下表（ 表 １） 。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

Ｃｘ
Ｃｙ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值
Ｖａｌｕｅ

误差
Ｅｒｒｏｒ

－２５．２１４８

１．６

７３９３．４８

－１３．５８０２

１．７
１．８

０．０１６８４８７

０．０００１７

０．０９０７８０６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６７１２７２
－０．０３５６２

－０．０００９３３２６９

０．００１８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Ｆ

Ｃｘ

１．００

０．２３

１．００

Ｃｙ

Ｋ１

Ｋ２

Ｋ３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９３
１．００

０．０１１

５×１０ －５

０．０００９３６３２６

５×１０ －５

－２．３１２１２

０．１８

２．８２９４２

校正系数和相关性

０．１８

Ｋ４

Ｐ１

Ｐ２

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６２

－０．６５

０．９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８４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６２

－０．６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９７

Ｐ４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８４

１．００

－０．９４

０．５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８３
１．００

Ｆ， Ｃｘ， Ｃｙ，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为相机模型参数；Ｆ 为主焦距（ ｆｏｃ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ｘ 为主点 ｘ 坐标（ Ｘ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Ｃｙ 为主点 ｙ 坐标（ 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为径向畸变系数（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为正

切畸变系数（ 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２．１．２

图像增强

相片由相机的 Ｍ 档（ 手动调节档） 拍摄，镜头的曝光系数（ ＩＳＯ） 、光圈大小和曝光时间是锁定的，相机根

据拍摄场景自动调节白平衡和 ＨＤＲ。 因为航高一般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空中，所以目标物对于 ３５ｍｍ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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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镜头来说已经处于“ 无限远” ，不会受到光圈大小的干扰，所拍照片中也就不存在景深虚化，对数据准确度

的影响较小。 另外，一般航测会选择无雨雪的白天进行，只要按正确的航速飞行，曝光时间同样不会影响到数
据的准确度。 但是存在一种情况，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会有云层遮蔽太阳的情况，如前一张拍的相片是在太阳
光照射的情况下拍摄的，后一张相片由于云层刚好在这个时候挡住太阳，使得整个光环境较前一张相片发生
变化，而相机本身的自动调节还没有跟上，使得后一张相片比前一张相片昏暗。 这种情况会影响到相片的对
齐，所以，在处理数据前先对所有相片进行图像增强处理。 将图片导入 Ａｇｉｓｏｆｔ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 软件中，建立堆块后，
使用 Ｓｅｔ Ｉｍａｇｅ Ｂ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工具，估计照片组的曝光均值，设定亮度百分比，以做到影像增强的效果。 处理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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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图 ２） 所示。

图２
Ｆｉｇ．２

２．２

图像增强处理前后对比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树高提取

２．２．１

点云数据提取

提取 ＧＰＳ 轨迹，导入航拍照片，对应相同时间匹配照的 ＧＰＳ 信息，赋予 ＧＰＳ 信息的相片导入软件中将直

接形成航拍轨迹和机位位置。 快速对齐相片生成顶点并加密后，简单观察目标物生成情况，生成报告查看相
片重叠度，确认目标物生成情况良好，重叠度较高（ 主要区域在 ８ 以上） 之后再使用该软件处理无人机航拍相

片，在软件中刺出并定位地面控制点后，引入坐标系统（ ＷＧＳ８４ ／ ＵＴＭ ｚｏｎｅ ４８Ｎ） 赋予每一个点 ＧＰＳ 位置信息。
导出点云数据（ ｌａｓ．格式） 。 点云数据描述性、可塑性强，保留诸多高度细节，基于点云数据可以提取更多空间
信息。 其中 ｌａｓ．格式点云数据是二进制格式，能包含更多的信息，并且占用的存储空间相对较小 ［３３］ 。 该数据
处理方式是在 Ａｇｉｓｏｆｔ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 软件平台中实现。

２．２．２

植物群落高度测定

将点云数据按照 ０．１ｍ 像元尺寸采样，每个像元取范围内最大 Ｚ 值生成栅格数据，通过多级 Ｂ 样带内插

后生成 ＤＳＭ。 多级 Ｂ 样带内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Ｂ⁃Ｓｐ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是一种基于不规则区域样点计算连续平面 Ｃ ２

的内插方法，此方法能平衡形状平滑度与多级近似值精度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好的内插效果 ［３４］ 。 利用可
见光光谱指数———红绿蓝植被指数（ ＲＧＢＶＩ） 混合计算影像 ３ 个波段，重新赋予点云新的光谱指数属性，通过

点云采样工具，参考 Ｒ、Ｇ、Ｂ、亮度、色调和数值，设定公差为 １５，分类点云中的非植物类点。 红绿蓝植被指数

能很好的区分植被和非植被部分，易于从点云中提取非植物类点 ［１９］ 。 如图（ 图 ３） 。
ρ ２ｇｒｅｅｎ －（ ρ ｒｅｄ ＋ρ ｂｌｕｅ ）
ρ ２ｇｒｅｅｎ ＋（ ρ ｒｅｄ ＋ρ ｂｌｕｅ ）

将点云数据进行分类提取非植被类点，按照 ０．１ｍ 像元尺寸采样为栅格数据后，通过 ＤＴＭ Ｆｉｌｔｅｒ（ ｓｌｏｐｅ⁃

ｂａｓｅｄ） 工具将少数因植被与非植被相接的边缘模糊而错分类的部分消除，因为模糊部分大约为 ０．５ｍ，抬升并
不明显，设定消除扫描半径为 ５，允许地形坡度为 １５，不设置置信区间，生成地面栅格数据，如图（ 图 ４） 。 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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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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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３

３５２９

根据波段计算出红绿蓝植被指数

Ｔｈｅ ＲＧＢＶＩ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ｎｄ

多级 Ｂ 样 带 内 插 后 生 成 ＤＴＭ。 将 ＤＳＭ 减 去 ＤＴＭ 即 能 得 到 树 木 高 度 变 化 模 型 ＣＨＭ。 该 操 作 过 程 是 在
ＳＡＧＡＧＩＳ 软件平台中完成，操作流程图如图（ 图 ５） 所示。

图４
Ｆｉｇ．４

２．２．３

提取非植被类点并消除错分类部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ｎｏｎ⁃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ａ ｆｅｗ 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ｏｍｅ ｅｄｇｅ ｆｏｇｓ

群落高度精度检验

基于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平台，利用外业测量的数据与该方法提取的树高数据进行线性相关性分析。 样地内

共计有 １００ 棵雪松，利用激光测距仪测定所有雪松高度。 对航测方法提取的树高和外业测量的树高进行比较
分析，验证其精度。 建立线性相关分析对无人机提取树高进行精度验证。 样本相关系数 ｒ 为：
ｒ＝
其决定系数 ｒ ２ 为：

∑ （ ｘ － ｘ） （ ｙ － ｙ）

∑ ( ｘ － ｘ ) ２·∑ ( ｙ － ｙ ) ２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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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Ｐ２
ｂＳＰ
Ｕ
Ｑ
＝
＝
＝１ －
Ｓ Ｓ ｘ ·Ｓ Ｓ ｙ Ｓ Ｓ ｙ Ｓ Ｓ ｙ
Ｓ Ｓｙ

式中：ｘ 表示航测树高，ｙ 表示外业实测树高，ｒ ２ 的含义是
变量 ｘ 引起的 ｙ 变异的回归平方和占 ｙ 变异总数平方和的
比率，ｒ ２ 取值范围为 ０—１，表示 ｘ 与 ｙ 之间的相关程度。

３

研究结果
基于 ＣＨＭ 数据按照 ０．１ｍ 的间距生成等高线。 其中，

雪松位于树冠的最高值被等高线围起来，方便统计树高。
将地被物高度模型导入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ｐｐｅｒ 软件中建立高度变

化样带，点选等高线围起来的中心区域，生成样带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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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曲线，将曲线数据导出，波峰处的高度值即为树高。
统计得到实验样区内 １００ 棵研究对象树高测量值。

基于无人机航拍影像，生成实验区整体点云模型（ 图

６） 。 基于点云数据按照 ０．１ｍ 像元尺寸采样，内插后生成

实验区数字表面模型，如图 ７ａ。 根据非植被类点，消除空

洞边缘错分类部分内插后得到实验区数字地形模型，如图

７ｂ 求差生成树木高度模型，如图 ７ｃ。

利用激光测距仪测量研究区内所有的雪松高度，共计

１００ 棵，并将提取出来的雪松树高与外业实测的树高进行

图５

群落植被高度模型提取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ＣＨＭ

Ｆｉｇ．６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ｓ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ｍｏｄｅｌ

比较分析。 以航测提取数据为因变量，外业实测数据为自
变量，建立线性函数关系，回归结果如图（ 图 ８） 。 图中

所示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拟合关系，在处理后相关系数
Ｒ ２ 在０．９０４以上。
４

讨论
当前无人机影像生成数字地理模型方法有多种，其

中最常用的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提取绝对定向点生成
ＤＥＭ 和基于不规则三角网构建规则格网 ＤＥＭ ［３５］ 。 这
两种方法都需要大量的计算，专业门坎较高。 而本研究
利用非植被点内插提取实验区本地数字地形模型，更快
捷，能适应野外大规模调查，测量值与真实值误差较小。
利用该方法对雪松高度提取，相比较于其他方法提取的

图６

实验区点云模型

树高具有较高的提取精度，获取的树高很接近真实值，
相关系数 ｒ ２ 在 ０．９０４ 以上。

在之前，已有一些利用无人机航测技术提取树高的尝试。 一项森林计测的专利中曾使用树木底点的真航

高减去树木顶点的真航高来实现森林树木的高度测定 ［８］ 。 还有方法用立体像对原理实现像方与物方的相互

转换，用测量得到的树木坐标代进旋转矩阵中得出树高 ［３６］ 。 杨伯钢等利用机载激光雷达技术来测定树高 ［７］ 。

上述 ３ 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真航高相减的方法需要在配备无线电测高仪记录主点的航高，不仅增加

了工作量，而且效果不尽人意 ［３７］ 。 利用立体像对的方法只能针对单棵立木树高进行计算，不适应大面积的森

林群落调查。 使用激光雷达测树高的方法虽然精度较高，但是采用的是单棵手动量测的方法，同样难以适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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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Ｆｉｇ．７

３５３１

研究区数字表面模型（ ａ） ，数字地形模型（ ｂ） ，地被物高度模型（ 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 （ ｂ） Ｃａｎｏｐｙ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ｄｅｌ （ ｃ）

大面积的森林调查，并且激光雷达影像数据质量受森林
的密度、郁闭度、天气条件（ 尤其是风速） 等因素影响很
大。 本研究利用无人机搭载 ＲＧＢ 数码相机能快速较大

范围调查群落树高，更适用于生态学野外调查。 本文通

过多级 Ｂ 样带内插后生成 ＤＳＭ，基于点云数据依据分
类提取非植被类点内插生成 ＤＴＭ，最后通过叠加相减

分析获得树高，不受森林密度、郁闭度、天气条件等因素
的影响，并且利用无人机机载普通数码相机的方法具有
成本更加低廉的优势。
Ｚａｒｃｏ⁃Ｔｅｊａｄａ 的团队 ２０１４ 年使用线性回归的方法

对内业 统 计 数 据 与 外 业 实 测 数 据 进 行 了 差 异 性 分
析 ［２９］ 。 同年，北京林业大学利用无人机影像基于像对

原理提取的树高与实测值做了相对误差计算和线性回
归分析 ［３８］ 。 ２０１５ 年，北京林业大学同一个团队利用点

样方法获取本地数字地理模型后用差值法获取树高，同
样也做了线性相关分析 ［３９］ 。 本研究同样采用线性回归
的方法验证测量值和真实值的差异，结果也表明本研究

图８
Ｆｉｇ． ８

实验样区 １００ 棵树实测高和测量高验证评估结果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ＳＭ⁃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０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ａｒｅａ

的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并且测量值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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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方法提取树高数据会受到树冠遮蔽的影响，被遮蔽的部分通过内插推断得到，在根据非植被类
点向空缺部分内插时易受到边缘数据的影响。 另外，利用普通数码相机采集数据，在进行过校正后精度上依
然与专业的量测相机有一定差距，并且由于冠层遮蔽，可见光相机不能采集到冠层之下的数据，所以现阶段只
能提取位于群落中较高位置的植物高度。 目前机载平台多用于地形比较平坦、树种单一的果园、农田等区域。
本研究基于无人机获取分析得到的 ＤＳＭ 数据和 ＤＴＭ 数据进行叠加分析提取树高，提取精度受外界因素的影
响小，适用于地形比较复杂、植物种类繁多的地区。 今后可以推广在大面积进行针叶林树高估测、稀树灌木草

地植被群落和单一植被群落高度提取等方面。
本研究通过地面控制点引入坐标，所以需要精度很高的定位仪器进行控制点采集。 将来可以使用 ＲＴＫ⁃

ＧＰＳ 等高精度定位系统获取更精准的地面控制点。 另一方面，如果使用能达到与实际地形相吻合的高分辨率
的 ＤＥＭ 数据，此方法的操作将更加简单，结果将更加精确。 ＤＳＭ 也是影响树高提取的关键因素之一，改进

chinaXiv:201805.00510v1

ＤＳＭ 提取方法也是将来本研究发展方向。 还有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往往受到外界和自身飞行因素的影响而

存在姿态误差，高质量的姿态信息能提高相片的匹配效率和精度，将来可使用更专业的惯性导航系统以补偿
无人机姿态误差。
５

结语
随着地理信息科学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各行业对遥感数据的需求急剧增长，生态学领域亦是如此。 除了

传统的卫星遥感数据外，现对大比例尺范围下的高分辨影像需求也越来越大。 对于区域小尺度或较精细的地
物研究，传统的卫星遥感影像由于分辨率的限制而无法满足需求。
本次研究，成功提取了研究区内每棵的雪松高度，并且通过相关关系的计算，验证了此方法的可靠性与准
确性。 相比传统调查手段，利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具有灵活、低成本、周期短等优点，特别在一些野外地形
复杂而人不易接近的地区，该技术更能体现其优势。 时代变化，技术日新月异，无人机技术在近几年突飞猛
进，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较之前两年有了很多变化，如新的地面站软件，新的飞行控制器，新的政策法规等等。
现阶段关于无人机测树领域大多开始使用机载激光雷达，虽然能更好的获取地面信息内插出更精准的本地数
字地理模型，但可见光传感器与之相比具有的低成本、快速采集和丰富色彩信息是激光雷达所不能比的。 本
研究通过不断试验，总结出一套现在最新的无人机航测流程，并且改良了差值法测树的方法，大大缩短了工作
周期。 此外，相对于传统的野外群落样方调查和森林调查获取森林树木和群落高度及估测生物量的方法，利
用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要快速，并且也可能更准确。 同时目前无人机的续航能力已经可以借由航线设计和断
点飞行来进行弥补，采取多次采样的方式可以满足相对较大面积的采样需求。 并且，这些采样结果如果跟卫
星遥感结合将来有可能实现更大面积的森林群落的高度测定，乃至生物量的估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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