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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短报文在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中的应用实践
熊启龙 孙中星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
，蚌埠 233001）

摘要：为了提高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应急通信能力，在极端灾害发生时仍然能将数据报文发出，采用
北斗卫星短报文作为遥测站的备用应急通信信道。遥测站通过集成北斗卫星通信终端，根据北斗卫星短报
文特点选择合适的编码结构和报文传输链路将数据发送至中心站，中心站采用专线接收或者建设不依赖地
面公共资源的接收系统接收短报文数据，可确保遥测站数据的稳定发送和接收，具有稳定性好、抵抗自然
灾害能力强等优点。采用北斗卫星短报文作为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信息传输通道，有效解决了偏远地区由
于通信不畅而影响水文数据传输的问题，有效地提高了水文部门的实时监测和预报预警能力。
关键词：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北斗卫星短报文；报文编码；前置机

1 引言
传统的水文测报工作业务基本都是由人工观测和人工发报，受制于人力、现场工作条件
和通信方式，测报的时间间隔比较长，数据连续性不好，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作为一种无人值
守的自动监测方式，在水文测报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应用电子、自动化和通
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正朝着监测“全要素、全量程”的方向迈进，将逐渐
取代人工观测，成为水文测报业务中主要的测量方式。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主要由遥测站、通
信信道和中心站 3 部分组成，其中遥测站主要运行在无人值守的偏远地区，不间断工作，承
担着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和数据发送的任务；数据的发送由系统使用的通信信道
所承载，将数据准确无误地从遥测站传输至中心站；中心站负责遥测数据的接收，数据接收
校验无误后写入数据库并提供专业易用的人机界面供用户浏览，以上 3 个部分完成水文自动
测报系统中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发送和中心站接口 5 个任务。
遥测站作为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一个基本单元，水文数据采集完成后通过系统所用通信
信道发送至中心站，目前，常用的通信信道有：超短波、GSM 短信、GPRS、4G、5G、NB-IoT、
卫星通信等，这几种数据传输信道各有特点，适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应用场景，其中，超
短波属于自建信道，早期由于公共移动通信网络信号覆盖不全面，通过自建超短波遥测站、
中继站、集合转发站和接收站，实现遥测数据的长距离传输，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受到不明原因的干扰越来越多，目前已经很少使用；GSM 短信、GPRS、4G、5G、NB-IoT 属于
移动通信网络，是目前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所使用的主要通信方式，只要有移动通信网络信号
覆盖的地方就可以使用；卫星通信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北斗卫星和水利通信卫星，适合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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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难以覆盖或信号不稳定的地区作为遥测站的主通信信道或者备用应急信道使用。
GSM 短信、GPRS、4G、5G、NB-IoT 等通信信道都是建立在地面无线移动通信网络的基础
上，日常情况下使用非常稳定可靠，实时性强，高带宽，但是在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时，
地面通信网络和电力可能会中断，此时正是防汛应急的关键时期，对水文数据的准确实时获
取极为迫切，而依赖于地面通信资源的系统将会接收不到数据，因此在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建
设时必须考虑一种备用应急通信手段，即使在极端自然灾害发生时地面公共电力通信资源完
全中断的情况下，仍然能将遥测站采集的数据报送到中心站，为防汛决策部门科学决策提供
数据支撑。
卫星通信是利用人造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微波信号以实现各地之间的一种通信方式，具
有高可靠、抗干扰、覆盖面广、容量大等优点，使用地点几乎不受限制，适合长距离通讯，
已经在水利减灾救灾、电力巡检、国土监测等多个国民经济领域得到了充分应用。近年来，
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英文名称：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简称 BDS）
日臻成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授时和
短报文通信服务，相较于美国 GPS、俄罗斯 GLONASS 等其它卫星导航系统，短报文通信是中
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特有服务功能，用户可通过北斗系统发送自由格式报文和定位信息，
亦可在此基础上开发特色业务，建立起丰富的应用。北斗卫星短报文独有的特点使得其适合
作为遥测站的备用应急通道。
2 需求描述
遥测站作为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基本信息采集单元，采用太阳能蓄电池供电，通信信道
通常采用主备信道或者双信道，两种信道主备自动切换使用或者同时使用，主信道发送数据
失败时，备用信道仍然能用，确保数据的正常报送。作为遥测站的备用应急通信信道应该满
足如下要求。
（1）低功耗。遥测站的运行环境和供电方式决定了低功耗是其最主要的特点，通常情
况下，遥测站需要保证在极端天气太阳能充电完全中断的情况下，系统能坚持至少 15 天正
常工作，因此通信信道也必须拥有低功耗的特性，避免数据发送过程中功耗过大导致遥测站
的续航能力降低。
（2）不依赖地面公共通信资源。极端条件下，即使地面公共通信资源全部中断后，仍
然能正常通信，将数据发送至中心站。
（3）全天候、全天时正常工作。在野外，可以在任何自然天气条件下具有全天候的数
据报送能力，数据通信不中断。
（4）广覆盖性：在任何偏远地区，只要满足简单的基本条件，即可建立起数据通信信
道，实现数据的安全报送。
（5）可靠性和安全性：适合在野外高温、高湿环境连续正常工作，北斗卫星系统通信
误码率最大为 10～5，传输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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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斗卫星短报文的应用特点
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范围内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发送一定长度的
点对点短报文（类似手机短信）
，北斗卫星短报文主要的特点为：
（1）实时性好。如果采用点对点发送接收，一条短报文从发送到接收通信时延为 1～
3s。
（2）通信抗干扰强，同时采用 S/L 波段卫星传输，基本没有雨衰现象，可保证极端天
气条件下的通信，在移动通信网络不能覆盖的区域或者信号中断的时候应急通信。
（3）对地面通信设备的发射功率要求不高，一般情况下，采用发射功率为 10W 的小型
北斗卫星圆形天线就可以进行短报文通信、定位和授时。
（4）组网方便，以指挥型用户机或者北斗卫星通信终端为核心，可以快速组成点对点
或者一点对多点的通信网络。
目前民用的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有以下特点和使用约束：
（1）要使用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功能，需要向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申请一
张北斗民用智能卡插入北斗卫星通信终端才可以进行通信。连续两条北斗卫星短报文的时间
间隔是由智能卡的服务频度决定，一般是 60s，随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通
信资源逐渐紧张，目前申请的智能卡服务频度为 5 分钟。
（2）一条短报文的长度由北斗民用智能卡的通信等级（1～4）而定，比如 3 级卡最多
发送 78 个字节；4 级卡最多可以发送 96 个字节。
（3）由于使用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通信，北斗卫星终端天线的安装地点必须保证正
南方没有阻挡物，否则将接收不到信号。
（4）当向北斗卫星终端提交一条短信报文时，仅仅收到北斗卫星通信设备终端发送的
回执，而不能收到卫星系统发送的“确认”回执，用户端不能确定该条短信是否确认发送和
接收成功。
从以上北斗卫星短报文的特点可以看出，其非常适合作为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备用应急
通信信道。
4 遥测站与北斗卫星通信终端的集成
目前市场上的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分为终端型和指挥机型，遥测站通常采用功率为 10W
的终端型设备集成。为了节省功耗，遥测站的北斗卫星通信终端供电由遥测终端机控制，通
常采用掉电模式，当需要使用时才进行加电，使用完毕后，立即掉电。
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外部通信接口为 RS232/RS485 串口，通信接口通常遵循《北斗用户机
用户接口协议 4.0》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北斗卫星通信终端数据接口的要求，主要包括终端
的接口形式、信号定义、接口数据传输规约等。同样，遥测终端机的通信接口也需要完全符
合《北斗用户机用户接口协议 4.0》通信协议才可以控制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完成相应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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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卫星通信终端上电后，等待 5～10s 待其稳定后，遥测终端机首先按照接口协议发
送$ICJC 命令检测通信终端内的北斗民用智能卡，获取智能卡的通播 ID 号、服务频度、通
信等级；发送$XTZJ 命令进行系统自检，获取北斗卫星通信终端的硬件状态、入站状态、接
收波束的信号功率，如果硬件状态正常并且信号功率满足要求，就可以正常使用北斗卫星通
信终端了。
遥测终端机连接北斗卫星通信终端，主要使用以下功能：
（1）首次启动时发送$DWXX 命令，获取测站的经纬度，发送至中心站用以标定遥测站
的位置。
（2）每天定时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授时功能。通过发送$SJXX 命令，获取精确的
北斗时间进行时钟同步。
（3）当遥测站产生报文时，通过发送$TXSQ 命令，采用北斗卫星短报文以服务频度时
间间隔将报文数据依次发送至中心站。
遥测终端机采用$TXSQ 命令向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发送短报文时，遥测终端机会收到北斗
卫星通信终端返回的$FKXX 反馈信息，表明本条短报文的发送情况，该反馈信息不是中心站
回复收到“确认”信息。需要特别指出，在通信过程中，即使终端机收到北斗卫星通信终端
设备反馈的发送成功信息，并不能代表中心站接收到该条短报文，仍然存在短报文丢失的可
能（但是成功率非常高）
，本质上属于发送/无确认发送，因此为了提高发送短报文成功率，
在考虑低功耗的前提下可以将同一条报文多次发送。
5 测站至中心站的通信协议
遥测站采用北斗卫星短报文发送水文数据，通常要遵循水利行业标准 SL 651—2014《水
文监测数据传输规约》或者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准 SZY 206—2012《水资源监测
数据传输规约》两种行业规约，这里以最常用的 SL 651—2014《水文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为例说明报文的编码规范。
（1）由于一条短报文的长度固定，因此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传输更多的信息，报文采
用 HEX/BCD 编码结构。根据北斗卫星短报文的发送/无确认发送机制，采用 M1 链路传输模式
（发送/无应答模式）传输数据。
（2）采用 SL 651—2014《水文监测数据传输规约》在进行编码组织报文时，一定要根
据所用的智能用户卡的通信等级进行编报，因为不同通信等级的卡发送短报文的长度是不一
样，每个通信等级的卡发送短报文长度是固定的，要防止组织一条报文的长度超过发送短报
文的最大长度，否则会提交失败。
（3）通信过程中，遥测终端机采用 HEX/BCD 编码 M1 模式上行帧结构进行组织报文，其
中，一条报文中报头部分固定占用 14 个字节；报文结束符和校验码共占用 3 个字节；同一
个测站的上行报文正文中的流水号、发报时间、遥测站地址和遥测站分类码长度是固定部分，
总长度为 16 个字节；
因此，
一条报文中固定编码部分总长度为以上 3 部分总和为 33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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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 3 级用户卡传输数据，一条短报文最大长度为 78 个字节，那么留给水文要素信息
组编码的总长度只有 45 个字节，可以发送多组不同观测时间的要素信息组。
6 北斗卫星短报文数据的接收
中心站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接收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短报文：
（1） 采用专线接收。中心站采用互联网专线连接北斗应用系统平台服务商集中接收测
站发送的北斗卫星短报文，北斗应用系统平台服务商拥有完善的机制接收各北斗卫星通信终
端发送的短报文，成功率较高。但是，此种接收方式严重依赖地面公共资源（电力、电信运
营商提供的有线通信资源、机房等）
，而对于地处偏远的水库或者其它分中心，如果没有网
络专线或者专线网络不稳定，此种接收方式不太适合。北斗卫星短报文通信作为一种应急通
信方式，在极端自然灾害条件下才能体现出其高稳定、高可靠的属性，因此此种接收方式适
用于中心站机房交流电和通信技术条件保障比较好的北斗卫星短报文的数据接收。
（2）采用北斗卫星通信终端或者指挥机接收。为了保障北斗卫星短报文的稳定安全接
收，充分发挥北斗卫星短报文的应急通信能力，必须在中心站建立起一套不依赖地面公共资
源（电力、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有线通信资源）的数据接收系统，即使在地面电力、移动通信
网络、有线通信网络等资源完全中断的情况下系统仍然能正常运行，以提高系统的抵抗自然
灾害能力。
在中心站开发布设通信前置机 FIU（Forward Interface Unit）不间断值守运行，前置
机 FIU 是一种专用为接收短报文而进行软件功能定制的遥测终端机，拥有遥测终端机地低功
耗、高可靠性特性，前置机 FIU 通过串口连接北斗卫星通信终端或者指挥机。前置机 FIU
采用独立的以太阳能或者交流电充电的蓄电池供电系统保障供电安全，即使在发生停电的情
况，供电系统仍然能保障前置机 FIU 和北斗卫星通信终端连续正常工作至少 15～20 天。此
种接收方式适合遥测站不多于 50 个的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北斗短报文的数据接收，如果遥测
站数目太多，可能会发生数据碰撞，导致数据丢失。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采用点对点的数据发送和接收方式，所有测站的短报文发送目的地为
中心站的北斗卫星通信终端或者指挥机，当通信终端或者指挥机接收到短报文时直接通过串
口发送至前置机 FIU，前置机 FIU 校验无误后存储在内部存储器中，服务器定时通过串口或
者网络接口将数据从前置机 FIU 存储器中中取出。采用此种方式接收的网络结构示意见图 1。

图 1 采用前置机接收北斗卫星短报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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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北斗卫星短报文作为一种基于卫星通道的通信信道，具有高可靠、稳定性强、实时性好
等优点，其不受地面公共电力通信资源、天气条件和地形所限制，全天候全地域可使用，组
网灵活方便，可以作为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数据传输主通信信道或者备用应急信道。遥测终
端机通过相关用户接口协议连接控制北斗卫星通信终端，并根据北斗卫星短报文的通信特点
选用合适的编码结构编制报文，选择合适的报文传输链路将报文通过北斗卫星短报文发送数
据；在中心站，根据系统遥测站的规模和中心站机房电力通信网络的保障条件，选择采用建
立互联网专线或者建设能独立运行的前置机 FIU 接收系统中遥测站发送的短报文数据。
2021 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BDS-3，简称北斗三号系统）即将开始投入使用，
相比于北斗二号系统，北斗三号系统信号服务容量有很大提升，短报文单条信息长度也有较
大提高，而且信号更强，因此在水文自动测报系统中针对北斗三号系统的业务应用，待其正
式运营时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开发，建立起更为丰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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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库区无人机航测数据处理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郭珍珍
（黄河水文勘察测绘局，郑州 450045）
摘要：本文基于垂直起降固定翼 CW-20 无人机航测获取的小浪底库区 610km2 的影像数据和 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平台进行生产及研究，通过航测影像数据预处理、POS 和像控点数据整理、像控点布设与加
密、像控点转刺、空中三角网建立、数字正射影像生产等航测处理技术完成了小浪底库区的数字正射影像
模型（DOM）和数字高程影像模型（DEM）的成果生产。本文研究了 DEM 水面高程矫正关键技术，提高
了生产效率；对基于无人机航测技术的小浪底库区测量成果进行分析和精度评定，满足精度要求。本文研
究的航测关键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了小浪底水库的 DOM 和 DEM 资料，为全面了解小浪底水库实际状
况、为黄河下游防汛抗旱减淤提供基础资料。
关键词：小浪底库区；无人机航测；空中三角测量；DOM；DEM

1 概述
2018 年黄河上中游多次出现洪峰过程，来水量大，黄河防总对小浪底水库水利枢纽进
行排沙腾库，使水库水位降至蓄水以来最低水位，库区底部地形基本裸露。为了及时、准确
获取小浪底水库排沙腾库后裸露地表的影像数据，更准确掌握小浪底水利枢纽运行以来库底
泥沙淤积变化情况，采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的方法，快速获取第一手库区实际地形资料。
小浪底库区位于晋豫黄河峡谷中，三门峡库区坝下至小浪底库区坝下，东西长 126km，
北岸支流大峪河向上游施测 12.7km，南岸支流畛水河向上游施测 19.9 km。此次，小浪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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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项目中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取 600km 的地形数据，面积较大，数据量多，分析各种测量方
法，决定采用最新的无人机航测技术，该技术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小，实时性较强。
本文基于 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平台，把静态图片自动生成正射影像图的摄影测量软
[4]

件 ，优势是精度高、完全自动化，在特殊飞行轨迹、无控制点、无相机参数、成像光线条
件差、角度大的情况下，可以制作 DOM。
本测区影像数量较多，为了提高每一步操作的运行速度，采用分布式方法，提高 CPU
的运算速度，缩短了工作周期。
以小浪底库区第三部分区域内业数据处理为例，研究了内业处理过程中关键技术 DEM
水面高程矫正。
2 无人机航测内业数据处理技术
2.1 无人机航测内业处理流程简介
小浪底水库测区经外业航拍后返回的航测数据，由内业人员采用 PhotoScan 处理空中三
角测量计算。PhotoScan 通过 POS 和像控点数据整理、像控点转刺、空中三角网建立等过程，
生成精度较高的三维模型，根据三维重建技术，生成正射影像产品，实现自动化处理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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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测数据。
资料分析与区域网划分

影像数据

Pos数据

控制点数
据

工程建立

全自动影
像匹配

相对定向
手工转刺
像控点
绝对定向

光束法平
差

生成DEM

生成正射
影像

图 1 无人机航测内业处理流程

2.2 数据准备
航测原始数据包括飞机的影像数据、位置姿态 POS 数据以及野外实测的控制点数据。
（1）影像数据。影像数据分辨率均优于 0.2m，数字正射影像图采用 32 位 ARGB 彩色模
式，无数据区 Alpha 通道值为 0。
一个飞行架次的影像数据，由于前几张影像不和 POS 数据匹配，所以要先观察数据的具
体情况，然后将时间和高程作为主要的判断信息，删掉几张和后面明显有差别的照片，这些
照片一般是在飞行之前拍摄的；无人机获取的影像的航线必须是连续的，中间不能有漏洞。
（2）POS 数据。不同的无人机都有一套 POS 数据格式，获取的 POS 数据平面基准一般
也不相同，本测区无人机飞行的是 CGCS2000 经纬度坐标，但处理数据时要求 POS 数据是
WGS-84 大地坐标。保留东坐标、北坐标和海拔高度保存文件格式为 txt 或 csv，这样就可以
导入 PhotoScan 进行计算。
（3）像控数据。采用全野外预先布设，
像控点间距不大于 600m，困难地区不大于 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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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控点均匀分布，像控点密度 2.38 个/km （含检查点）。
像控点测量使用已有的 2001 年联测 D 级 GPS 控制点和四等高程点建立转换模型，采用
单基站和 CORS 站的方法测量，用于空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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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控点野外测量过程中，对测量的控制点和目标点均制作了点之记，并拍摄了 GPS 观
测时的近景、远景照片。
2.3 空中三角测量处理流程
（1）创建工程。打开 PhotoScan 执行菜单文件菜单下文件夹选项，单击新建，即可新
建一个项目，单击保存。
（2）自由网的建立。
①全自动影像匹配。将准备好的 POS 数据和原始影像分别导入 PhotoScan 中。首先执行
工作流程菜单下添加照片，然后执行参考工具栏的导入，即把 pos 数据导入和影像进行全自
动匹配，如图 2 所示。

图 2 影像自动匹配

②相对定向。打开工作流程选项卡，执行工作流程菜单下的对齐照片，弹出对齐照片选
项卡，精度要求设置为高精度，其他选项默认。单击 OK 便开始对齐照片处理，生成连接点，
即完成了自由网的建立。根据精度设置的不同，计算时间不同。
（3）控制网的建立。
①导入像控数据：执行参考工具栏的导入选项，打开相控数据，弹出相控数据选项卡，
按照数据的坐标系设置坐标系统；根据相控数据格式选择分隔符形式；列选项和相控数据的
列格式一一对应，然后创建像控标记。
②像控点转刺：利用外业布设的控制点进行绝对定向，快速转刺控制点。三个控制点可
以控制一个区域，首先在图上均匀找到三个控制点，控制点数据出现在 PhotoScan 左侧标记
框中，右键点击任意一个标记点，选择“标记筛选照片”即可和影像上的标记点进行粗略匹
配。
然后执行【参考】菜单下的参考设置，坐标系统选用控制点所在坐标系，相机精度默认，
标记精度 0.067。其他默认，点击 OK，即完成像控点的转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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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像控点现场图及转刺

③控制网的建立：刺完所有的控制点需根据需要设置检查点，检查点一般不能位于测区
的边缘。刺点完成后执行菜单【参考】菜单下的优化图片对齐方式，即完成了控制网的建立。
（4）建立密集点云。执行菜单【工作流程】菜单下的生成密集点云，因为生成点云需
要恢复加密点的颜色信息，所以需要时间较长。
（5）生成 DEM。执行菜单【工作流程】菜单下的 Build DEM。
（6）生成正射影像。执行菜单【工作流程】菜单下的 Build Orthomosaic，可以指定
分辨率。
（7）绘制范围线。采用绘制多边形的工具绘制范围线，选中范围线，右键单击，设置
输出边界外或边界内，输出边界内的影像选择 outer boundary。
（8）导出数据。DOM 输出分辨率设为 0.2m，DEM 输出分辨率设为 0.5m，均修改输出影
像左上角坐标，压缩方式选择 JPEG。
2.4 DOM 生产
（1）数字正射影像采集要求。利用上述生成的 DEM 进行数字微分纠正，通过 PhotoScan
软件全自动生成 DOM，然后选择镶嵌线进行影像镶嵌生产测区 DOM。
（2）匀色及影像处理。利用 QMOSIC 软件的匀光处理的功能来实现全测区影像匀光匀
色：先添加整个测区需要匀色的单片正射影像，再选择制作好的参考片，利用整体匀光的方
法完成整个测区的匀光匀色。最后对其完成匀光输出生成影像文件*.tiff 和影像 定位信息
文件*.tfw。
（3）纠正。数字正射影像数据采集采用数字微分纠正，生产像片数字正射影像。影像
重采样一般采用双三次卷积内插法或双线性内插法。
检查像片数字正射影像的影像质量，对影像模糊、错位、扭曲、变形、漏洞等问题及现
象，应查找和分析原因，并进行处理。对高架桥、立交桥、大坝等引起的影像拉伸和扭曲应
进行必要的处理。
（4）镶嵌。根据 QMOSIC 软件自动生成的镶嵌线进行镶嵌成图，然后进行镶嵌、生成图
幅、创建金字塔影像操作。最后内业人员对创建的镶嵌线人工进行检查和相应的编辑，包括
镶嵌线的编辑和局部图幅修补、色彩调整、PS 修补等，使最终成果没有像素错位、纹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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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过渡自然、没有模糊和重影的变形区域、没有阴影过长和密度过大的区域。图 4 为小浪
底水库分块 DOM 镶嵌后生成的整体 DOM 示意图。

图 4 小浪底水库 DOM

（5）分幅。镶嵌后的 DOM 需要进行分幅处理，按内图廓线外扩 10mm（图上距离）进行
裁切分幅。
2.5 DEM 制作
通过空中三角测量建立的密集点云，生成规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并在立体环境中对其
进行编辑。具体要求及操作如下：
（1）为降低精度损失，生成最高分辨率格网间距为 0.5m 的规则格网数字栅格高程模型，
并且栅格左上角坐标均对齐到 0.5m 的倍数，以避免拼接时因重采样损失精度；
（2）根据分块对分块内的规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通过 QMOSIC 软件进行自动拼接，形成
整体的规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
（3）将格网高程点与影像立体模型叠合，进行观测、检查、修改，使每个规则格网数
字高程模型点切准地面。对于落在树、桥梁上的规则格网数字高程模型点切准至表面，且应
保持与周边的自然过渡。
根据技术要求，通过对 DEM 数据接边检查后，接边误差满足要求。小浪底水库的高程模
型采样精度优于 2m，图 5 为小浪底水库的整体 DEM 渲染图。

图 5 小浪底整体 DEM 渲染图

2.6 精度评定
（1）加密点精度。因控制点数目较多，在刺完控制点后对控制点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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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删除了残差比较大的控制点，通过统计分析平面位置中误差最大为 15.5986cm，高程中误
差最大为 11.3596cm，最终内业加密点（控制点）符合精度要求。
（2）相对定向精度。相对定向是 PhotoScan 自动进行的，但可以选择精度（最高，高，
中，低，最低）
，本项目中选用的精度为高，能够达到相对定向的精度要求。
（3）小浪底水库基本定向点精度。通过统计精度结果，检查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最大
为 18.7598cm，高程中误差最大为 21.0899cm，基本定向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最大为
-4.89519cm，高程中误差最大为-5.10585cm，符合 1∶2000 对检查点和基本定向点的规范要
求。
3 DEM 水面高程矫正技术
3.1 纵比降
水面纵比降是指河段水面沿河流方向的高程差与相应的河流长度的投影（即水平距离）
的比值。河流（河谷、沟道等）纵剖面坡度是反映各级阶梯的基本形态测量指标，它间接地
反映势能大小。
i=△Z∕L×1000‰

（3-1）

式中：i 是纵比降，常以 1/1000 表示；△Z 是河床、沟底纵向上两点高差；L 是纵向上两点
水平距离。
3.2 DEM 水面高程考虑因素
小浪底库区东西长 126km，测区地形破碎，主要有侵蚀的低山和丘陵组成，东西落差较
大，这就要求水面赋高程时考虑的因素较多，主要有：
（1）水面的纵比降，河流随着距离的增长，也相应的有一定的高差，而不是水面上的
高程处处相等，本项目中小浪底全长一百多 km，水面上的每一处高差都是不等的。
（2）小浪底水库的支流较多，部分支流口处拦门沙较大，已经将支流和主流的水面隔
离开来。
（3）水面高程与岸边高程的衔接，水面高程应尽量与岸边高程一致。
（4）还应考虑分段赋值时水面接边处的高程处理。
3.3 DEM 水面处理方法
在 photoscan 软件处理过程中，水面由于特征点较少，软件在计算时很难匹配正确，导
致输出模型水面的高程通常是不真实的，直接影响数字高程模型的美观性和实用性，所以我
们在 DEM 的成果上研究了新的办法处理水面高程数据。其具体方法如下：
（1）通过 ARCGIS 相关的软件，大致划分出小浪底水库岸边的高程数据，主要留下高程
低的一岸的数据。
（2）根据河流岸边的高程数据和河流的长度，计算出河流的纵比降。
（3）根据计算的纵降比数据对河流进行细分。由于在接近大坝前侧的数据飞行的时间
较晚，岸边的水已经不是最低水位了，所以出现了河流中部区域高程是低坑的情况，考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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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将大坝前的数据结合纵降比进行计算，选择使用纵降比计算的结果。
（4）计算河道支流的岸边高程，如果支流的区域较小，可以考虑水面的高程相等，不
进行细分。
（5）采用 ARCGIS 软件的工具箱，将水面的 shp 数据转成栅格数据。
（6）将河面的栅格数据进行裁剪，分割成多个高程不同的面，然后根据分段赋值。
（7）将所有的面赋值后与内业处理生成的 DEM 数据进行栅格融合，将新的赋值的河道
面替换原有的 DEM 河面，经过多次实验，寻找到最佳的处理方案（图 6）
。

图 6 河面赋值图

4 结论
基于 PhotoScan 无人机航测数据处理软件平台，以小浪底库区代表区域为例，研究了航
测技术的完整流程，研究了关键技术，提高了作业效率，加快了数据处理速度，使航测内业
数据处理流程更加规范化及自动化。
（1）采用无人机航测技术在最短的时间获取了最新的小浪底水库地形数据。短时间小
浪底水库刷新了水库运行的最低水位记录，是了解库区地形的最佳时机，时间紧，任务急迫，
较强的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实现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了最新的小浪底水库地形数据，为了解库
区河底变化情况及过洪能力提供最全面、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为分析研究小浪底库区变化
规律、延迟水库生命周期、黄河下游防汛抗旱减淤和黄河可持续性健康发展提供准确的基础
数据支撑。
（2）形成了规范化、系统化的无人机航测外业作业和内业数据处理技术流程。通过 POS
和像控点数据整理、像控点转刺、空中三角网建立、DOM 生产技术，对技术流程及各种软硬
件的研究整理，形成独特的无人机航测内业处理技术，并且投入到小浪底水库全库区的淤积
测验使用，为未来的无人机航测提供良好的技术依据，提高了内业数据处理效率。
（3）本文研究的航测关键技术对 DOM 制作的作业效率、作业时间等方面有较大的提高，
缩短了航测内业数据处理时间，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了小浪底水库的 DOM 和 DEM 资料，为全
面了解小浪底水库实际状况、为黄河下游防汛抗旱减淤，保证下游滩区人民安全，黄河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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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健康发展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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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监测系统中监测站 OTA 技术应用实践
熊启龙 孙 冶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
，蚌埠 233001）

摘要：为了实现监测站的 OTA（Over The Air 空中下载技术）远程升级功能，在不修改硬件、不使用
专用设备及人员不需要赶往现场的前提下，将监测站的新版本 APP 应用程序覆盖原有版本。通过通信信道
将新版本应用程序下载至终端机的外部存储器中，利用终端机微控制器的在应用编程能力，将微控制器的
内部 Flash 分区，由位于第一个空间分区的引导程序将第二个空间分区的 APP 应用程序升级覆盖，实现 APP
应用程序的可升级；建设遥感监测系统在线升级管理中心，对软件 OTA 升级进行管理和控制。监测站实现
OTA 在线升级功能，可以极大地提高系统维护的便利性，减少维护期间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关键词：监测站；OTA、4G/5G 通道；Bootloader 引导程序；APP 应用程序

1 引言
遥感监测系统中数据的采集和传输通常都是由多个分布在区域内各个地点的自动监测
站承担完成，一般来说，监测站采用无人值守自动运行机制，终端机作为监测站的控制中心，
根据固化在其中的应用程序控制各部分硬件接口电路按照预定的业务步骤执行各种任务，实
现特定的功能，在监测站遇到异常状态时，终端机内部程序会及时做出判断并做出相应动作，
保证遥感监测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为了实现监测站向中心站的数据安全报送，监测站一般
都集成有各种类型通信信道，比如 4G/5G 移动通信网络、有线以太网网络、NB-IoT、LoRa
等等。
终端机作为监测站的大脑，采用嵌入式技术开发，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非常高的特点，
内部集成高性能的 MCU 控制器，向外部提供一系列标准通信接口，通过通信接口接入各种类
型的传感器和通信模组，实现现场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从功能上区分，终端机
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针对一个应用需求，硬件电路在设计完成并测试稳定后将不再轻
易做出大的改动，在硬件平台上通过开发适合各种应用场景下的软件使得其整体上满足不同
的业务需求，使得其整体功能可定制。传统的终端机在出厂时程序都是固化在内部微控制器
中，如果需要修改其中的代码，必须要通过专用的程序烧写设备连接到终端机进行 ISP
（In-System Programming）在系统可编程或者将终端机的 MCU 取出插入至编程器进行烧写
固化应用程序等操作，当需要批量编程多个设备时，就需要多次重复以上的烧写动作，非常
繁琐和耗时，而且容易出错，如果能采用一种技术方案实现 OTA 远程升级方案，人员将不需
要到现场使用专用的仪器而是直接在运行期就可将遥感监测系统中监测站的应用程序通过
通信信道远程升级更新，能极大增强系统的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方便系统的运行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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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终端机中 MCU 的性能越来越强大，目前很多芯片都支持 IAP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在应用编程功能，IAP 技术可以在 MCU 运行时对内部 Flash
进行擦除和编程操作，用新版本的程序代码对 MCU 重新编程，从而达到用程序来升级程序的
目的。IAP 功能不需要专用的仿真编程设备设置，不需要人员再赶往现场手工操作。
2 远程升级和远程管理需求
监测站作为遥感监测系统的基本信息采集处理单元，通常运行在野外，一个系统有多个
监测站组成，测站比较分散，周围环境比较恶劣。当系统建设完成后，如果遇到软件 Bug（这
种情况几乎不可避免）需要进行升级或者有新的应用需求时，再由人员逐个赶往测站进行现
场调试和程序升级，将会消耗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监测站如能实现 OTA 远程升级，将可以很
方便地进行系统改进和扩展系统功能。主要功能需求如下：
（1） 在中心站操作即可以通过 4G/5G 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对监测站的远程升级。
（2） 系统程序回滚功能。当新程序下载后出现异常故障时，终端机可以回滚到上一个
版本程序，优先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
（3） 有完善的升级程序版本管理控制机制，实现对测站的程序版本有序管理。
（4） 采用远程升级和现地升级相互配合的在线升级机制，特殊情况下如果远程升级失
败，也可以到现场进行紧急现地修复。
（5） 监测站远程升级程序后，系统将立即启用新版程序运行，保证新旧程序的及时无
缝切换。
（6） 拥有完善的用户鉴权机制，保证系统的操作安全。
本文就以目前终端机中最常用的意法半导体（ST）公司专为嵌入式应用设计的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 STM32F4 高性能微控制器为例，介绍 OTA 功能实现的原理、步骤和方法。
3 在线升级技术方案
3.1 STM32F4 内部 Flash 和程序执行介绍
终端机通常集成 Flash 数据存储器，用以存放历史数据、运行参数和其它文件信息，从
微控制器角度区分，将其称为片外存储器，而 STM32F4 微控制器内部也有 Flash 存储器，用
以存放应用程序文件，称为片内 Flash。
STM32F4 内部 Flash 存储器的起始地址是从 0x08000000 开始，容量大小根据具体型号
而有差别，应用程序就存放在以 0x08000000 开始的一段地址空间内，MCU 重新启动时，从
起 始 地 址 处 开 始 读 取 指 令 执 行 程 序 。 STM32F4 复 位 后 会 首 先 触 发 内 部 复 位 中 断 ， 从
0x08000004 地址取出复位中断向量的地址，并跳转到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在复位中断服务
程序执行完之后，跳转到程序中的 main 函数，main 函数是一个无限循环函数。当 STM32F4
发生系统中断时，系统从中断向量表中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执行中断完成后，再返
回到 main 函数继续执行。
将 STM32F4 内部存储器分为大小不同的 2 个地址区间，分别存储 2 个不同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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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MCU 启动时首先执行第一个地址区的程序，完成必要的检测和步骤后，再跳转到第二个
地址区执行该区存储的程序，我们把第一个地址区的程序称为 Bootloader 引导程序，第二
个地址区的程序称为 APP 程序，其中第一个地址区的空间比较小，第二个地址区的空间相对
比较大。
APP 程序是应用程序，它负责完成业务应用功能，在线升级就是要完成对 APP 程序的替
换，Bootloader 引导程序在出厂时固化在 STM32F4 内部 Flash 存储器的第一个地址区内，
出厂后不再改变。
3.2 Bootloader 引导程序功能
在每次系统启动后首先执行 Bootloader 引导程序，它的功能比较简单，占用的空间比
较小，主要完成的功能如下：
每次启动时，首先要检测系统标志位是否需要升级 APP 程序。如果需要升级，先将第二
个地址区间内的扇区数据擦除，再将新版本的 APP 程序拷贝到片内存储器内第二个地址区间
中，完成后再进行校验写入的 APP 程序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跳转到第二个地址执行新升
级后的 APP 程序；如果不需要升级，就直接跳转到第二个地址区间执行 APP 程序。
完成 STM32F4 片内存储器第二个地址区间扇区数据的擦除和编程。
回滚功能。在进行第二个地址区间扇区数据擦除前，首先把原有版本 APP 程序拷贝到外
部存储器中，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出现异常，可以再次将原有版本 APP 程序拷贝至第二个程序
空间内，实现升级失败回滚恢复功能。
完成现地的升级功能。可以通过串口或者 USB 接口连接计算机将程序下载到 STM32F4
片内存储器中。
3.3 APP 应用程序
APP 应用程序主要完成业务应用功能，不同的业务应用对应不同的应用程序，APP 应用
程序启动后首先要对中断向量表进行重定向，配置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使之指向 APP 程序
的中断向量表。
Bootloader 引导程序和 APP 应用程序在线升级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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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线升级流程图

4 在线升级通道
要实现在线升级功能，首先要获取新版 APP 程序并将其存放在终端机片外 Flash 存储器
中，再通过 Bootloader 引导程序将其覆盖片内存储器中的原有 APP 程序。根据终端机集成
的通信模组和外部通信接口，常用的在线升级通道有以几种方式：
（1）通过 4G/5G 移动通信网络将新版本 APP 程序从服务器上下载到片外 Flash 中。
（2）通过有线网络采用 TCP/IP 协议连接中心站将新版本程序下载到片外 Flash 中。
（3）通过 MQTT 或者 CoAP 物联网协议连接物联网云平台，比如阿里云、腾讯云、私有
云等物联网平台，利用其提供的 OTA 远程升级接口，将 APP 程序下载至片外 Flash 中。
（4）终端机通过 RS232/RS485 串口连接计算机，或者采用 USB 接口插入普通 U 盘，将
程序下载至片外 Flash 中，此种方式属于现地升级。
其中以上第 1、2 和 3 方式属于远程升级通道，通过其可以实现 OTA 功能；第 4 种方式
属于现地升级通道，可以作为远程升级方式的补充，当远程升级方式失败后，可以采用现地
升级方式，避免采用专用的仪器和繁琐的操作。
图 2 为 STM32F4 实现在线升级的一个示例的结构功能框图，其中 Nor Flash 为通过 SPI
接口连接 STM32F4 的片外存储器，APP1 为片内存储器中第二个存储区间内原有应用程序，
APP2 为新版本应用程序。通过 4G/5G 网络、USB 接口或者 RS232 串口等通道将 APP1 首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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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到片外存储器 Nor Flash 中，再由 Bootloader 引导程序将 APP2 拷贝到第二存储区间内替
换 APP1。

图2

系统升级功能框图

5 在线升级管理中心
为了方便对系统中遥感监测系统的 OTA 升级功能进行统一管理，在中心站建设 OTA 升级
管理中心，主要有如下功能：
（1）对各应用程序版本进行管理和控制，按照约定编制软件的版本号。针对同一类型
的应用，当发布了新版本应用程序，监测站会将新版本号与当前版本号对比，如果不一样就
启动升级机制。
（2）对各版本的更改记录进行有效管理，使得版本历史具有可追溯性。
（3）对新版本的程序文件进行分类存放，根据不同的项目和不同设备的升级文件进行
标识。
（4）批量升级一个项目内的所有监测站的 APP 应用程序。
6 结语
通过 4G/5G 移动通信网络、有线网络、物联网平台 OTA 接口等多种通道将程序远程或者
现场下载至终端机片外 Flash，
再通过对 STM32F4 微控制器片内 Flash 的空间进行合理划分，
由 Bootloader 引导程序完成对 APP 应用程序的更新，从而实现遥感监测系统的 OTA 功能。
通过 OTA 功能，在不修改硬件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监测系统功能的可定制化，管理人员不再需
要专用设备和赶往各个监测点现场，即可实现系统功能站的升级和维护，极大减少系统运行
期间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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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卫星数据在黄河防凌专题监测中的应用
刘道芳 许志辉 陈济民
（黄河水利委员会信息中心，郑州 450004）

摘要：堤防偎水长度、漫滩面积、清沟数量等数据是黄河防凌调度中的重要信息，对于防凌决策具有
重要意义。采用遥感技术快速获取这些信息，对于确保黄河防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国产卫星数
据快速发展，并在黄河防凌专题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总结黄河防凌专题遥感监测实践的基础上，
提出了黄河防凌专题监测的技术与方法。结果表明，国产卫星数据可以在黄河防凌专题监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提供了大量堤防偎水长度、漫滩面积、清沟数量等数据，为黄河防凌决策提供了信息支持。
关键词：国产卫星；遥感数据；黄河防凌

1 引言
黄河流域东西跨越 23 个经度，南北相隔 10 个纬度，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河流走向的
特殊性，每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均发生凌汛。黄河上游的内蒙古、宁夏河段和下游的山东、
河南河段以及北干流部分河段是凌汛灾害的多发区域，1986 年以来内蒙古河段已发生了 7
次凌汛决口。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域各省（自治区）国民经济呈现
快速稳定增长态势，财富逐年积累，凌汛灾害损失越来越重，政治、经济、社会影响越来越
大，黄河防凌工作已成为我国冬春季防汛工作的头等大事。
自 2002 年始，黄河水利委员会与有关方面合作，在原有人工观测的基础上，启动利用
卫星遥感技术监测黄河凌情，到目前已连续进行了 19 个年度的生产运行。近些年来，随着
国产卫星数据大量增加，为黄河防凌监测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也为黄河防凌专题监测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数据基础。国内外学者利用多种数据多种技术方法开展了黄河防凌遥感应用研
究[1-10]，但对于防凌专题监测的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在黄河防凌专题遥感监测工作
实践的基础上，对黄河防凌专题监测的技术与方法进行了总结，以期进一步推动国产遥感卫
星数据应用及供同行借鉴参考。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监测内容
（1）凌汛漫滩面积。在宁蒙河段封河的过程中，随着水位抬升，滩区出现大面积漫滩
现象，在开河过程中，随着水位降低，河水归槽，漫滩消失。漫滩面积不仅是估算槽蓄水量
的重要依据，更关系到防凌安全。
（2）清沟数量与长度。在防凌期的封冻的河段中，存在着许多清沟。清沟是冻结的河
道中的一段没有冻结的河段。清沟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一把认为，清沟的是由于温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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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或污水排入、或急流处不易封冻而形成的。小的清沟好像裸露的洞穴，所以也称为冰穴。
清沟下能生成大量的水内冰。
（3）堤防偎水长度。在凌汛期出现漫滩以后，若水位较高，则会出现堤防偎水。堤防
偎水会影响堤防安全，每年凌汛期，都会采用遥感技术对堤防偎水长度进行定期监测，确保
堤防安全。
（4）堤防渗水面积。在封开河过程中，由于受长时间高水位浸泡，部分堤段出现渗漏
及滑坡险情，严重影响堤防安全。
2.2 监测方法
2.2.1 卫星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主要涉及正射校正、影像融合等卫星数据预处理。
正射校正。获取不同时间、不同类型的卫星数据必须具有统一的地理坐标和准确的地理
位置，这是形成可靠的漫滩、清沟、堤防偎水变化监测时序成果的基础。对获取的各类卫星
数据进行图像配准和正射校正等处理，保证卫星数据地理位置精准。
影像融合。高分一号（GF-1）和高分二号（GF-2）等卫星上均搭载全色多光谱相机（PMS）
，
可同时获取较高分辨率的全色卫星数据和较低分辨率的多光谱卫星数据，采用适合的影像融
合方法将全色卫星数据与多光谱卫星数据进行融合处理，生成高分辨率多光谱卫星数据，以
利于遥感解译工作。研究中采用 NNDiffuse Pan Sharpening 方法进行影像融合。
2.2.2 信息提取与解译
（1）漫滩范围提取。漫滩范围变化遥感监测的关键性成果，漫滩边线的准确程度决定
着漫滩变化遥感监测精度和应用效果。通常漫滩边线提取有人工目视解译和计算机自动提取
两种方式。人工目视解译主要根据影像特征，在 GIS 软件的支持下，人工勾绘漫滩边线。计
算机自动提取漫滩边线关键技术包括冰面二值图像生成和栅格图像转换成矢量漫滩边线。冰
面二值图像生成采用单波段阈值法或归一化冰雪指数法（NDSI）
。栅格图像转换成矢量冰面
边线需要利用栅矢转换和曲线平滑等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2）清沟数量与长度。清沟长度和数量是反映河道封冻状态的主要指标。在封冻河段
中，由于水动力等原因，有部分河段无法封冻，成为清沟。清沟处于主河道，水深、水急、
流速快，波浪涌动，在整个封河期较大的清沟不易封冻，有清沟河段在春季容易较早扩大开
河。在封开河期，需要不断监测清沟的数量和长度，预测开河状态。清沟需要通过人工目视
解译，在勾绘之前，需要建立清沟解译标志，充分理解清沟影像特征。在 GIS 软件下，分析
工作区遥感影像特征，逐河段勾绘主槽内的清沟，在清沟勾绘完成后，自动生成清沟长度。
（3）堤防偎水长度。在封河期，水位抬升，若水位上升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堤防偎
水。堤防若偎水一定时间，会影响堤防安全。堤防偎水解译时，需先将堤防线状图层套绘在
遥感影像上，在 GIS 软件的支持下，沿堤防逐段分析堤防偎水的河段，逐段勾绘堤防偎水线
段。也可将没有偎水的堤防删除，留下偎水的堤防河段，最后自动生成堤防偎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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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堤防渗水面积。在 GIS 软件支持下，逐河段分析是否有堤防渗水的区域，若有，
沿渗水边界勾绘渗水图斑。根据勾绘的图斑，计算渗水的图斑面积。
2.2.3 套绘分析
在 GIS 支持下，利用空间分析技术，将漫滩面积监测时序成果、行政区划等数据进行套
绘分析，获取不同时间不同行政区的漫滩面积变化信息。
2.2.4 报表统计
按照河段、南北岸等，统计不同时间漫滩面积、清沟、堤防偎水变化信息，制作层次分
明、信息突出的各类监测成果统计报表。
2.2.5 专题图制作
各类专题图是遥感监测成果最直观的表达形式。防凌遥感专题监测可形成漫滩变化监测
时序成果、清沟变化成果、堤防偎水成果、堤防渗水成果等多种专题图。在 GIS 支持下，利
用制图表达技术，可制作主题鲜明、主要监测目标突出的各类专题图件。
2.2.6 系统应用
开发黄河防凌专题遥感监测应用系统，以智能手机为主要载体，将各类遥感监测成果与
“黄河一张图”聚合发布，推送到智能手机应用端，同时集成智能手机的移动定位功能，在智
能手机端实现各类遥感监测成果专题图可看、监测目标属性可查、现场可定位等便捷化杳询
杳看和定位应用。
3 监测应用
在每年的防凌关键期，每周都需要开展一次防凌专题遥感监测，对比分析堤防偎水长度、
漫滩面积、清沟数量的变化情况。本文以 2021 年 2 月的一期专题监测为例，来说明专题监
测的应用情况。
3.1 遥感监测结果
2021 年 1 月中旬起，受气温回升影响，黄河宁夏封冻河段冰块逐渐消融，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开河至三盛公水利枢纽拦河闸上 28km 处。为了及时掌握内蒙河段封冻状态、分析
内蒙河段的防凌情势，采集了 2021 年 2 月 15 日 GF1、GF6 影像，解译了三盛公至万家寨河
段河道清沟、漫滩及堤防偎水情况，并与 2020 年 2 月 7 日的漫滩、清沟及堤防偎水情况进
2

行了对比分析。监测显示，三盛公至万家寨河段，漫滩面积 610.2km ，堤防偎水长度 253km；
2

清沟 106 条，长度 129.8km；与 2021 年 2 月 7 日相比，漫滩面积减少了 13.5km ，堤防偎水
长度减少了 1.9km，清沟数量减少了 1 条，长度减少了 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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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 2 月 15 日与 2 月 7 日漫滩面积对比统计表
序号

漫滩面积/km2

河段

2021.2.15

2021.2.7

对比

1

三盛公－三湖河口

419.7

424.6

-4.9

2

三湖河口－包头

121

129.5

-8.5

3

包头－头道拐

63.7

63.4

0.3

4

头道拐－万家寨

5.8

6.2

-0.4

610.2

623.7

-13.5

合计

表2

2021 年 2 月 15 日与上期堤防偎水对比统计表
堤防偎水长度/km

序号

河段
2021.2.15

2021.2.7

对比

1

三盛公－三湖河口

139.1

138.2

0.9

2

三湖河口－包头

65.7

67.2

-1.5

3

包头－头道拐

44.2

45.5

-1.3

4

头道拐－万家寨

4.0

4

0

253.0

254.9

-1.9

合计

表 3 2021 年 2 月 15 日与上期清沟对比统计表
序号

清沟数量/条

河段
2021.2.15

长度/km
变化

2021.2.7

2021.2.15

2021.2.7

变化

1

三盛公－三湖河口

32

33

-1

36.5

37.5

-1

2

三湖河口－包头

20

20

0

33.8

34

-0.2

3

包头－头道拐

46

46

0

52.2

52.5

-0.3

4

头道拐－万家寨

8

8

0

7.3

7.3

0

106

107

-1

129.8

131.3

-1.5

汇总

3.2 各河段对比分析
（1）三盛公—三湖河口河段。
2

根据本期遥感监测结果，三盛公—三湖河口河段，漫滩面积 419.7km ，堤防偎水长度
139.1 km，清沟 32 条，长度 36.5km；与上一期（2021 年 2 月 7 日）相比，漫滩面积减少了
2

4.9km ，堤防偎水长度增加了 0.9km，清沟减少了 1 条，长度减少了 1km。
（2）三湖河口—包头河段。
2

根据本期遥感监测结果，三湖河口－包头，漫滩面积 121km ，堤防偎水长度 65.7 km，
2

清沟 20 条，长度 33.8km；与上一期（2021 年 2 月 7 日）相比，漫滩面积减少了 8.5km ，堤
防偎水长度减少了 1.5km，清沟条数无变化，长度减少了 0.2km。
（3）包头—头道拐河段。
2

根据本期遥感监测结果，包头－头道拐河段，漫滩面积 63.7km ，堤防偎水长度 44.2 km，
2

清沟 46 条，长度 52.2km；与上一期（2021 年 2 月 7 日）相比，漫滩面积增加了 0.3km ，堤
防偎水长度减少了 1.3km，清沟条数无变化，长度减少了 0.3km。
（4）头道拐—万家寨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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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本期遥感监测结果，头道拐—万家寨河段，漫滩面积 5.8km ，堤防偎水长度 4.0 km，
2

清沟 8 条，长度 7.3km；与上一期（2021 年 2 月 7 日）相比，漫滩面积减少了 0.4km ，堤防
偎水长度、清沟条数和长度无变化。
4 结论
利用国产卫星数据能够快速、准确地开展黄河防凌专题监测，提取堤防偎水长度、漫滩
面积、清沟数量等数据，为黄河防凌调度提供技术支撑。
建立黄河防凌专题监测应用系统 APP，提供黄河防凌专题监测信息服务，能够提升黄河
防凌遥感监测服务能力，更有效发挥遥感监测信息的作用。
冰凌信息提取中尚存在误判，如何采用人机交互方法去除误判信息，并转化为机器的自
学习能力，最终实现全自动化冰凌信息识别和时序分析，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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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淮岗以上流域多源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库建设
刘利萍 1 李凤生 2
（1.淮河水利委员会综合事业发展中心，蚌埠 233000；2.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蚌埠 233000）

摘要：近年来淮委通过相关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数据，但由于数据精度偏低、影像数据覆盖范围不
完整且时相上过于陈旧，已建立的数据成果难以满足现代化工程调度管理的需求。为满足临淮岗洪水控制
工程调度运行管理的需要，通过对王家坝至临淮岗地区编程拍摄和长台关至王家坝地区的航空拍摄，并对
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入库，形成临淮岗地区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成果，建设临淮岗以上流域多源高分辨
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库，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科学运行调度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关键词：临淮岗；多源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库建设

1 引言
在“淮河流域管理数字化及应用研究”、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洪水预报调度可视化系统”
等项目的支撑下，临淮岗以上流域的信息资源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建成了基于 GIS
的具有数据查询分析和服务功能综合管理维护平台，基础地理矢量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
正射遥感影像数据、三维水利工程电子数据、元数据等数据库，并建立了水雨情气象等时间
序列数据与空间位置相关联的数据库，这些数据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科学运行调度提供
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近年来，由于已建立的数据成果难以满足现代化工程调度管理的需求，存在数据精度偏
低、影像数据覆盖范围不完整且时相上过于陈旧的问题，数据管理和共享工作需进一步提高。
只有加强临淮岗以上流域范围内的基础地理数据补充及更新，建设临淮岗以上流域高精度空
间数据库管理系统，才能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合理运用提供科学指导依据，满足工程调度
要求。
2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概况
2

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位于淮河中游正阳关以上28km处，集水面积4.2万km ，几乎控制了
淮河干流正阳关以上洪水。工程跨河南、安徽两省，与上游的山区水库、中游行蓄洪区、各
类堤防及茨淮新河、怀洪新河共同组成淮河中游多层次综合防洪体系。工程主要任务是当淮
河上、中游发生50年一遇以上洪水时，配合现有水库、行蓄洪区和河道堤防，削减洪峰，控
泄洪水，使淮河中游正阳关以下主要防洪保护区的防洪标准由现状不足50年一遇提高到100
年一遇，确保淮北大堤和沿淮重要工矿、城市的安全。
3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
在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调度运行管理功能要求下，参照已建系统的数据标准，结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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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目标将系统总体结构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采集层、数据存储支撑层、应用支撑层、数据
应用层、综合应用层。基础设施层充分利用已有硬件设备和支撑软件，数据应用层对应临淮
岗流域高精度空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为洪涝灾害评估、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保护、
水土保持和综合规划提供基础支持。本文以遥感影像为主，重点分析临淮岗以上流域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
3.1 影像数据库构成
（1）参照已有的技术流程，新建的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空间参考系与现有数据
一致，采集数据使用最先进数据采集平台，数据处理利用已建的加工工具和先进的数据加工
平台，处理后的遥感影像与已有成果色调一致，新建遥感影像数据以最新的数据源为基础，
完全反应当前的下垫面条件，数据导入现有信息资源管理平台中，与原有数据融为一体，相
互参照，相互补充，特别是数据处理和管理软件采用高效成熟的支撑软件，保证分类质量。
（2）数据采集与处理。SPOT数据从北京视宝卫星图像公司采购，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
数据分析、方案设计、数据采集、数据整理、数据转换、数据质检与验收等规范化处理，满
足建库要求。
（3）数据存储、应用支撑层。数据库存储临淮岗以上流域2.5m分辨率SPOT数据，这部
分数据统一采用Geo-tiff格式入库管理。应用支撑层基于GIS技术、遥感技术和中间件技术，
采用微软的ADO.Net组件、ESRI的SDE组件实现对空间数据访问，GIS功能在C/S架构下由Arc
Engine提供，在B/S架构下由Arc IMS提供，保障了数据支撑层与数据应用层之间的相互独立
性和数据层对应用层的透明性，应用层完全不必关心数据层如何组织数据，唯一要做的就是
按照既定模型向应用支撑层提出数据访问的要求，应用支撑层提供数据和服务。
（4）数据应用层涵盖数据处理、数据管理、数据的可视化表现、数据查询分析、数据
安全维护与访问权限管理。
数据处理功能由多源空间数据处理软件提供，信息资源管理系统提供对数据库部分数据
处理能力。数据管理由数据更新子系统、数据抽取子系统、元数据管理与数据目录管理子系
统、历史数据管理子系统组成。数据的可视化表现由符号化子系统、专题图制作子系统、制
图输出子系统、数据浏览子系统提供。数据的查询分析包含对数据内容查询分析、对元数据
查询（即对数据状况质量等查询）
，淮委内部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客户端对数据内容和数
据状况进行图文一体化查询分析，如确实需要满足淮委外部用户对流域内信息资源浏览查询
和分析，需要购买ESRI的网络地图服务器或企业级空间数据处理服务器，并进行B/S架构应
用系统的开发对功能进行扩展。数据安全性维护包括数据备份子系统、平台权限分配与用户
权限管理子系统。
为了使系统的功能与表现达到足够的灵活性，设置管理平台的配置管理子系统，由平台
管理员对平台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监管与配置。
3.2 遥感影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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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导入和格式转换。数据原始格式包括数据分发的地面接收站产品格式和
GEOTIFF格式，通过ERDAS IMAGE软件将原始影像数据导入到影像处理系统中其自有的数据格
式。对于未经过几何校正的遥感影像，处理软件需能够自动识别影像获取时刻的轨道参数。
（2）几何校正。为保证图像几何校正和空间配准精度，图像校正参照同比例尺或更大
比例尺地形图的水系框架和明显地物点进行，每幅图像上选择的控制点均匀分布，并且不少
于15个点，同时采用正射纠正方法，去除地形起伏引起的像点位移误差。
（3）波段组合和色相调整。经过几何校正的影像进行色彩融合，融合后的数据进行波
段组合，亮度和对比度调整，使影像清晰，颜色符合读图习惯。
（4）分辨率融合。将高分辨率的全色波段数据与低分辨率的多光谱波段数据进行融合
计算，采用主成分变换方法、brovey变换、HIS变换、波段乘积等方法进行，以同时获得高
分辨率图像的纹理信息和低分辨率图像的色彩信息。
（5）图像镶嵌。同一区域遥感影像在几何校正和相应图幅的色彩平衡前提下进行图像
镶嵌。
（6）图像裁剪。镶嵌后的图像，按照地图标准分幅或子流域或行政区范围进行裁剪，
供分区使用。
（7）数据输出。将数据输出成标准格式，供不同系统和应用软件使用，以GEOTIFF格式
或IMG格式作为主数据交换格式。
3.3 遥感数据入库
（ 1 ） 数 据 转 换 。 采 用 Geoway Exchange 软 件 ， 将 遥 感 影 像 数 据 转 换 成 ARCSDE 的
GeodataBase模型支持的栅格数据格式，进行影像地图数据的坐标变换和影像的重采样。
（2）数据检查验收。元数据信息的检查、位置精度的检查（包含数学基础、平面精度、
接边精度的检测）
、叠加失量数据后的匹配精度、影像视觉质量的检测。
（3）数据入库。质检合格的遥感数据加入相对应的基础空间数据库的遥感数据子库和
栅格要素层，设置正确、合理的入库参数。选择网络数据服务器名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库
实例名称及相应空间数据分库名称、子库（数据集）名称，由数字字典中自动获取或设置相
应的数据入库参数（分块大小、金字塔级数和重采样方式、数据压缩方式、空间参考系）
、
逐一打开遥感数据文件，实现初始数据的预览、查询，逐一打开遥感数据文件进行数据加载
工作，系统自动根据基础空间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物理结构、数据入库参数等动态实时加载
遥感数据，同时自动记录所有入库信息（入库前数据源名称，入库目标的分库、子库、要素
层名称，要素加载成功与否）
，自动建立和完善分库、子库、要素层的元数据信息（子库地
理坐标范围、要素层的坐标范围和属性统计分析信息、数据质量信息、数据量分析等），自
动快速建立不同数据集（多元数据）的元数据信息库。
4 临淮岗以上流域遥感影像数据库建设
由于临淮岗以上流域覆盖范围大，要求影像采集时间新，需要采用卫星遥感编程拍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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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遥感拍摄两种模式同时进行，方能满足高精度高时效影像的要求。本次采用QuickBird
和WorldView-2两颗卫星对王家坝至临淮岗地区进行编程拍摄，对长台关至王家坝地区
2

2414km 地区采用航空拍摄的“中科高清遥感影像产品”，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入库，
建立临淮岗以上流域多源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库。
4.1 王家坝至临淮岗卫星遥感数据采集处理
（1）数据采集。
原计划对濛洼区域采用QuickBird和WorldView-2两颗卫星进行编程拍摄，因卫星数据档
期及天气等因素的影响，编程周期结束后，只获取到部分数据。
由于卫星公司无法确切给出全部拍摄完成时间，尚未拍摄的部分采用Dgital Globe公司
的WorldView-1卫星存档数据作为补充，以保证区域的完整覆盖。由于WorldView-1卫星只有
全色波段，为达到成果的真彩效果，其对应的多光谱数据采用ALOS卫星的多光谱数据替代，
其覆盖情况和拍摄时间如下图1所示。

图 1 王家坝至临淮岗卫星数据覆盖范围和拍摄时间

（2）数据处理流程
对采集的王家坝至临淮岗全色影像数据进行处理，处理流程见图2。

图2

王家坝至临淮岗卫星数据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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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控制点和DEM对采集的全色影像分别进行几何纠正和正射纠正，得到校正精度满足
要求的数字正射影像。利用多光谱数据与正射影像做融合处理，进行匀色、调色，使影像色
调柔和鲜艳，接近自然色。最终对多幅影像进行镶嵌拼接，经质检合格后入成果库，得到卫
星遥感成果图见图3。

图3

卫星遥感成果图

4.2 长台关至王家坝航空遥感数据采集处理
（1）数据采集。
2

长台关至王家坝2414km 的地区，共计98幅1∶1万正射影像见图4。

图4

长台关至王家坝数据采集范围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牵头组织并发起了在河北、吉林、河南、广东、山东、辽宁、
浙江、江苏等地实施大面积机载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项目，以期为各相关政府部门用户提
供大范围、高清晰、高性价比、时相一致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服务——“中科高清遥感
影像技术”服务。中科院遥感所在河南省以DMC数码航摄仪为采集设备，以运-12飞机为航空
2

平台，获取了河南全域10多万km 的“中科高清遥感影像数据”。本项目采用了其部分成果，
即 “中科高清遥感影像产品”河南部分。
（2）数据处理流程。
对采集的长台关至王家坝全数字航空影像进行处理，处理流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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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长台关至王家坝航空数据处理流程

依据控制点和DEM对采集的全色影像分别进行几何纠正和正射纠正，得到校正精度满足
要求的数字正射影像。利用多光谱数据与正射影像做融合处理，进行匀色、调色，使影像色
调柔和鲜艳，接近自然色。最终对多幅影像进行镶嵌拼接，经质检合格后入成果库，得到航
空遥感成果图见图6。

图6

航空遥感成果图

5 结论
临淮岗以上流域多源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库的建设，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调
度运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空间数据基础。按照临淮岗流域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库建设的要
2

求，对王家坝至临淮岗地区采用两颗卫星编程拍摄和长台关至王家坝2414km 的地区采用航
空拍摄，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编辑入库，形成临淮岗以上流域卫星遥感和航
空遥感成果，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科学运行调度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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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干旱区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以新疆和田河为例
李 辉 韦 蔚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 450000）

摘要：本文通过使用遥感和 GIS 技术，对 2000 年、2013 年、2019 年和田河中下游遥感
生态带内的土地覆被和植被覆盖度自动加人工解译，并对变化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
表明：和田河中下游最大的两种土地覆被类型是沙地和疏林地，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沙地
有向植被转移趋势，疏林地有向有林地的转移趋势；研究区整体的高、中高、中覆盖度植被
占比大小增加，部分是因为中游耕地的扩张，低覆盖度植被的占比下降，说明整个区域生态
趋好；阿克苏地区上游水库南部 11km 处 2000－2013 年间新修建的水利工程使该工程以北区
域的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都有所提高，说明了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生态
的有效保护，因此，需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来提升和田河的输水和有效用水能力。本次研
究对该区域的水利工程建设方案比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和田河；生态环境；遥感；植被覆盖度
1 引言
随着人口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恶化，尤其在干旱区以水资源开发为主的建设活动
加剧了土地覆被和植被覆盖度的改变，严重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改
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确认识和评价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当
务之急。
和田河流域是我国最干旱的区域之一，是唯一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河流，承担着
3

每年向塔里木河干流输水 9.29 亿 m 的任务，但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生态环境最脆
弱的地区。近年来，农田扩张、建筑用地日益增加，逐渐侵占天然林草面积，使得流域生态
压力增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已呈现退化趋势。和田河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得到了大量学者
的关注。王希义、徐海量等人基于和田河流域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的遥感解译数据，
分析了 1990—2010 年的土地类型面积变化、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王虹、权晓燕等人利用模
糊综合评价模型对 2010 年和田河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和田河流域生态
环 境承 载力的 综合 评定值 处于 超载状 态；董 弟文 、阿 布都热 合曼 · 哈力 克等 人利用
1953—2014 年地面站点的气温、降水、径流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过去 60 年中，和田河经
历了“丰－枯－丰－枯－丰”的交替变换，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然表现为径流增加趋势，
和田河径流的变化是气温、降水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气温是影响和田河径流变化最为主要的
因子。以上大多研究是对整个和田河流域区域的研究，而对和田河沿岸遥感生态带，即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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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左右岸基本植被覆盖区，进行单独研究的较少。和田河下游的用水又主要是生态用水，
因此，对沿岸的遥感生态带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进行单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区域
和田河流域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南以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为界，西与叶尔羌河流域接壤，
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地理位置位于 34°28′-40°28′N，77°25′-81°43′。流域冬季
[9]

干燥寒冷，夏季高温少雨，
多年平均气温 12.2℃ 。和田河发源于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北坡，
由两大支流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在阔什拉什汇合后，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和田河主要
以冰川融水及地下水为主，年际变化平稳，年内分配不均匀，每年 6 月放水，7－9 月为丰
水期，10 月之后在沙漠区会形成断流。
和田河流域上游为高山区，山势陡峻，是较丰沛的冰川积雪区，为河流的径流主要补给
区；中游为丘陵倾斜平原区，起点在乌鲁瓦提水利枢纽和玉龙喀什河水利枢纽，终点在阔什
拉什，其中还包括新疆墨玉县拉里昆国家湿地保护公园，河床较为开阔，两岸阶地明显，山
前至沙漠为连片平原，是绿洲农业区；下游是和田河绿色走廊段，以阔什拉什为起点，终点
在肖塔，是沙漠区。本次研究区主要是和田河中下游遥感生态带，即两岸基本植被覆盖区，
2

面积约 4950km ，如图 1 所示。

图1

研究区范围

3 数据搜集与处理
3.1 数据搜集
搜集研究区 2000－2019 年之间的多期 Landsat30 米多光谱影像。由于该区域的上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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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时间基本为每年的 6 月底，10 月份左右和田河会形成断流。因此，对本研究区的生态环
境进行变化监测，选用的影像时相为 2000 年、2013 年、2019 年的 7－9 月。该时间段是和
田河的丰水期，水量最大，两岸的植被生长茂盛。
3.2 数据处理
对搜集到的 Landsat 原始影像进行大气校正、波段打包、正射校正、配准、拼接、裁剪
等操作，获得研究区的多期 4 波段遥感影像，选择的波段是近红外、红、绿、蓝波段。在
ENVI 的 EX 模块中，对研究区多期遥感影像进行面向对象的监督分类自动解译。3 期基本采
用统一的分割尺度和融合尺度，基于面向对象的监督分类样本，结合 Google 相对应年份部
分高清影像进行修改，形成基本统一的样本库。对影像进行自动分类，分类结果导入 ARCGIS
中，套合 Google 相应年份影像进行图斑的核定的修改，最终形成研究区的土地利用解译结
果。
对多光谱影像使用近红外和红波段，进行植被指数 NDVI 计算公式：
NDVI=（NIR-RED）/（NIR+RED）

（1）

利用植被指数近似估算植被覆盖度，使用像元二分模型基础上的模型：
VFC=（NDVI-NDVIsoil）/（NDVIveg-NDVIsoil）

（2）

式中：NDVIsoil 为完全是裸土或无植被覆盖区域的 NDVI 值；NDVIveg 为完全被植被所覆盖
的像元的 NDVI 值，即纯植被像元的 NDVI 值。两个值的计算公式为：
NDVIsoil=（VFCmax*NDVImin-VFCmin*NDVImax）/（VFCmax-VFCmin） （3）
NDVIveg=（
（1-VFCmin）*NDVImax-（1-VFCmax）*NDVImin）/（VFCmax-VFCmin） （4）
利用这个模型计算植被覆盖度的关键是计算 NDVIsoil 和 NDVIveg。近似取 VFCmax=100%，
VFCmin=0%。
式（2）可变为：
VFC=（NDVI-NDVImin）/（NDVImax-NDVImin）

（5）

NDVImax 和 NDVImin 分别为区域内最大和最小的 NDVI 值。由于不可避免存在噪声，
NDVImax 和 NDVImin 一般取一定置信度范围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置信度的取值主要根据图
像实际情况来定。分别取累积概率为 5%和 95%的 NDVI 值作为 NDVImin 和 NDVImax。在 ENVI
中对 NDVI 影像进行计算获得植被覆盖度图像文件，像元值表示这个像元内的平均植被覆盖
度。
4 生态环境变化分析
4.1 生态环境要素变化分析
通过对土地覆被解译成果进行分布图制作，不同地物类型采用不同的色彩表示，不同年
份成果采用的图例基本相似，最终得到和田河 2000 年、2013 年、2019 年土地覆被的分布情
况，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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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 年、2013 年、2019 年生态环境要素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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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3、2019 年土地覆被面积占比图

对不同年份的变化情况进行分类直方图制作，得到 2000－2013 年、2013－2019 你那、
2000－2019 年的定量变化情况。通过 3 期的和田河中下游土地覆被面积占比图（图 3）可知，
该区域最大的两种土地覆被类型是沙地和疏林地，在 2000 年、2013 年、2019 年，它们的综
合占比分别为 56.37%、50.63%、49.62%，总体呈下降趋势，沙地在减少，有向植被转移趋
势，疏林地在减少，有向有林地的转移趋势。而耕地面积在明显增加，说明该区域的人类活
动在明显增多，挤占了一部分的生态用水。在阿克苏地区上游水库南部 11km 处修建的水利
工程有明显的作用，该工程以北区域的植被面积有了明显的增多。
4.2 植被变化分析
基于研究区 4 波段影像计算不同年份的 NDVI，然后通过植被覆盖度计算公式取相应置
信区间，计算植被覆盖度。将研究区的植被覆盖度分为 5 级：I 级为极低覆盖度区，植被覆
盖度小于 10%，主要是强度沙化土地、裸地；Ⅱ级为低覆盖度区，f 为 10%～30%，主要是低
产草地、疏林地、荒耕地，属于差等植被；Ⅲ级为中覆盖度区，为 30%～50%，主要是中产
草地、低郁闭林地，属于中等植被；Ⅳ级为中高覆盖度区，f 为 50%～70%，主要是滩地、中
高产草地、林地，属于良等植被；Ⅴ级为高覆盖度区，f 在 70%以上，主要是密林地、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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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属优等植被。

图 4 植被覆盖图分布图

根据 3 期的植被覆盖度分布图（图 4）可以看出：研究区整体的高、中高、中覆盖度植
被占比均有明显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游耕地的扩张，而低覆盖度植被的占比呈现明显的下
降趋势，说明整个区域生态趋好。在阿克苏地区上游水库南部 11km 处修建的水利工程以北
区域植被的覆盖度有明显的增多，说明了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生态的有效保护。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西北干旱区和田河中下游区域 2000－2019 年近 20 年的土地覆被类型变化和
植被覆盖度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研究区最大的两种土地覆被类型是沙地和疏林地，在 2000 年、2013 年、2019 年，
它们的综合占比分别为 56.37%、50.63%、49.62%，总体呈下降趋势，沙地在减少，有向植
被转移趋势，疏林地在减少，有向有林地的转移趋势。
（2）研究区整体高、中高、中覆盖度植被占比大小均有明显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中游
耕地的扩张，而低覆盖度植被的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整个区域生态趋好。
（3）阿克苏地区上游水库南部 11km 处 2000－2013 年间新修建的水利工程使该工程以
北区域的植被覆盖面积和植被覆盖度都有所提高，说明了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
生态的有效保护。
（4）需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来提升和田河的输水能力。为了减少径流在和田河下游
沙漠区的侧渗和蒸散发，保证向塔里木河输送的生态水量，需要对主河槽进行疏浚；为了较
少干流汊道的分水作用，应对和田河干流上的汊道进行封堵，并设计生态堰，解决汊道内植
被的生态需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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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在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何业骏 1 罗 鹏 2 甘拯 1
（1.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武汉 430000；
2.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北京 100032）

摘要：我国防洪工程水毁点多面广、修复任务重、施工工期短，如不及时开展隐患排查和水毁工程修
复，会带来突出的防洪安全问题和较大风险隐患。目前，我国防洪工程水毁修复管理工作面临一次全方位
的技术革新。无人机作为低空遥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成本低、机动灵活、精度高、反应迅速的特
点，在复杂地形、大面积获取数据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本文通过将多旋翼无人机引入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
理工作各环节，分析其应用优势及可行性，以及对于提升主管部门直观分析和科学决策水平的作用，并对
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无人机；无人机监测；水毁修复工程；水毁监督检查

1 引言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我国暴雨洪水发生多、分布广、量级大，在依托水利工程抵御洪
涝灾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受洪水冲击而导致工程本身受损，甚至出现决口、垮坝等工程
毁损重大事件，不仅对各地区水利工程效益正常发挥造成不利影响，更会给安全度汛工作带
来较大风险。2009－2019 年我国年均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393 亿元，据不完全统计
2019－2021 年全国水利设施水毁修复项目 11.5 万个，其中堤防（护岸）修复项目约 4.4 万
个，堤防（护岸）水毁修复项目占比最大，超过 35%。目前水毁修复工程的认定、修复、监
督等环节无具体参照的规范标准和数据支撑，部分环节主要以人为经验判定为主。长远来看，
在技术装备、创新能力、监督机制等方面远不能满足现势性要求，需厘清从水毁发生到修复
完毕的整个过程管理，本文将多旋翼无人机引入水毁修复工程管理工作，能有效提高管理部
门的科学决策水平。
2 无人机在水利行业应用现状
目前无人机在水利抢险救灾、水利工程测绘、水土保持监测、河道监管、水文分析、水
行政执法、水利工程设计等水利行业多个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水土保持方面，利
用无人机对水域内水土保持及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统计，对扰动目标、危害设施等目标进行监
测，调查土壤侵蚀定量研究。在水文监测方面，搭载流速仪，进行水体流速测量。在水环境
监测方面，对水域实施动态监测，掌握水域基础数据建立水域调查、水域统计等资料。在水
利工程测绘方面，利用无人机可快速获取高分辨率影像，生产数字正射影像图等 4D 产品，
目前还不断扩大应用范围。但是无人机在水毁修复工程管理方面应用尚属起步阶段，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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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管理理念尚未转变，管理资金不充裕，管理部门人员缺乏无人机专业培训，导致无
人机基本操作及数据处理分析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少。
3 水毁修复工程管理存在问题
水毁认定不明确，认定标准不同。目前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水毁等级划分、界定标准不
同，造成了后期水毁修复项目管理范围、尺度和深度的不一致。
水毁统计不规范，缺乏数据支撑。因水毁认定的主体不明确，对水毁工程量及损失值计
算，没有明确的技术标准和依据，大多是依靠人为经验判定、估测水毁损失，具有较强的主
观性，影响了水毁灾情统计认定的准确性，不能准确区分水毁工程修复轻重缓急程度，不利
于水毁修复项目立项，从而也影响到水毁数据上报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监督标准不统一，有较强主观性。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监督检查管理制度，多
数地方主要通过电话问询、影像核实、现场暗访、飞检、抽检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各地监
督检查标准和尺度要求不明确、检查方法和频次不规范、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较为突出。
水毁工程在等级认定、统计、监督检查等方面人为干预性大、标准不统一，缺乏足够的
基础数据支撑。当前迫切需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等手段，为水毁修复工程管理提供所需数据
资源支撑，用数据说话，用数据标准、数据决策、数据服务，增强数据要素风险预警、应急
决策机制及巡查监测，不断完善水毁修复工程管理工作的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要求。
4 无人机应用于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理的可行性
4.1 多旋翼无人机技术优势
无人机综合利用航空技术、网络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 3S（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
球定位系统）技术优势，结合“安全性、可靠性、环境适应性、操作性”等性能，多旋翼无
人机相比固定翼无人机更适用于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理相关工作，其具备机动性好、高效快
速、风险低、成本低、适用范围广、操作简单等优点，续航时间在 25～60 分钟，飞行半径
5～15km，还可根据不同任务需求，搭载不同载荷设备，快速获取所需的基础数据资料，在
数据质量、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优势显著，无人机采集数据整体效率比人工高出数倍，现
阶段无人机主要通过搭载光学、红外、激光雷达等载荷设备获取地物信息，载荷设备各有不
同的特点，根据应用需求进行选择。特别是激光雷达作为一种主动式遥感系统，具有快速、
准确穿透云层的能力，其受天气影响小、视野广、精度高，搭载在无人机上可实现全天候作
业，但水分子对激光雷达紫外和红外光波具有强烈的吸收和散射，汛期洪水流量大，江河水
体浑浊度高，会对测量造成较大影响，机载激光雷达在水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目前
水域监测主要使用无人测量船、侧扫声呐获取水下地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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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表1
载荷设备

光学载荷

红外载荷

激光雷达载荷

多旋翼无人机

多旋翼无人机主要载荷设备情况表
优势

主要数据成果

高分辨率

4D 产品

高效率

倾斜摄影模型

体积小

贴近摄影模型

成本低

照片、视频

精确测温

热红外影像

全天候

热红外视频

高精度

点云数据

全天候

数字高程模型

穿透力强

影像成果

设备费用/万元

0.5～5

2～8

8～20

注：4D 产品为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栅格地图（DRG）、数字线划图（DLG）
。

4.2 无人机应用于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理的可行性
堤防水毁修复工程具有特殊性，切实关系到当地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需短时间内高质
量完成堤防水毁修复工作，同时对周边区域、洪水浸泡区、堤防险工段等进行拉网式排查，
防止次生灾害发生。而多数受灾区域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等自然环境限制，
且水毁分布点多面广，而传统堤防水毁修复管理以人工巡查监测为主，不仅工作量大、效率
低、成本高、精准性差、范围覆盖不全，还存在一定的人为主观判断和人员安全隐患，因此
人工巡查为主的监测方式无法满足现势性要求。
旋翼无人机机动灵活的起降方式，快速响应获取数据能力，低空循迹的自主飞行方式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日常巡查中能有效克服人工无法查看、视野范围无法企及的隐蔽区域，
特别是当汛期遇到道路损毁、通讯中断、滑坡等情况时，无人机可克服不利因素，及时赶到
出险情的区域，通过搭载不同载荷设备，获取险情查勘影像资料，监视险情发展，使主管部
门及时全面地掌握实时险情。无人机在进行空中任务作业时，与地面设监测设备配合，全方
位立体监控，为科学制定抢险、排险、修复及预防次生灾害工作方案提供有力支持。特别是
在堤防水毁修复工程测量上，利用无人机获取的高精度的数字表面模型（DSM）、数字正射影
像（DOM）等数据信息，使测量资料更加直观、全面，精确，进而从局部或细部视角对堤身
隐患部位、防渗设施、排水设施、护堤地、堤防建筑物等特定区域进行定量化监测、评估预
警，结合三维可视化技术，经处理后的数据可随时调用、编辑、成图，使其能够提高在水毁
认定、统计、设计施工、监督检查等阶段的管理水平。
41

5 无人机监测技术流程
无人机监测流程一般由 3 部分组成，分别是前期准备阶段、数据采集阶段、数据处理与
分析阶段。前期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实地踏勘、收集区域内自然地理资料和区域已有测绘成
果等资料，其次依据测区区域面积、分辨率、精度、数据成果等要求制定作业方案，确定无
人机机型及载荷设备，对目标进行航线规划。数据采集阶段，在满足起飞条件和天气的情况
下，对起飞的无人机进行实时监控，完成航摄获取所需数据资料。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在
采集的数据成果基础上进行数据预处理（图像拼接、几何校正、点云处理、匀光匀色等）和
数据质检等工作，将最终成果数据进行提取分析。

图2

无人机监测技术流程

6 在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水毁认定与统计阶段。利用无人机搭载的光学载荷设备，可航测采集 1∶500、1∶1000、
1∶2000 大比例尺地形图等数据，及时成图水毁灾后的高精度地表三维数据，实现大比例尺
地形图更新，在险工段及周边居民区、重要设施、敏感目标等区域加大无人机巡查监测，探
查风险区域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测量分析，确定其成因及可能发展的趋势。对重点目标获
取高精度倾斜摄影三维模型，辅以无人机全景影像等成果，为工程水毁等级划分、数据统计
上报、现场查勘、损毁工程量核算、水毁修复工程项目立项及修复资金测算提供依据，并为
周边区域次生灾害排查、地面沉降监测等方面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水毁修复工程规划设计、施工与监督检查阶段。在规划设计中，将各设计方案 BIM 模型
或设计图加载至无人机航摄的三维场景中，对比各方案优缺点及特色，辅助规划设计决策，
选取最优方案。在施工管理中，利用无人机获取挖填区域的三维空间信息，经多期数据对比，
结合土方范围线及标高等数据，可快速计算堆体堆叠方量和挖填方量，实现施工成本控制、
进度控制，对整体的施工土方计量过程起到优化作用。在监督检查中，通过高空航拍和巡视
全景的优势，实时掌握施工进度情况，监督不合理的施工行为，还可在施工污染监测等方面
进行监督，利用贴近摄影测量的方式对堤防表面混凝土蜂窝、麻面、漏筋、孔洞等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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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检查。
水毁修复工程验收评估阶段。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载荷设备，能快速获取区域的点
云数据，点云数据经拼接等预处理后，与施工图进行对比分析，复核标高、布局、尺寸等信
息是否一致，及时暴露工程缺陷，为缺陷整改提供依据，能更客观呈现工程实体质量。工程
竣工后，将三维数据成果进行可视化存档，使管理部门形象直观的了解工程情况，并满足信
息查询、运行维护、工程汇报等方面的需要。
工程巡检阶段，无人机经多期数据对比可对堤防表面裂缝、形变、破损、位移等方面监
测。在周期性日常巡检中，采集堤防沿线影像数据，可对影响行洪的障碍物及其周边区域滑
坡、泥石流、危险落石等目标定点、定期监测，合理划定范围，能有效提升巡查管护效率，
针对性提出应对措施。重点堤防段运用贴近摄影测量的数据成果，对堤防工程表面进行监测，
其毫米级的分辨率能识别堤防表面裂缝长度和宽度，经多期监测成果对比，还可精确测量堤
防表面的位移变化信息，通过红外载荷，还可监测堤防渗漏、管涌等险情。

图3

岷江某堤防水毁修复工程局部贴近摄影测量成果

图4

清江恩施段堤防热红外监测成果

图5

7

机载激光雷达数据成果

总结

无人机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后与机器深度学习相结合，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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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数据高效率、高精度等优势，能更低成本的识别质量缺陷、设计缺陷、安全隐患。随
着无人机及其载荷硬件的发展，新技术的日新月异，未来会更轻、更小、更精确、更便宜、
更可靠，无人机在堤防水毁修复工程管理的各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通过无
人机等智能化的手段推动水毁修复工程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形成常态化的预防和管
理机制，今后在与空间信息、遥感、信息化等技术融合上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为堤防水毁修
复工程管理提供更好支撑，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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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I 云识别水尺图像的低功耗遥测系统
熊启龙 1 陈宏立 2 邱梦凌 1
（1.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信息中心）
，蚌埠 233001；
2.河南省信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信阳 464000）

摘要：为了利用当前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识别遥测站拍摄的水尺图像，获得水位数据，使得遥测
站的水位数据既可以测得准，又可以看得清，且具有可追溯性。本文提供了一种基于后端云服务的识别技
术方案，遥测站拍摄高清图像通过 4G/5G 移动通信网络发送到云识别服务器，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水尺图像
水位识别，并将识别结果反传给遥测站。采用这种技术方案，充分考虑了遥测站低功耗的技术特征，具有
建设方案简单、成本低、识别准确率高等优点，只要有无线移动通信网络信号覆盖的地方，就可以采用本
方案进行水尺图像的拍摄和识别。
关键词：遥测站；网络球机摄像机；4G/5G 通道；人工智能；云服务

1 引言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的水位测量传感器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接触式水位计有
浮子水位计、压力水位计、电子水尺等，非接触式水位计有雷达水位计、超声波水位计等，
无论哪种类型水位测量传感器都需要依托现场状况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采用浮子水位
计需要进行测井、站房、挖沟引流等基础土建，成本比较高，测井每年都需要清淤；压力水
位计在现场应用时需要防止淤积埋没压力探头，还要防止低水位时探头长时间裸漏在外而导
致精度降低；雷达和超声波水位计沿河道需要建设固定立杆，立杆过长或者过高会导致维护、
维修困难；而以上所有的测量方式都需要定期由专人到现场进行人工观测校准。在中心站，
用户只能查询到测量数据而不能查看到现场状况，当出现数据异常时，无法对现场状况进行
还原，数据不具备可追溯性。当前，很多遥测站实现了现场高清图像的实时采集和传输，如
果能将现场拍摄的水尺图像通过人工智能识别技术进行识别得出当前水位数据，就可以使得
中心站既可以通过图像查看到现场的实况又可以读取到水尺读数，建立起水位与现场图像的
数据相关性，使得遥测水位数据具有可追溯性。
目前，水位图像识别的技术方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基于前端的识别技术方案，前
端摄像机直接识别水尺的水位数据，也称为边缘计算和识别；2）基于后端云服务的识别技
术方案，前端摄像机采集图像，发送到后台云服务器，由后端云服务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
图像进行识别。对于第一种识别方式，要求遥测终端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资源比较强，通常
采用基于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平台的水位视频或者图像在线识别方案，日常值守和工作
状态下整体功耗比较高，对于采用太阳能板蓄电池供电的遥测站来说，低功耗是其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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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因此这种方案不太适合在遥测站大量使用；本文重点介绍基于后端云服务的识别技术
方案。
传统非人工智能型图像检测和识别，通常基于灰度相关、特征和关系，这种技术依靠某
种算法和特定场景优化方法，导致泛化能力薄弱，算法复杂，耗时长，难以实现实时性和普
适性，无突破性的发展。
2 系统架构
基于 AI 云识别水尺图像的低功耗遥测系统主要由遥测站和人工智能云识别服务器两部
分组成，遥测站拍摄现场水尺图像通过无线 4G/5G 移动通信网络发送到云服务器，由云服务
器对图像进行人工智能识别水尺，计算出数据，同时将识别数据反传给遥测终端站，遥测站
将水位数据进行处理后再和图像一起发送到中心站。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架构图

2.1 遥测站组成
遥测站主要由遥测终端机、IPC（IP Camera）网络球机摄像机、太阳能板、蓄电池和其
它传感器构成，通常采用无线 4G/5G 移动通信网络发送数据。为了达到现场拍摄图像“秒拍
秒传”的效果，遥测终端机具备 RJ45 网络接口并内嵌 TCP/IP 通信协议，与 IPC 网络球机摄
像机通过网络接口相连接，控制摄像机执行拍照动作。遥测站主要运行在无人值守的偏远地
区，为了节省功耗，IPC 网络摄像机的供电采用可控方式，工作时由遥测终端机控制上电，
完成任务后立即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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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PC 网络球机摄像机的选择，优先选用在市场上应用比较广泛的大品牌网络球机直
流供电摄像机，比如海康威视摄像机，此类摄像机应用范围较广，运行稳定可靠，成本比较
低而且方便购买，遵循的通信规范协议比较多，开放性较强。
2.2 人工智能云识别服务器
人工智能云识别服务器硬件选用具有 GPU 功能的硬件设施，可以是独立服务器或者租用
智能云平台，服务器可以采用公网 IP 地址或者公网 IP 地址的 TCP 端口映射技术，以便遥测
站能通过 4G/5G 移动通信网络访问到云识别服务器，进行图像和数据的传输。
3 遥测站图像拍摄和传输
作为遥测站的控制中心，遥测终端机采用 RJ45 网络接口与 IPC 网络摄像机连接，通过
HTTP 协议控制摄像机主要做以下动作：
（1）进行用户权限认证。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摄像机，获取控制球机摄像机的控制
权限。
（2）控制云台到预置位。预置位为遥测站安装时预先设置的球机摄像机的拍摄位置，
可以清晰拍摄现场的水尺图像。
（3）拍摄图像。遥测终端机发送指令拍摄图像，获取图像二进制流数据后，保存在终
端机内部 Flash 存储器中。
（4）以一定时间间隔（通常为 3s）不间断发送心跳包以维持遥测站与 IPC 网络球机摄
像机的 HTTP 连接。
采用 RJ45 网络通信接口控制和拍摄图像，速度比较快，一幅 200KB 大小的图像可以在
5s 内完成。
遥测终端机拍摄图像完成后，立即启动发送机制，将图像通过无线 4G/5G 移动通信网络
发送至人工智能云识别服务器中。为了增强系统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充分利用 4G/5G 移动
通信网络带宽比较大的特点，遥测站与服务器之间采用 HTTP 通信协议进行信息交互，而没
有采用行业规约有水利行业标准 SL651—2014《水文监测数据传输规约》和国家水资源监控
能力建设项目标准 SZY206—2016《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两种行业规约，HTTP 协议响
应正文部分采用 JSON 格式编码正文信息，JSON 对象可以由用户自定义。采用 HTTP 进行数
据交互，速度快，数据传输和图像识别整个过程可在 7s 内完成。
人工智能识别服务器识别图像结果后，再反传至遥测终端机中，遥测终端机处理后得出
当前水位数据。下图为遥测站拍摄识别图像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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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遥测站拍摄识别图像流程图

4 人工智能云识别图像
人工智能云识别图像，硬件上采用公网络接入且算力强劲的运算平台来开发、训练、部
署和运行，软件环境采用主流开发训练平台，开发语言选用 Python，兼容性和扩展性一流。
人工智能云平台运行服务模型，接收来自遥测站网络传输的图像或者图片，落地归档，模型
检测模块初步确定图像，框定水面线和水尺区域，抠像并交给模型识别模块识别出水尺读数
（或者水深）
，加基值算出水位，结果反馈给遥测终端机，同时本地留档，作为人工核查和
新样本。
4.1 技术路线
受水位监测断面自然环境复杂、光照泛化、人工智能算法臃肿的制约，高精度水尺图像
识别模型需要一定的计算能力平台来开发、训练和运行。本方案选择具有 GPU 算力的平台，
开发语言 Python 兼容市场流行的 Windows、Linux、Unix 等系统，开发训练部署多任务并行，
适合多人合作开发，以缩短开发训练周期。
整体方案部署运行设计上采用多任务并发方式，网络部分监视并应答遥测站应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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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模型同时运行检测模块和识别模块，检测模块将新图像分类，挑选有效图像，定位
水面和水尺，识别模块模拟人脑识别水尺度数，并将结果通过网络反馈给遥测站。
4.2 人工智能模型整体设计
人工智能模型采用检测 + 识别框架，检测部分的基础网络结构为 Resnet，该网络能融
合空间尺度特征和细节特征，能提高检测精度和效率。识别部分网络基于端到端结构，在一
个批处理归一化层后面接一个合并层，使用 ADAM 优化器，利于加快训练。为达到水位监测
精度要求，交给网络训练或者推理前，分别针对图像和水尺区域图像作了优化预处理，预处
理包括防雾、光照淡化、仿射变换，旋转、修复等有针对性增强算法，明显提高了网络普适
性和精确度。
4.3 样本集成和模型训练
充分多样的样本，才能适应复杂的水文自然监测环境。水位监测断面大多处于天然地形
和自然光照条件下，针对复杂环境背景和水尺水面情景，采用大规模图像，有监督地学习训
练，是提高模型可靠性和精度的必然选择。天然场景样本多多益善，但是数量有限，实际效
果不理想。在训练过程中，本方案选取天然场景作为背景，模拟光照变化，合成大量仿真图
像，在天然场景样本训练初步稳定后，加入合成图像继续训练，实际效果显著提高，然后不
断加入天然场景图像，而后，随机挑选两种图像训练，精度稳定后终止训练，固化模型参数。
后期应用过程中，人工确认的特征图像，作为新样本，再次训练，提高模型性能。
4.4 水尺搜索及定位模型设计
水体水尺搜索与水尺定位模型设计，针对水面线和水尺刻度等细节，设计出兼顾空间分
布和强化目标的模型算法。厘米级高分辨率和多空间尺度意味着在特征提取方法上是矛盾的，
经典的实例分割然后片段拼接的方法，在整体与局部上很难取舍，容易出现水尺被截短和隔
断现象，无法形成普适的最大化水尺框图。也不能直接使用经典卷积算法（CNN）提取特征，
CNN 算法耗时，还会丢失细节特征，特别是水面线附近，在波浪干扰下，影响分辨率和最终
精度。为保留尽量多尺度空间特征和细节特征，算法分开为两个通道，一条通道经过降维输
出反映细节的特征单元，但是，仅有这一支会丢失空间信息。另一条通道以不同扩张率的扩
张卷积 ASPP（Atrous Spatial Pyramid Pooling）
，执行空间金字塔算法过程，然后合并两
个通道获取多尺度信息。合并后的特征再经过一个 3×3 卷积细化特征，再 4 倍上采样恢复
尺寸，得到目标区域。这部分既强化了空间特性又照顾到水面水体边界细节，强化了水尺边
缘和水面线边界，得到水尺（水体）概率分布图，二值化掩码，进而得到有效水尺区域。
本方案基于像素概率图法，避免了水尺被截短或者隔断的难题，引入扩展卷积 DCNN
（dilated convolution）算法，提高运算效率的同时，保障了精度，减少特征提取运算时
间。上述算法包装在编码器-解码器结构中，可以通过调整卷积来调整提取的编码器特征的
分辨率，权衡精度和运行时间，同时，捕捉清晰的水尺水体边界，获得满足识别要求的图像，
这部分模型结构是本方案水尺识别的核心定位算法，在普适和精度上都得到保证，具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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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4.5 水尺识别网络设计
为获得水尺连续读数，水尺读数识别算法以卷积神经网络作为特征提取器，以循环神经
网络作为序列建模器，利用连接时序分类（Connectionist Temporal Classification，CTC）
作为训练准则，针对水尺水位特点优化算法，解码水尺读数，获得良好效果。
为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准确度，主要采取了 2 种算法：首先，将词典、模型等先验信息巧
妙地融合在一起，针对水尺字符有限的特点，制定特殊字符集（字典）和对应字符图形（点
阵）
，定制一套独有的字符集，将水位度数与连续字符一一对应，从而实现端到端训练和识
别。字符集设计上，国标水尺由对称图形和表明高度的数字构成，本方案设计出仅仅由 10
个阿拉伯数字和 9 个英文字符的一组专用字符集。在模型训练阶段，合成训练样本时，采用
这组 19 个字符的字典编码。在水尺识别阶段，连续字符集与水位读数连续且一一对应，输
出限制在特定的字典范围内，从而提高了容错性和识别率。考虑到水尺数字之间有上下文联
系，引入递归神经网络（Long Short Term Mermory network，LSTM）算法，以映射上下文
联系和水位变化导致结果的可变长度，提高输出普适性和合理性。其次，针对水尺因光照导
致的耀斑和局部污损，检验输出连贯性，采用线性回归及 RANSAC 算法判断，修复缺失值和
排除异常值，以提高准确率。为满足最低分辨率要求，保留每厘米至少 n 个像素，将水尺图
像旋转到水平状态，池化时仅限于水平方向，以保留足够的像素数和分辨率，为减少水尺边
缘视觉阴影部分、图像风格突变对卷积的影响，上下边各减少 2 个像素，忽略边界影响。
本模型自适应水面变化，识别率、分辨率达到水文监测规范要求，尤其在联排水尺、错
位拼接水尺等应用环境下具有优势。
5 系统主要特点
基于 AI 云识别水尺图像的低功耗遥测系统采用遥测终端机控制摄像机拍摄现场水尺高
清图像，通过无线 4G/5G 移动通信网络传输至云识别服务器，识别完成后再反传结果至遥测
站，采用这种方案有如下技术特点：
（1）系统所使用的设备除了遥测终端机自研外，其它关键设备全部选择市场上广泛使
用而且经受考验的产品，性能质量成熟可靠，成本较低。
（2）遥测站可以接入其它类型传感器，通过叠加现场拍摄水尺图像和识别水位，使得
中心站既可以测得准数据，又可以看得到现场实况，使得水文数据的监测数据质量更高，并
且使得监测数据具有可追溯性。
（3）遥测终端机与网络球机摄像机通过 RJ45 网络接口相连接，速度快，时效性强，采
用通用 HTTP 协议进行信息交互和控制，可扩展性强。
（4）系统结构简单、自成体系、安装方便，只要有无线 4G/5G 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地
方就可以建设测站。
（5）秒拍秒传，高效快速。遥测终端机从发出命令开始到采集完成一幅 1280x720 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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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图片（大小在 250KB 左右）
，在 5s 左右完成；采用 4G/5G 信号传输一张 250K 的图片至服
务器，从拨号与中心站建立连接到传输图像完成，耗时在 10s。
（6）本系统采用人工智能云识别模式，具有广泛覆盖的优势和更好的监测识别效率。
联网就能部署水位监测识别系统，云服务可以充分发挥更强大的计算能力，保障系统的实时
性和识别准确性。
（7）人工智能云识别模式具有更高的监测精度。在图像检测和分类识别综合运用成熟
的人工智能算法，提取水尺独有的时序和空间特征，实现水尺检测和识别更高的识别效率和
精度，满足水位监测规范要求。
（8）更广泛的实景应用性能。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保障了实景应用能力强。针对水位
监测不同场景，人工智能识别模型有针对性地强化弱照明、水尺局部污染、水体半透明、水
面局部镜面反射等条件下的训练，满足较复杂监测场景应用。
（9）人工智能云技术具有更低的成本优势和更好的业务连续性。
6 遥测站现场实施方式
采用本文介绍的方案，遥测站建设简单方便，不需要复杂的土建即可完成，主要的实施
方式如下：
（1）在安装地点选择水位最低处，从最低处开始到河道岸边，沿直线按照水文监测规
范依次布设 2 根水尺。
（2）在两根水尺直线的斜对面距离 50m 处（可根据现场情况选择调整）布设安装固定
立杆，固定立杆高 3~6m。
（3）在立杆顶端安装太阳能板和固定 IPC 网络球机摄像机，使太阳能板正对南方，防
止正前方被其它物体遮挡太阳光。通过笔记本电脑连接摄像机，调整摄像机焦距和镜头，并
设置为“预置位”
，可以设置多个预置位，已拍摄清晰的水尺图像。
（4）将遥测终端机与 IPC 网络摄像机通过 RJ45 接口连接起来，设置网络参数保证二者
在同一个网段内可以相互通信。
（5）通过遥测终端机提供的人机交互接口触发拍照任务启动，观察终端机 LCD 液晶屏
是否显示所拍摄的图像。
（6）在云服务器上安装部署 Python 运行环境。在智能元上（中心站）选择安装操作系
统，可以选择视窗操作系统和 Linux 操作系统。安装 Python、tensorflow1.8.0、opencv
等相关组件。
（7）部署识别模型和节点文件，开放 HTTP 接口，接收遥测站发送的图像和水尺高程等
参数，图像压缩云保存。
（8）图像预处理，水尺检测、定位和识别水尺度数，叠加水尺高程估算水位，平滑水
位过程，反馈水尺度数和水位数据，结果和中间数据云保存。
（9）观察遥测终端机 LCD 显示屏显示的水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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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步骤就完成了基于 AI 云识别水尺图像的低功耗遥测系统遥测站的建设，图 3
是遥测站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遥测站结构示意图

7 结语
基于 AI 云识别水尺图像的低功耗遥测系统建设方案简单，选用广泛使用且经受市场检
验的网络摄像机拍摄图像，建设成本低，开放性好；人工智能水尺图像水位识别充分利用云
服务器强大的计算功能，使得水尺图像的识别效率高且准确性更好，采用该技术方案，充分
保证了遥测站的低功耗特性，只要有无线 4G/5G 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地方就可以建设部署。
针对夜间水尺图像的拍摄和识别，可以利用球机摄像机的红外夜视功能拍摄图像，但是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在夜间通过红外线照射水尺有很强的反射光，拍摄的图像画面很不清
晰，因此可以考虑在满足低功耗应用的前提下采用 LED 补光灯照射水尺再拍摄图像，针对这
一方面的应用，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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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技术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
——以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数字管道”为例
赵俊华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武汉 430010）

摘要：应用 3S 技术建设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可以充分发挥其全面、快速、准确、客观、
经济等优势。本文以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数字管道”为例，主要采用 ETM 多光谱影像和 1∶25 万地形数据，
并参照 Google Earth 高分辨率卫星影像，通过人机交互解译方式，成功获取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和坡度
等信息，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通过空间分析，成功获取土壤侵蚀类型及强度，建立水土保持信
息系统，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和基础数据平台。
关键词：3S 技术；水土保持；生产建设项目

1 项目概况
西气东输二线工程（简称“西二线”）是我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资源的大型管道，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气管道，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在横穿中国 15 个省份后直达
珠三角，有利于缓解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进一步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西二线西起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总体走向由西北向东南，东至浙江、上海，南至广东、
广西，途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
湖南、广西、香港等 15 个省（区、市）
。主体工程由 1 条输气主干线、6 条支线和 3 座配套
3

地下储气库组成，线路总长 9102km，设计输气能力 300108m /a。
2 项目区概况
项目区总体上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冷夏热，雨热同期。沿线依次穿过我国的中温带、
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五个气候带。
项目区包括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涉及我国西北内陆河、黄
河、淮河、长江、珠江、太湖等流域，河流密度自西北向东南依次增大。
项目区的土壤地带性分布明显，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分布着灰钙土、栗钙土、黄绵土、黑
垆土、褐土、黄棕壤、黄壤、赤红壤、砖红壤等，非地带性土壤主要包括水稻土、潮土、盐
碱土。
项目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新疆、甘肃、宁夏段兼有风力侵蚀，局部伴有崩塌、
崩岗等重力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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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路线
应用 3S 技术建设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遥感（RS）作为获取动态数据的技
术手段，在野外建立遥感解译训练区时，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进行定位，实地与遥感
影像的地理坐标配准；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包括遥感解译结果的各种空间数据层面进行
组合、分析处理与查询。应用 ERDAS Imagine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提取监测区土地利用等空间
信息，进而利用 ARC/INFO 对各种不同来源（包括实测、调查、正式出版的和由遥感信息提
取的）数据分层、分类编辑入库，生成专题图件（即图形库或空间数据库），对各专题图层
的每个图斑依次编号、编码并填入属性值，建立属性数据库，以实现属性数据库与空间数据
库的无缝连接。在完成影响水土流失各因子图层的基础上通过叠加并建立综合评价指标，得
到水土流失类型和强度分级图，并在 GIS 支持下，按行政区划对各类型、各级水土流失面积
进行统计、分析与查询，从而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
持验收技术评估以及工程管理等提供科学可靠的技术支撑和基础数据平台。本文以西气东输
二线数字管道为例，试论 3S 技术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3.1 技术流程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技术流程见图 1。
1:25 万
数字地形

1:25 万
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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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类型及强度图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

图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技术流程图

3.2 基本指标
（1）坐标系统：北京—54 坐标系、1985 国家高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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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图件及数据：
地质图、植被图、
地貌图、土壤图、
行政区划图、
水文、气象数据
水土保持数据

（2）地球投影：Albers 投影；
（3）成图比例尺：1∶250000；
（4）作业比例尺：1∶50000；
（5）等高距：50m、100m；
（6）遥感解译最小图斑：图上 2mm×2mm。
3.3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依据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
的要求，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土壤侵蚀分类系统
一级类型

强度等级（二级类型）

1 水力侵蚀

11 微度 12 轻度 13 中度 14 强度 15 极强度 16 剧烈

2 风力侵蚀

21 微度 22 轻度 23 中度 24 强度 25 极强度 26 剧烈

表 2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指标
地类

地面坡度
<5°

5°～8°

8°～15°

15°～25°

25°～35°

>35°

非耕地的

>75

微度

微度

微度

微度

微度

微度

林草

60～75

微度

轻度

轻度

轻度

中度

中度

覆盖度

45～60

微度

轻度

轻度

中度

中度

强度

（%）

30～45

微度

轻度

中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

<30

微度

中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

剧烈

微度

轻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

剧烈

坡耕地

表 3 风力侵蚀强度分级指标
级别

地表形态

植被覆盖度（％）

微度

固定沙丘，沙地和滩地

>70

轻度

固定沙丘，半固定沙丘，沙地

70～50

中度

半固定沙丘，沙地

50～30

强度

半固定沙丘，流动沙丘，沙地

30～10

极强度

流动沙丘，沙地

<10

剧烈

大片流动沙丘

<10

3.4 主要工作内容
（1）基础资料收集。包括项目区 1∶25 万数字地形、1∶25 万地形图、ETM 多光谱影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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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1∶25 万地形图进行扫描录入，几何校正。
（3）对 ETM 多光谱影像进行几何校正。
（4）对 1∶25 万数字地形进行投影转换，数据拼接，得到数字高程模型（DEM）
。
（5）由 1∶25 万 DEM 生成坡度图。在 GIS 中进行坡度分析，按照<5°、5°～8°、8°～
15°、15°～25°、25°～35°、>35°六级生成项目区的坡度图。
（6）野外调查建立影像解译标志。用 GPS 接收机进行精确定位，用数码相机和数码摄
像机记录野外现场情况，建立各类土地利用的影像解译标志。
（7）室内人机交互解译。根据野外建立的影像解译标志，重点参考 Google Earth 高分
辨率卫星影像，对项目区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进行遥感解译，直接生成各种专题矢量图层。
（8）质量检查。这是保证成果质量的必要环节，包括检查图斑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封
闭、编号与否以及图幅接边误差等；图斑定性准确与否、作业方法是否按规定进行、是否建
立拓扑关系等。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开展野外校核。
（9）由项目区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和坡度进行空间分析，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
标准》
，生成项目区的土壤侵蚀类型及强度图层。
（10）建立项目区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包括管道作业带、站场、行政区划、DEM、坡度、
镶嵌影像、土地利用、土壤侵蚀、水土流失分区、三区划分等图层。
（11）数据库集成。由于上述数据层均基于同一地理坐标系完成，因而能快速方便地查
询、检索、显示项目区任意区域的任何数据层。
（12）用户界面开发。利用 Arcview3.2 的 Avenue 语言进行用户界面开发，调用后台的
数据库。
（13）专题制图。制作 DEM、坡度图、土地利用图、土壤侵蚀图等专题图，加入图例、
比例尺、指北针等内容。
3.5 基础数据层面
西二线“数字管道”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有 15 层数据，数据格式为 Coverage、Shapefile、
Grid、Tiff 和 Img。数字管道包括管道作业带（含干线、中卫－靖边支干线、南昌－上海支
干线、樟树－湘潭支干线、广州－南宁支干线、深圳－香港支干线、湛江－翁源支干线）
、
站场、行政区划（省界、县界）
、水系、水土流失分区、三区划分、遥感影像、DEM、坡度、
土地利用、土壤侵蚀等图层。详见表 4。
表 4 基础数据分层
层号

层名

要素内容

几何特征

备注

1

ZYD

管道作业带

Polygon

管道作业带

2

ZC

站场

Point

站场

3

Province

省界

Polygon

1∶400 万

4

County

县界

Polygon

1∶4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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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M

地名

Point

1∶25 万乡镇以上地名注记

6

Shuixi

水系

Coverage

一级水系、二级水系、三级水系

7

Sanqu

水土流失三区

Polygon

国家级水土流失三区划分

8

Fenqu

水土流失分区

Polygon

项目区水土流失分区

9

DEM

数字高程模型

Grid

栅格大小：80m*80m

10

Slope

坡度分区

Grid

分六级

11

TDLY

土地利用现状

Polygon

土地利用现状

12

TRQS

土壤侵蚀

Grid

土壤侵蚀强度分类分级

13

25WDXT

1∶250000 地形图

Tiff

校正地形图

14

25WIMAGE

1∶250000 影像

Tiff

校正影像

15

XQDSIMAGE

镶嵌影像

Img

项目区镶嵌影像

4 结论
（1）采用 3S 技术建设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数字管道” 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其设计技
术路线合理、可靠、先进，技术方法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
（SL190-2007）要求，充分应用 3S 技术准确提取了与水土流失密切相关的三项因素：土
地利用、植被覆盖度和坡度；
（2）建设完成了高精度的西二线“数字管道”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包括行政区划、管
道作业带、DEM、坡度、镶嵌影像、土地利用与植被覆盖度、土壤侵蚀、1∶250000 校正地
形图、1∶250000 校正影像、站场等 15 层空间数据图层，完成项目区水土流失本底数据库。
事实证明，应用 3S 技术建设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系统，可以发挥其全面、快速、
准确、客观、经济等优势，掌握项目区的土地利用现状、水土流失现状等有关信息，为水土
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以及工程管理提供科学可
靠的依据和基础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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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遥感 ET 监测与应用
凌 峰 姚玉梅
（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遥感监测 ET 中心），天津 300170）
摘要：遥感 ET（蒸发蒸腾量）监测弥补了传统监测 ET 方法无法做到同时大面积观测的局限性，有效
地提升了 ET 监测的范围和效率。海河流域遥感监测 ET 中心以 ETWatch 模型为基础，开展了 2002－2018
年遥感 ET 监测数据生产工作，积累了海河流域范围的蒸发蒸腾数据、生物量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以及
示范县的蒸发蒸腾、生物量、土地利用和作物分布数据。本文以遥感监测 ET 的时空变化分析，水平衡分
析及馆陶县的农业管理模式研究三个实例，探索海河流域遥感监测 ET 成果的应用，以期为水资源管理和
调度等研究与管理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遥感 ET；监测；海河流域；应用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到 106％，远超 40%的合理利
用上限，同时也加剧了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2014 年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水资源短
缺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加强水资源管理，使有限的水资源最大限
度地支撑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流域发展的必经之路。
2003 年起，GEF（全球环境基金）海河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管理项目引入了以遥
感监测 ET 技术为基础的“ET 管理”水资源管理理念。利用遥感监测 ET 技术获得的遥感监测
ET 数据可以反映 ET 的时空分布变化。以遥感监测 ET 数据为基础，开展流域水资源管理，
可以使流域用水量得到有效的监控，为水资源的总量控制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1 遥感监测 ET 技术
传统监测 ET 方法多以实地观测数据为基础，受到观测点位分布情况、农田地块覆盖情
况等因素的制约，对复杂多样的地表特征，大空间尺度的信息获取有所局限，既不能提供面
上的 ET 数据，也不能提供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作物类型的 ET 数据。
遥感监测 ET 技术以卫星遥感技术，卫星影像的信息分析及相关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打
破了传统监测 ET 方法的局限性，可实现区域大范围、高精度、连续性的水分消耗监测。与
传统地面观测 ET 方法相比，遥感监测 ET 技术有较大的优势：观测周期短；适合大范围观测；
不受观测区域外界条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 遥感监测 ET 数据成果
海河流域以 ETWatch 模型为基础开展遥感监测 ET 数据生产工作。ETWatch 模型是基于
能量平衡原理构建，以 Penman-Monteith 为基础，通过建立下垫面表面阻抗模型，利用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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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数据与遥感反演参数估算蒸腾蒸发耗水量。在中高分辨率、空间变异减小、地物类别可
分的情况下使用 SEBAL 模型，在低分辨率、空间变异大、混合像元占多数的情况下使用 SEBS
模型，同时引入 Penman-Monteith 公式构建地表阻抗时间拓展模型，利用逐日的气象数据，
重建蒸发蒸腾耗水量的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 ETWatch 模型海河流域生产了 2002－2018 年的遥感 ET 监测数据，
数据成果见表 1。
表 1 海河流域遥感监测 ET 数据成果
序号

成果种类

格式

时间

数量

1

海河流域 1km 分辨率遥感蒸发蒸腾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逐日、月、年

2

16 个示范县（区）30 分辨率遥感蒸发蒸腾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逐月、年

3

海河流域 1km 分辨率生物量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逐日、月、年

4

16 个示范县（区）30 分辨率生物量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逐月、年

5

海河流域 250m 土地利用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每两年

6

16 个示范县（区）30m 土地利用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年

7

16 个示范县（区）30m 作物分布数据

栅格

2002－2018 年

年

注：示范县（区）包括：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大兴区、通州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成安县、肥乡县、馆陶县、临漳县；天津市宝坻
区、滨海新区部分（原汉沽区）
、宁河区；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河南省新乡县；山西省潞城市。

3 应用
利用遥感监测 ET 进行水资源管理关键是运用现代技术减少无效和低效 ET。农业是海
河流域最大的水资源消耗行业，目前对于海河流域遥感监测 ET 的水资源管理还处于探索阶
段，对农业节水方面的应用研究占大部分。遥感监测 ET 成果可应用于时空变化、水平衡、
水分盈亏、水分生产率、节水潜力、灌溉水量、地下水管理、蒸发比、节水效果等的分析，
本文以遥感监测 ET 的时空变化分析，水平衡分析及馆陶县的农业管理模式研究三个实例，
说明海河流域遥感监测 ET 的应用情况。
3.1 时空变化分析
海河流域西北高、东南低，地势复杂，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匀。以海河流域 2002－2018
年平均遥感监测 ET 结果为例（见图 1）
，ET 空间变化显著，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趋
势，平原区水量较为充沛，ET 相应较高；山区海拔高、气温低、植被覆盖相对低，ET 相应
也较低。海河流域遥感监测 ET 空间分布结果明显，可以分析海河流域多年的 ET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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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河流域 2002－2018 年多年平均遥感监测 ET 空间分布图

考虑月均 ET 分析年内 ET 变化趋势（图 2）
，ET 值的峰值出现在 5 月及 8 月，这与海
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冬小麦及夏玉米的生产趋势相同。

图 2 海河流域 2002－2018 年 ET 月均变化

结合土地利用图、水资源分区、农业节水分区、大型灌区等进行分析。以遥感监测 ET
与土地利用图为例进行叠加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不同地类的 ET 值。以海河流域典型土地利
用多年平均 ET 为例（见图 3）
，水体 ET 值最高，城区 ET 值最低。

图 3 海河流域典型土地利用多年平均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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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降水量可以进行简单的水分盈亏分析。利用遥感监测的 ET，结合多年降水站点差
值的过年平均结果，得到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水分亏缺空间分布（见图 4）
。

图 4 海河流域多年平均水分亏缺空间分布

基于多年遥感监测 ET 数据可以分析海河流域及示范县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年际、年内
变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 ET 值，典型作物的变化特征，也可以结合降水量、水资源量
进行分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基础支撑。
3.2 水资源量核定
以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为例。通过对馆陶县 2004－2008 年遥感 ET 与统计 ET 数据进行
对比分析，平均数值误差仅为 2.95%（见表 2）。从多年平均情况看，遥感蒸发 ET 与水平衡
计算 ET 基本接近，遥感 ET 的数据精度较为可靠，且可以代表 ET 消耗的实际情况。
表 2 馆陶县 2004－2008 年遥感 ET 与统计 ET 数据对比表
3

3

3

3

年

来水量（万 m ）

排水量（万 m ）

ET 统计（万 m ）

ET 遥感（万 m ）

误差（%）

2004

66391.2

39849.5

26541.7

30830.2

-13.91

2005

102442.1

64842.5

37599.6

30720.7

22.39

2006

63322.8

40500.9

22822

30378.7

-24.88

2007

94539.2

59732.1

34807.2

30752.6

13.18

2008

94322.4

63923.9

30398.6

34117.9

-10.90

年均

84203.2

53769.8

30433.4

31360.0

-2.95

（1）利用遥感 ET 核定实际用水总量。
以耕地用水总量核定为例，将降雨形成的 ET 以外的其他用水量形成的 ET 值，结合供
用水的地下水补给量数据，核算耕地上的总用水量。2008 年馆陶县从遥感 ET 推算的耕地上
的非用水总量值为 1.25 亿 m3。考虑，在统计用用水量中，可能存在地下水机井取水量统计
数据偏低，卫运河取用水量中没有统计农民私自利用扬水站、泵站等从卫运河取水的水量等
因素，遥感核定数据具有较高的参考性。
（2）利用遥感 ET 核定区域土壤水资源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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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平衡计算公式，获得 2004－2008 年土壤水资源变化量（见图 5）
。

图 5 土壤水资源变化量各年度变化图

总体上，2004－2008 年 5 年的土壤水资源变化量很小，年均为 26 万 m3，只占到多年
平均蒸发量的 0.08%，可以忽略不计。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明，在区域水资源量核定中，对于
多年长系列的水资源总量的计算，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是很小的，其影响可以不用考虑。
从各年度分析来看，土壤水资源的年际变化量是很大的，尤其是丰水年和枯水年。在核
算区域水资源总量的时候，应考虑土壤水资源的变化量，这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利用遥感监测 ET 进行水资源量核定，突破了传统水量分析方法，将 ET 作为已知量，
进行计算分析，核准和判断地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为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管理与利用提供一
种新思路和新的决策依据。
3.3 农业模式节水管理模式研究
结合馆陶县遥感监测 ET 和土地利用数据，分析馆陶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ET 耗水量的
分布特征（见图 6）
。得到农业是馆陶县的用水大户。

图 6 馆陶县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年 ET 总量比例饼状图

以耕地耗水为研究重点，结合作物分布等相关数据得到了馆陶县主要农作物（冬小麦、
夏玉米、棉花）的种植面积及耗水情况，分析了主要农作物生育期降水满足率（见图 7-9）
及作物水分生产率的年际特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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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馆陶县 2004－2012 年冬小麦耗水与同期有效降水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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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馆陶县 2004－2012 年棉花耗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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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基础确定主要农作物的 ET 定额，以作物 ET 定额为评价标准计算获得 ET 定额
管理节水潜力。
根据《2014 年度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试点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农艺节水项目实
施方案》
，同时也借鉴了《河北省馆陶县水资源水环境综合管理规划》中种植结构调整模式，
提出了种植结构情景方案。计算不同情景模式下的节水潜力（见表 3）
，与馆陶县农业发展
实际相适宜的种植结构调整方案。
表 3 不同种植结构情景下节水潜力
情景方案

F0

F1

F2

F3

F4

F5

播种面积（亩）

963585

948889

919490

948889

919490

919490

复种指数

1.71

1.69

1.63

1.69

1.63

1.63

629

623

611

625

617

614

-

225

658

156

450

571

对降低区域综合 ET 贡献量（mm）

-

4.9

14.4

3.4

9.9

12.5

是否达到耗水总量控制红线

No

No

Yes

No

No

Yes

农业需水（mm）
3

节水量（万 m ）

同时提出通过现状耗水和作物节水潜力分析，从节水工程技术、节水管理措施和节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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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技术等方面，提出了基于 ET 的农业节水管理模式。
4 结语
实行以蒸发蒸腾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对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
明确水资源在循环过程中的消耗效用，以减少无效消耗量，提高有效消耗为目的，才能立足
于水循环系统，使区域有限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才能明确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下水资
源的净亏缺量，明确供水与耗水之间“真实”的节水量。
ET 耗水是区域水资源的真正消耗量，利用遥感技术求得真实耗水，其在时间连续和空
间上的大尺度的优势，将是传统水平衡 ET 很难达到和解决的，也是新技术在水利方面的具
体应用。
利用遥感监测 ET 进行水资源宏观和微观管理，控制 ET 消耗，达到真实节水的目标，将
是水资源管理新的途径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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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遥感监测与应用
王 磊 阚向楠 张大鹏 温佳文 胡传君
（沂沭泗水利管理局水文局（信息中心）
，徐州 221009）

摘要：遥感技术在水利管理工作中具有高效、实时、精准、全面、范围广等优势，能够解决传统人力
在现场巡查、监测、勘查等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
术，全面采集水库库区工程和地形地貌信息，动态监测库区岸线占用和水面变化动态，开发库区空间信息
系统，逐步积累了库区重要的空间数据，解决水库管理过程中工情水情等数据时效性不高、缺乏统一管理、
动态更新手段难以满足管理需求等问题，以满足库区规划、调度、运行及岸线管理等方面的需求，提升水
库现代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遥感技术；影像；采集；监测；系统

1 前言
水库是指能拦截一定水量，起径流调节作用的蓄水区域。一般是指河流上建设拦河闸坝
后造成的人工蓄水工程。天然湖、泊、洼、淀等可以拦蓄水量为开发水资源服务的，有时又
称“天然水库”
。水库既是一个自然综合体，又是一个经济综合体，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
调节河川径流、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养殖、航运、旅游、改善环境等，具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意义。
很多水库建成蓄水后，征收的部分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将被水体淹没，库区地形信
息获取难度加大，常规监测手段将难以获取地貌信息。目前工程规划、建设与管理过程中的
所需的库区空间信息主要依靠公用地图、影像资源进行查询、浏览，数据时效性不高，缺乏
统一管理、动态更新手段，难以满足管理需求。利用遥感等信息化手段，采集库区地形地貌
信息，动态监测库区岸线占用和水面变化，开发库区空间信息系统，强化信息化技术支撑，
对水库库区开发科学规划与利用、水库合理调度和库区运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2 库区监测目标和任务
2.1 监测目标
通过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全面获取库区地形地貌信息，
定期动态监测库区岸线占用和水面变化，初步搭建库区空间信息系统，提升库区现代化管理
水平。
2.2 监测任务
水库遥感监测与应用建设任务主要包括：库区三维信息采集与处理、库区卫星遥感监测
和库区空间信息系统开发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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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区三维信息采集与处理。
水库蓄水前，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和激光雷达技术采集库区空间分辨率为 10cm 的高精
度三维地形地貌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后处理生产库区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DEM）
和三维模型。
（2）库区卫星遥感监测。
以空间分辨率高于 2m 的卫星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每半个月采集一次水库库区卫星
遥感影像并进行数据处理，解译库区管理范围内疑似“四乱”占用和水面面积，动态监测其
变化情况，为水政执法和水库调度提供依据。
（3）库区空间信息系统开发。
基于“水利一张图”开发库区空间信息系统，初步实现水库二三维空间信息聚合展示和
综合服务，遥感监测成果的多模式对比分析。
3 遥感监测平台构建
3.1 库区三维信息采集与处理
库区三维信息采集与处理在开展任务区无人机航测飞行协调工作、外业相控布置的准备
工作基础上，利用无人机进行外业航空摄影获取库区测区空间分辨率 0.1m 的影像数据，采
集范围主要是库区及周边 100m 范围内区域。进行外业控制点/检查点布设及量测，对采集数
据进行三计算、
像控点量测及三维建模等内业处理，生产库区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DEM）
和三维模型。
3.1.1 库区三维信息采集
为保障信息采集的顺利进行，须进行充分的筹备工作，严格按照作业流程进行实施，并
对各个环节进行切实的质量控制，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技术流程分为前期准备，外业飞行，
内业处理及成果检查提交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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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库区三维信息采集技术路线

（1）前期准备。
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出发前进行所有飞机的测试。在飞行基地进行试飞，确保机身、
飞控、数据、相机等均为正常状态。收集测区范围情况，主要有天气状况、风力状况及航测
区域位置等。到达现场后，对预先选取的起降点周边进行现场勘查。主要勘查内容包括环境、
地形、交通、居民分布等，并确定起降场地，为航线规划做准备。
（2）外业飞行。
外业飞行基本按照 10cm 分辨率，飞行高度 550m，航向重叠度 80%、旁向重叠度 65%设
计，相邻区域保证全覆盖。边缘区域保证至少 3 条航线或 4 个基线的外扩。从而保证航摄区
域无漏洞且有足够外扩，满足技术规范及作业要求。完成飞行后下载影像及对应的 POS 数据，
并进行影像质量、POS 和照片一致性、航摄参数等检查。数据质检完成后，现场进行数据的
管理。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并和规范要求进行核对，保证数据满足后期处理需求，
并同时做好现场飞行记录。
（3）内业处理。
内业处理包括差分解算、空三解算和成果制作等。基于无人机管家的数据处理模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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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数据的差分解算，空三及三维模型、DOM 成果则采用 BentleyContextCapture 软件（以
下简称 BCC）进行。
（4）成果检查及提交。
检查三维模型及 DOM、DEM 成果坐标系、影像色彩纹理、平面精度、高程精度、实测点
模型精度等。
3.1.2 库区三维模型建立
在无人机飞行采集的照片和点云数据基础上，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处理，制作三维模型。
在此基础上利用三维编辑建模软件对三维模型进行更精细化的处理，主要为空洞修补和建筑
物修补等。按照标准数据交换格式生成统一的三维模型数据成果。
3.2 库区卫星遥感监测
根据库区管理范围，每半个月采集一次项库区高分辨卫星遥感影像，进行遥感影像处理；
根据对 “四乱”监测对象理解，结合野外查勘资料，利用人机交互识别方式，进行室内遥
感解译作业，勾绘疑似“四乱”对象图斑和水边线，并对解译图斑进行分类赋码和属性赋值；
根据遥感解译成果，进行成果汇总、统计分析、专题图制作、监测报告编制等，为库区管理
提供支撑。
遥感影像

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

库区管理
范围

遥感影像
采集
遥感影像
处理
解译标志
建立

野外查勘资料

信息解译

成果汇编
专题图

统计表

报告

成果入库

图 2 库区遥感监测技术路线

3.2.1 卫星遥感影像采集与处理
综合卫星过境情况和天气条件等因素，以高分一号、高分一号 02 星、高分一号 03 星、
高分一号 04 星、高分二号、高分 6 号等空间分辨率优于 2m 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资源为主，
资源一号 02C、资源三号、资源三号 2 号、CBERS-04 等空间分辨率优于 5m 的卫星遥感数据
资源为辅，每半个月采集一次水库库区卫星遥感影像，实现在遥感影像质量良好的情况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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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覆盖库区一次。如果库区水位变化较大时，根据需要可适当加密监测频次。
卫星遥感影像在成像过程中会产生几何和辐射畸变，为了消除或降低遥感影像畸变影响，
更好地提取遥感影像信息，需要对卫星遥感影像进行处理，主要包括正射校正、图像融合、
图像增强、匀光处理、图像镶嵌与裁剪等处理。
3.2.2 库区岸线占用遥感监测
根据对库区管理范围内“四乱”监测对象理解，结合野外查勘资料和已有解译经验，分
析“四乱”监测对象在遥感影像上的特征表现，建立各类监测对象解译标志，统一遥感解译
标准。利用 GIS 专业软件，采用人机交互识别方式，依据遥感影像特征对疑似“四乱”对象
进行判别，勾绘疑似“四乱”对象图斑，并对解译图斑进行分类赋码和属性赋值，获得库区
岸线范围内疑似“四乱”遥感解译成果。
根据遥感解译疑似“四乱”对象成果，利用 GIS 分析软件，叠加基础地理空间信息数据，
分行政区划进行成果汇总、与统计，分析“四乱”变化情况，制作河湖岸线疑似“四乱”遥
感监测专题图，编制遥感监测报告，为水政执法现场成果核查提供依据。
3.2.3 库区蓄水期水面面积遥感监测
库区开始蓄水后，根据采集的卫星遥感影像，利用 GIS 专业软件，采用人机交互识别方
式进行库区水边线解译，获取库区水面面积及其覆盖范围，动态监测库区水面变化情况。
根据水面边线解译成果，叠加基础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和库区三维地形，结合库区水位观
测数据和水面面积成果，动态分析库区淹没情况，制作水面面面积遥感监测专题图，编制遥
感监测报告，为水库精细化调度提供依据。
3.3 库区空间信息系统开发
3.3.1 开发思路
基于库区“一张图”思想，开发建设库区二三维空间信息系统。基于“一张图”实现库
区各类数据的整合与聚合，基于二三维技术，各类应用进行整合。
库区空间信息系统，提供工程建设范围内遥感监测成果与多个地理信息的综合服务、对
比分析。以“库区一张图”模式，实现多期水库水面面积变化跟踪监测成果的集成、管理和
分析，征地范围、库区岸线、水政监察范围内河道水事活动监测信息、水库淹没区、征地移
民村庄、基础地理信息等相关信息的集成、管理，多期遥感成果与监测成果的多模式对比。
通过项目建设，初步搭建二维空间信息系统，以“水利一张图”遥感影像和基础地理信
息为底图，叠加库区本底遥感影像和跟踪监测多期影像、各类监测对象的数据；集成库区重
点区域的倾斜摄影正射影像，形成二三维综合展示平台。基于二三维一体化技术，整合数据
展示、符号化、查询检索等应用，实现统一平台的二三维数据无缝衔接。
3.3.2 系统功能
系统功能包括监测成果综合服务子系统、监测成果对比分析子系统和库区监测成果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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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成果综合服务子系统。
综合服务子系统，主要实现库区监测影像和解译成果信息浏览、信息图层控制、地图窗
口基本操作等，其主要功能组成如下图所示。
综合服务子系统

库区
监测
成果
信息
查询
浏览

库区
业务
成果
图层
组合
与控
制

地图
基本
操作

图 3 监测成果综合服务子系统功能组成

①库区监测成果信息查询浏览。以图文交互的方式，实现水库库区、库区面积、征地范
围、征地移民村庄、库区岸线、水政监察河道管理范围、库区重要水文站等专题信息的快速
检索与查询。包括以图查文、以文查图两种查询方式。
②业务分类图层组合控制显示。实现分图层的数据显示控制功能。用户可根据需要对某
一图层的启闭状态进行操作，从而控制该图层的显示。图层内容包括遥感影像、天地图基础
地理服务、地形图以及包括水库库区、库区面积、征地范围、征地移民村庄、库区岸线、水
政监察河道管理范围、库区重要水文站在内的各类水政专题数据等。
③地图基本操作。实现地图的放大、缩小、漫游、全幅显示、长度测量、面积测量等操
作。

图 4 监测成果综合服务子系统界面设计示意图

（2）监测成果对比分析子系统。
实现多期遥感监测影像和解译成果卷帘对比、平铺对比、竖幅对比、横幅对比等，通过
放大缩小等。通过多个窗口联动显示同区域的数据，发现和分析监测对象变化情况。
①影像卷帘对比。用户通过拖拉卷帘可横向或纵向控制显示上下两幅影像，两幅影像同
步进行移动、放大、缩小等控制，实现不同日期的遥感影像对比，通过放大缩小等操作，查
看影像细节不同之处，以发现监测对象信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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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监测成果卷帘对比界面设计示意图

②影像及监测对象信息平铺对比。选择关注日期内的影像或矢量成果数据，按照从左到
右顺序加载数据，实现多个地图的同步变化显示，对比显示多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或者监测
对象解译成果信息，对比监测对象细节变化情况。

图 6 监测成果平铺对比界面设计示意图

③影像及监测对象信息横幅对比。选择关注日期内的影像或矢量成果数据，按照从上到
下顺序加载数据，实现多个地图的同步变化显示，对比显示多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或者监测
对象解译成果信息，对比监测对象微观变化情况。

图 7 监测成果横幅对比界面设计示意图

④影像及监测对象信息竖幅对比。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关注日期内的影像或矢量成果数据，
然后按照从左到右顺序排列，可控制同时显示的窗口数量，在某一地图窗口内进行拖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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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缩小等操作时即可实现多个地图的同步变化显示，同时可以自由切换地图中显示内容，
对比显示多个时间点的遥感影像或者监测对象解译成果信息，验证河道监测对象信息解译成
果的准确性。

图 8 监测成果竖幅对比界面设计示意图

（3）库区监测成果数据库。
根据库区空间信息系统数据展示内容，初步建设库区监测成果数据库，包含两部分：遥
感影像数据库和监测成果矢量数据库。遥感影像数据库表结构如下表所示。
表 1 遥感影像数据表
序号

中文名称

标识符

类型及长度

可否空

1

影像名称

Img_name

文本（20）

N

2

影像代码

Img_code

文本（18）

N

3

采集时间

from_date

Datetime

N

4

影像类型

Img_type

文本（18）

5

影像分辨率

Img_res

文本（10）

6

影像服务地址

Img_add

文本（200）

计量单位

主键

外键

Y

监测成果矢量数据表结构如下表所示：
表 2 监测对象属性数据表
序号

中文名称

标识符

类型及长度

可否空

计量单位

1

类型标识符

type

文本（2）

N

2

类型代码

sd_code

文本（18）

N

3

类型名称

type_name

文本（18）

N

4

对象建立时间

from_date

Datetime

N

5

对象终止时间

to_date

Datetime

6

周长

zhouchang

Double（8，8）

m

7

面积

mianji

Double（8，8）

km

8

区域编码

region_code

文本（18）

72

Y

2

N

主键

外键

3.1 监测及应用成果
主要成果如下：
（1）库区高精度 DEM；
（2）库区无人机正射影像；
（3）库区三维模型；
（4）库区卫星遥感影像；
（5）库区岸线占用和水面面积遥感监测成果；
（6）库区空间信息系统。
4 结语
随着科学的进步，遥感技术得到了不断地开发和创新，目前遥感技术在水资源调查、洪
涝灾害监测评估、旱情监测、水库库容和湖泊动态变化监测、河道、河口、河势动态监测中
均有应用实例。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本底遥感调查，建设遥感遥测信息管理系统，摸清水库库
区监测对象数量与分布及其变化情况，实现监测信息的统一管理、快速查询与浏览、高效对
比分析，提高水库库区水事活动监管能力，为水库管理提供信息和依据，提升水库管理现代
化水平，为实现水利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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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分辨率立体像对的高原地区 DEM 提取及精度分析
李万能 赵 敏 何秋银 陈 黎 陈天保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州 510611）
摘要：随着光学高分辨率卫星传感器的发展，新型传感器能够提供分辨率高且基高比大的立体像对以
获取高精度的 DEM。本文以高原山区 worldview-2 影像为数据源研究无控制点、不同控制点数量及控制点
分布对提取 DEM 精度的影响与差异。实验结果表明，在无控制点条件下，利用有理函数模型提取出的点云
数据得到的高程差-2.4～4.24m 范围内，精度为 2.89m；针对加入控制点所得 DEM 结果与 1∶1 万地形图比
较，平面 x、y 方向分别为 1.00m、0.72m，高程方向为 0.85m，能够较好满足大型工程建设前期初步设计要
求，为高原地区缺少基础地理数据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关键词：高原地区；立体像对；DEM；WorldView-2

1 引言
数字高程模型（DEM）是对地球表面地形地貌的一种离散的数学表示，是地理空间定位
的数字数据集合。获取 DEM 高程信息的手段较多，从原始的地面测量、地形图等高线提取等
方法发展到摄影测量、雷达干涉测量和激光测高等。在诸多方式中，目前航天摄影测量是自
动化程度最高、速度最快且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的作业方式，所获得的 DEM 精度也在不断地
提高。如利用 ASTER 数据提取 DEM 精度为 65m，利用 SPOT 数据提取 DEM 精度可达 10m，利用
IRS-P5 数据提取 DEM 精度，在少量地面控制点的情况下，平面和高程精度能够到达 2m，利
用 InSAR 数据生成 DEM 的精度可达到米级。
从精度、成本、范围、周期等综合考虑，摄影测量方法是最经济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高
分辨率立体像对的精度可以提高到米级以内，为高效、大范围、精确地获取 DEM 提供了可能。
考虑高原地区自然植被少，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缺乏等原因，为了西南高原地区经济建设与社
会发展，获取高精度地理信息数据至关重要，本文利用 WorldView-2 高分辨率立体像对在高
原地区开展 DEM 提取研究及精度分析，其结果能够满足大型工程建设前期初步设计要求，也
表明了高原地区利用立体像对提取生成大比例地形图是可行。
2 DEM 提取
2.1 基本原理
目前，光学高分辨率卫星传感器主要采用线阵电荷耦合元（charge-coupled device，
CCD）进行推扫式采集，每一扫描行影像与被摄物体之间为中心投影关系，行与行之间近似
为平行投影关系，每行的外方位元素各个相同。因此，常规的航空摄影测量处理方法已不能
完全适用。根据数学模型的不同，光学高分辨率卫星成像处理模式一般分为严格物理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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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传感器模型两种。WorldView-2 通过线阵 CCD 传感器获取的影像采用基于共线方程的严
格物理定位模型，由下列公式表示：
𝛼11 (X − 𝑋0 ) + 𝛼12 (Y − 𝑌0 ) + 𝛼13 (Z − 𝑍0 )
𝛼31 (X − 𝑋0 ) + 𝛼32 (Y − 𝑌0 ) + 𝛼33 (Z − 𝑍0 )
𝛼21 (X − 𝑋0 ) + 𝛼22 (Y − 𝑌0 ) + 𝛼23 (Z − 𝑍0 )
y − 𝑦0 = −𝑓
𝛼31 (X − 𝑋0 ) + 𝛼32 (Y − 𝑌0 ) + 𝛼33 (Z − 𝑍0 )}
x − 𝑥0 = −𝑓

式中：（X 0 ，Y0，Z0）
、（x0 ，y0 ）分别为投影中心在地面坐标系统和像方坐标；f 为相机焦
距；αij （i=1，2，3；j=1，2，3）表示旋转矩阵元素。旋转矩阵元素可根据卫星星历、姿
态数据计算获得，由不少于 6 个地面控制点计算。
目前，通用传感器模型中最常用的是有理函数模型（RFM 模型），也是在各摄影测量软
件中应用最广泛的成像处理模型。RFM 模型将地面点大地坐标 D（B，L，H）与其对应的像点
坐标 d（x，y）用比值多项式关联起来，为了增强参数稳定性，将地面坐标和影像坐标正则
化到-1 到 1 之间。用下列多项式表示：
y = Num𝐿 (B，L，H)/Den𝐿 (B，L，H) x = Num𝑠 (B，L，H)/Den𝑠 (B，L，H)
其中：Num𝐿 (B，L，H)，Den𝐿 (B，L，H)，Num𝑠 (B，L，H)，Den𝑠 (B，L，H)都是三次多
项式，通式为：
F(B，L，H) = 𝑎1 + 𝑎2 𝐵 + 𝑎3 𝐿 + 𝑎4 𝐻 + 𝑎5 𝐵𝐿 + 𝑎6 𝐵𝐻 + 𝑎7 𝐻𝐿 + 𝑎8 𝐵2 + 𝑎9 𝐿2 +
𝑎10 𝐻 2 + 𝑎11 𝐵𝐿𝐻 + 𝑎12 𝐿3 + 𝑎13 𝐿𝐵2 + 𝑎14 𝐿𝐻2 + 𝑎15 𝐿2 𝐵 + 𝑎16 𝐵3 + 𝑎17 𝐵𝐻 2 + 𝑎18 𝐿2 𝐻 +
𝑎19 𝐵2 𝐻 + 𝑎20 𝐻 3
同理，上述 4 个多项式各包含 20 个参数存储在表示有理函数模型的ＲPC 文件中，通过
其可以解算出地面点坐标。
2.2 DEM 处理过程
本文利用 GXL2018 平台进行 WorldView-2 立体影像 DEM 自动提取，
主要有如下几个环节：
相对定向、绝对定向、自动匹配同名点及空三加密等步骤（见图 1）
。
建立工程
影像导入
有理函数模型

严格轨道模型

读取影像轨道参数

读取影像RPC参数

控制点选取
连接点选取

无
控
制
点
D
E
M

模型计算
生成核线影像
DEM自动提取

图1

DEM 提取流程

（1）建立工程/影像导入。服务版 GXL 软件支持 Geotiff、NIFF 等国内外多个卫星数据，
要求数据提供的辅助数据必须与影像数据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采用文件夹路径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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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导入，设置输入路径和输出路径等相关信息，在工程文件设置输出投影、中央子午线、
控制点坐标系及高程模型等信息。
（2）控制点选取。如果选择严格物理模型，必须进行控制点的选取，基于 Worldview-2
立体像对，左右影像至少需要 6 个控制点，一般选择 8 个控制点时，控制点精度才能达到 3
个像素以内。选择有理函数模型可以进行无控制条件下的 DEM 自动提取。
（3）连接点选取。选择同名点采集与优化模块，设置输入与输出路径、同名点采集方
法、样本数及试用数。根据控制点位置，软件自动获取左、右像对的同名影像点，解算出左、
右影像的像对位置关系，完成相对位置定向，根据方案设计要求选取输入外业地面控制点，
解算出对应的外方位元素，进行绝对定向。
（4）模型计算。选择 DEM 提取模块，设置输入与输出路径、DSM 输出像数大小及高程
参考，以及核线像对选择方式和像对组合模式。根据相对定向结果，将 20 个野外测量控制
点导入软件自动预测控制位置，如匹配位置不准确可以手动微调提高准确对，并设置迭代次
数运行，误差控制在 1 个像素内，检查点控制在 3 个像数内。
（5）DEM 自动提取。利用 GXL2018 软件生成点云文件，将点云在影像分辨率方格内进
行滤波，在利用连续样条法插值生产 DEM。在无控制点和有控制点条件下获取的 DEM。
3 研究区概况及实验数据
3.1 研究区概况
2

本文研究区域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境内，面积约 135km 。该地区为高山河流
峡谷地貌，地势陡峭地表起伏较大，高程变化范围从 4100～4922m。测区自然环境恶劣，交
通不便，野外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利用传统测量方法难以获取基础地形图数据，实施起来较
为困难，难以服务于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3.2 WorldView-2 数据
WorldView-2 遥感卫星于 2009 年 9 月由美国 DigitalGlobe 公司发射的高分辨率商业卫
星，运行在 770km 的太阳同步轨道，其传感器能够获得 0.46m 分辨率的全色波段影像（偏离
星下点 20°时获得 0.52m 分辨率影像）和 1.85m 分辨率的多光谱影像（偏离星下点 20°时
为 2.07m）
，平均重访周期为 1.1d[4]。搭载两个相同空间分辨率相机，沿轨道方向分别前视
65.9°、后视 66°构成立体像对，基线高度比为 0.59。立体像对获取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2 日，影像分辨率为 0.5m。
表 1 立体像对数据基本表
名称

左片

右片

文件名

054907395010_01_P001

054907395010_01_P002

获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22 日 15：29：05

2015 年 12 月 22 日 15：30：31

太阳高度角

7.98°

16.26°

太阳方位角

7.88°

15.80°

传感器高度角

34.79°

34.71°

理论分辨率

0.47m

0.4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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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面控制点数据
地面控制点选取在影像和野外现场均能清晰判读的位置，如道路路口、护栏、涵洞等，
影像刺点精度控制在 0.5 个像素之间。本次实验获取能够在影像上清晰判读的地面控制点
20 个，利用中海达 GPS 接收机架设基站，并与项目区周围 4 个 GPS C 级点联测，实测精度
按照《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2009）
》D 级进行，数据经平差处理后，地面控制点
平面优于 10cm，高程精度优于 20cm，满足本实验地面控制点的精度要求。
选点遵循满幅均匀选取的原则，地面控制点数据用于优化立体像对有理函数模型，用以
提高立体像对定位精度。具体点位分布见图 2。

图 2 控制点点位与剖面布置图

4 实验目的与方案
本文实验目的是检验利用 GXL2018 软件对 WorldView-2 立体像对提取 DEM 的可行性，
并研究分析有/无控制点、不同控制点分布、立体像对提取 DEM 测量剖面与地形图坡面分析
等三种方案提取 DEM 时对控制点的依赖程度和获取 DEM 的精度分析。通过上述技术手段
能够较好应用到高原地区工程建设，并提供一套完善技术方案，较好解决了高原地区缺少基
础地理数据这一难点问题。
表 2 实验使用控制点及检查点情况表
序号

校正模型

控制点数量

检查点数量

备注

实验 1

RPC 有理函数模型

0

0

方案 1

4

16

方案 2

实验 2

RPC 有理函数模型

6

14

方案 3

10

10

方案 4

20

坡面线每 50m 一个点

实验 3

RPC 有理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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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方案点位布置图
（左上为方案 1，右上为方案 2，左下为方案 3，右下为方案 4）

5 精度分析
数字摄影测量时结合计算机视觉及图像匹配技术实现大面积立体测量，仅利用立体像对
就能获取的 DEM，但影响其精度的因素也很多、卫星定位模型、控制点分布与量测、影像
匹配方法等都与生成 DEM 精度密切相关，
数据精度决定了是否能应用于地貌的定量化分析。
目前用于精度评价方法主要有检查点法、剖面法、等高线回放法等，其结果显示平面精度高
于垂直精度。本文从有/无控制点、控制点分布及剖面高程法进行精度分析与统计。
5.1 无控制点与添加控制点条件下精度分析
开展卫星遥感立体测量的区域，主要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野外工作条件极其艰
苦，常规测量技术手段难以满足需要的原因。目前大多数卫星采用自带有理数模型的 RPC
文件，在没有控制点条件下也能提取高精度 DEM，并在一些研究中得到很好应用。林征采
用 ASTER L1B 数据，利用 PCI OrthoEngineV9.1 软件提取广州地区相对数字高程模型，其
均方差误差控制在 0.43 个像元（6.45m）
。王红平采用 wuIRS-P5 影像数据，不用基础控制点
数据，利用仿射变换模型的正射校正地面精度高程方向控制在 4.09m。本文根据 WorldView-2
卫星的 RPC 文件提取出无控制点 DEM，已外业测量的 10 个控制点检查其平面精度和高程
精度，结果情况（见表 3）
。通过结果显示，平面精度控制 1m 左右，高程方向控制 3m 左右。
在无控制点条件下，提取的 DEM 平面精度优于高程精度，说明无控制点条件下有理函数模
型计算高程值精度偏低，如对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需添加地面控制予以约束，从而提高其高
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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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无控 DEM 精度分析
名称

Dx/m

Dy/m

Dz/m

xk11

-1.500

-1.123

-2.030

xk13

-1.004

-0.375

1.760

xk14

-0.642

0.397

2.370

xk17

0.651

1.250

-1.500

xk18

-0.619

1.660

-2.450

xk20

-1.168

0.851

3.150

xk5

-0.641

-1.436

3.010

xk7

0.552

0.548

4.240

xk8

-0.672

0.371

3.590

xk9

-1.528

0.541

3.570

均方根误差

0.967

0.969

2.890

5.2 不同控制点分布条件下精度分析
通过对不同控制点分布方案得到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利用严格物理模型方案 1 到方案
4 明显看到测算结果的平面精度较高，几乎控制在 1m 左右，高程相对误差大。随着控制点
数量增加高程误差也逐渐降低，并控制在 2m 左右。相比方案 1 无控情况，有控制点方案 2、
3、4 平面和高程方向精度整体较高，平面平均误差和高程平均误差随着控制点数量增加，
基本控制在制在 1m 和 1.5m 内（见表 4）
。
在方案设计前，针对控制点与误差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控制点数量增加对 worldView-2
立体像对严格模型下定位精度的影像十分明显。严格模型条件下测算平面 x、y 方向精度较
高，随着控制点增加没有明显提高 x、y 方向精度，但是高程方向精度变化明显，且控制点
数量不小于 4 个，平面 x、y 方向及 Z 方向精度将趋于一定水平（见图 4）
。同时对有控制点
方案空三解算精度进行分析，控制点数量超过 4 个，其空三解算（连接点）TP 点位精度高
于控制点（GCP）点位精度（见表 5）
。
影响控制点、连接点及检查点误差诸多因素，对于统一数据源基础上，在内业处理存在
诸多随机误差，包括方案设计点位空间分布、人员点位刺点精度及不同控制点数量等原因。
因此数据处理与方案设计时，保证成果精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减少野外实测工作量，
充分发挥卫星遥感测绘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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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方案检查点精度分析
方案一

点名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Dx/m

Dy/m

Dz/m

Dx/m

Dy/m

Dz/m

Dx/m

Dy/m

Dz/m

Dx/

Dy/

Dz/

xk11

6.66

1.12

-31.02

-1.83

-1.51

1.05

-0.46

-0.98

-1.63

xk13

2.63

2.27

-31.14

-1.42

0.07

0.16

-1.62

0.28

-1.25

xk14

3.53

0.55

-30.47

-1.90

-0.51

1.69

-1.66

0.12

-0.20

-0.4
m
-0.9
6
-0.3
0

-0.9
m
0.41
8
0.58

-0.7
m
-0.8
5
0.21
9

xk17

-6.16

-2.76

-32.39

-1.56

0.28

-0.80

-1.16

0.28

-0.78

-1.2
8

0.04

-0.5

xk18

-4.20

0.78

-32.10

-2.19

0.75

-1.43

-1.19

0.75

-1.46

-1.3
9

0.19

-0.4
1

xk20

5.61

2.83

-31.45

-2.30

0.64

-0.12

-0.25

0.77

-1.37

0.13
2

1.06

-0.2
2

xk5

8.61

1.40

-30.89

-2.25

-0.16

1.83

-0.04

0.56

0.02

0.04

0.22

-0.1
6

xk7

12.13

1.06

-30.74

0.62

0.85

0.37

0.56

0.65

-0.02

1.31

1.35

-1.5
6

xk8

10.96

-1.20

-32.02

-0.04

-1.08

0.43

0.16

-0.26

1.25

1.02

0.27

-1.6
6

xk9

5.76

0.48

-30.81

-0.60

0.13

1.53

-0.10

0.46

0.81

0.37

0.99

-0.2
2
4

表 5 不同方案空三解算精度分析
X/m

点名

Y/m

Z/m

Gcps

Tps

Gcps

Tps

Gcps

Tps

方案二

0.056

0.072

0.022

0.044

0.080

0.020

方案三

0.028

0.063

0.020

0.043

0.070

0.019

方案四

0.042

0.062

0.018

0.018

0.058

0.008

图 4 不同方案控制点数量与误差关系

5.3 立体像对提取 DEM 测量剖面与已有地形图剖面高程对比
本文对方案四所在项目区平原、高山及丘陵等区域选择三个剖面，长度 5km，按 50m 采
样一个高程点，具体计算剖面误差情况（见图 5）。根据计算结果与已有 1∶1 万基准地形图
DEM 对比，其中最大误差分别为 4.4m、3.46m、4.64m，中误差分别为 1.30m、1.68m、1.62m，
满足高原地区 1∶1 万地形图测图要求。
由图 5 中误差分布及差值统计直方图可看出，计算 DEM 与原始 1∶1 万地形图存在一定
偏差，这种偏差量大致服从正态分布，大部分数据集中在平均值，小部分在两段，且 98%数
值都位于两倍中误差范围内。C 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控制点增加，误差分布均匀化，且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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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缩小。

（a）

（b）

（c）

图 5 计算 DEM 与基准 DEM 数据对比
（a 图红线为 DEM 测量 黑线为 1∶1 万基准 DEM；b 图为 DEM 误差分布；c 图为 DEM 误差频次分布）

6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利用立体像对提取 DEM 的基本原理和处理流程，采用 Worldview-2 立体
像对提取西藏帕孜 0.5m 分辨率的 DEM，以实测控制点对无控 DEM 进行精度评价，对比在无
外业控制点的情况下利用有理函数模型提取出的点云数据，得到的高程差-2.4～4.24m 范围
内，精度为 2.89m；对比分析添加 10 个控制点的 DEM 与 1∶1 万地形图得到 x、y 方向分别
为 1.00m、0.72m，高程方向为 0.85m。同时对控制点数量与处理精度分析显示，控制点数量
不小于 4 个，平面及高程方向精度将趋于一定水平，后期通过控制点数量提升整体精度空间
不大。
结果表明，在高原地区采用 Worldview-2 立体像对生产的 DEM 用于大型工程建设前期初
步设计是可行的。在无控制点情况下 DEM 高程精度为 2.80m，在少量控制点条件下，DEM 高
程精度可以到达亚米级，精度明显高于同类 SPOT、IRS-P5 及 ASTER 等卫星，可快速精准获
取局部地形地貌，为高原地区缺少基础地理数据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同时具有快速、准确、
成本小等鲜明特点，为高原人烟稀少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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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技术监测与应用
——以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重庆段工程为例
胡 红 1 严 桥 2 刘京晶 1
（1.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天津 300000；
2.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 310004）

摘要：本文对遥感技术在线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中的应用进行探索，以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
重庆段工程为例，从数据获取、信息提取、信息应用三个方面，开展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遥感技术在水
土保持监测中的案例分析，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整个项目的扰动情况，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分布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获得重点区域实时动态变化情况，使得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监测成为可能，从而实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科学性、实时性和动
态性，提高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卫星遥感技术；无人机遥感技术

1 前言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水土保持摆在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水土保持
监测作为水土流失防治的基础性工作，是落实国家生态保护与环境改善的重要支撑。水土保
持监测是指对水土流失发生、发展、危害及水土保持效益进行长期调查、观测和分析的工作。
传统的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包括调查监测、地面监测和资料分析等方法，具有简单易操作特点，
但自动化程度低、费时费力，数据范围有限；遥感技术是指用间接的手段来获取目标物状态
信息的方法，一般多指从人造卫星或飞机对地面观测，并以电磁传播与接收，以收取目标的
信息并加以进行分析的技术。遥感技术包括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遥感技术，卫星遥感技术
具有信息获取快捷、覆盖范围广、手段多信息量大等特点，但受天气影响，经济成本等限制；
无人机遥感技术具有机动灵活、快速高效、精细准确等特点，但受到飞行时间、信号传输距
离的限制，随着国产高分辨率航天遥感和无人机航空遥感技术的发展，将高分辨率卫星遥感
影像和无人机航空影像应用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中，可以充分发挥遥感技术时间和
空间优势，及时、准确、全面的掌握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分布情况，以及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情况、植被破坏情况，使得线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
的监测成为可能。本文采用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项目区进行水
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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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本工程全长 183.865km，地处长江上游，位于三峡库区内，山高坡陡、谷深水急、雨量
大而集中，并具有建设线路长、施工周期长，扰动和破坏地表及植被面积大，挖、填、排、
弃土石方量大，沿线弃渣场数量多、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难度大等特点。按照不同的扰动类型
将该工程水土流失监测范围划分为七个监测区域，主要包括路基监测区、站场监测区、桥梁
监测区、隧道监测区、弃渣场监测区、施工便道监测区、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项目水土保
持监测的重点：一是扰动面积大小及变化分析；二是弃渣场的数量、位置、方量和占地范围；
三是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实施情况。
3 卫星遥感技术在水土保持监测中的应用
卫星遥感技术可监测整个项目的扰动范围情况、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分布情况，不仅
可以获得整个项目区的现状影像数据，还可以获得开工前项目区原始地貌影像数据，可进行
动态对比分析，涵盖范围广，信息量大。
3.1 卫星遥感数据获取
采用国产高分二号和法国 SPOT 卫星，分辨率为 0.8～1.5m 之间，时相为 2014 年施工前
原地貌卫星影像以及 2017－2020 年的施工期卫星影像数据，见图 1 和图 2，影像处理包括
正射校正和影像融合等预处理。

图 1 项目区卫星遥感影像示意图

图 2 项目区数字高程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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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卫星遥感信息提取
通过目视解译勾绘路基监测区、站场监测区、桥梁监测区、隧道监测区、弃渣场监测区、
施工便道监测区、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的位置、范围和水土保持措施尺寸、数量等，通过目
视解译和统计分析，从正射影像中目视解译得到扰动面积、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等
信息，见图 3。

图3

DK781-DK784 段遥感解译成果示意图

3.3 卫星遥感监测信息应用
（1）扰动面积监测。通过遥感解译，获取路基监测区、站场监测区、桥梁监测区、隧
道监测区、弃渣场监测区、施工便道监测区、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七个监测区域的扰动面积，
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 扰动面积监测统计表
面积（单位 hm2）
监测分区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路基监测区

0.45

3.5

6.3

7.9

8.9

站场监测区

5.27

19.35

30.48

45.29

58.56

桥梁监测区

1.53

5.38

11.28

20.39

33.86

隧道监测区

19.56

20.59

32.17

40.27

48.53

弃渣场监测区

50.87

107.18

145.29

198.2

239

施工便道监测区

60.46

88.37

109.21

135.28

149.91

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

34.05

59.16

68.17

75.23

91.72

合计

172.19

303.53

402.9

522.56

630.48

通过解译分析，弃渣场监测区的扰动面积最大，其次是施工便道监测区和施工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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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是水土流失的易发区域，后期需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进行重点监测。
（2）土壤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流失量及流失危害等，遥感解译获
取土壤流失面积，结合地面观测所获得的土壤侵蚀模数，计算各监测区的土壤流失量。通过
分析计算，工程建设期间共产生水土流失量 208847t，原地貌水土流失量 19451t，因工程建
设引起的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189397t，其中弃渣场监测区的土壤流失量最大，为 107407t，
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土壤流失量监测分析表
水土流失面积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

侵蚀模数

施工期

实际土壤流

背景土壤流

新增土壤

（施工期）

数（ t/（km2•a）

背景值

（年）

失量合计（t）

失量合计（t） 流失量（t）

监测分区

路基监测区

8.9

7512

550

3

2007

149

1859

站场监测区

58.56

6820

660

3.42

13661

1343

12319

桥梁监测区

33.86

7342

616

4.25

10582

908

9674

隧道监测区

48.53

5497

650

3.83

10242

1233

9010

弃渣场监测区

239

9612

700

4.67

107407

8089

99318

施工便道监测区

149.91

6351

650

4.67

44493

4630

39863

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

91.72

4762

700

4.67

20455

3100

17355

合计

630.48

208847

19451

189397

（3）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以生产建设项目区的各监测分区扰动面积、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为基础，可分析计算出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
覆盖率等 4 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效果评价指标，计算结果见表 3、表 4 和表 5。

表 3 扰动土地整治计算表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项目建设区

扰动面积

扰动土地

建筑物及硬化

扰动土地

监测分区

整治面积
面（hm2）

（hm2）

及水域（hm2）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整治（%）

小计
（hm2）

路基监测区

8.90

8.9

4.52

2.68

1.68

4.36

8.88

99.78

站场监测区

58.56

58.56

32.25

17.89

8.25

26.14

58.39

99.71

桥梁监测区

33.86

33.86

13.51

18.15

2.03

20.18

33.69

99.50

隧道监测区

48.53

48.53

22.58

23.75

2.06

25.81

48.39

99.71

弃渣场监测区

239

239

0

179.85

57.96

237.81

237.81

99.50

施工便道监测区

149.91

149.91

29.95

18.15

101.64

119.79

149.74

99.89

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

91.72

91.72

18.69

6.68

66.29

72.97

91.66

99.93

合计

630.48

630.48

121.50

267.15

239.91

507.06

628.56

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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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扰动面积

建筑物及硬

水土流

（hm2）

化（hm2）

失面积（hm2）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治理度（%）

路基监测区

8.90

4.52

4.38

2.68

1.68

4.36

99.54

站场监测区

58.56

32.25

26.31

17.89

8.25

26.14

99.35

桥梁监测区

33.86

13.51

20.35

18.15

2.03

20.18

99.16

隧道监测区

48.53

22.58

25.95

23.75

2.06

25.81

99.46

弃渣场监测区

239

0

239

179.85

57.96

237.81

99.50

施工便道监测区

149.91

29.95

119.96

18.15

101.64

119.79

99.86

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

91.72

18.69

73.03

6.68

66.29

72.97

99.92

合计

630.48

121.50

508.98

267.15

239.91

507.06

99.62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总

表 5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项目建设区面

可恢复植被

已恢复植被面积（含

林草植被恢

积（hm2）

面积（hm2）

复耕面积）（hm2）

复率（%）

路基监测区

8.90

2.70

2.68

99.26

30.11

站场监测区

58.56

18.06

17.89

99.06

30.55

桥梁监测区

33.86

18.32

18.15

99.07

53.60

隧道监测区

48.53

23.89

23.75

99.41

48.94

弃渣场监测区

239.00

181.04

179.85

99.34

75.25

施工便道监测区

149.91

18.32

18.15

99.07

12.11

施工生产生活监测区

91.72

6.74

6.68

99.11

7.28

合计

630.48

269.07

267.15

99.29

42.37

监测分区

林草覆盖率（%）

2

经计算，本工程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630.48hm ，实施水土保持工程
2

2

2

措施面积 239.91hm ，实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 267.15hm ，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121.50hm ，
2

2

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269.07hm ，已恢复植被面积 267.15 hm ，本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70%，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6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29%，林草覆盖率为 42.37%，本工程
沿线各区各个区域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扰动土地整治率目标值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目标值 97%，林草植被恢复率目标值 99%，林草覆盖率目标值 27%。通过
计算分析，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运
行良好。
4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水土保持监测中的应用
无人机遥感技术侧重于监测弃渣场、取土场、高陡边坡等重点区域的扰动情况、水土保
持措施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实现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状况全方位、实时、高精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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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了航拍效率高、成本低、操作快捷方便的优点，大大提高了监测工作效率，降低监
测成本。
4.1 无人机遥感数据获取
采用多旋翼无人机 DJI Inspire 2 和 Mavic2，手动飞行，飞行高度约 150m，航片重叠
度不低于 65%，最长飞行时间为 27min，照片最大像素为 5280×3956，地面分辨率为 4cm，
针对航拍获取的影像，使用 Pix4d 和 CC 进行处理，制作成 DOM、DEM 和三维模型等成果。
4.2 无人机遥感信息提取
基于 DOM 和 DEM 成果，见图 4 和图 5，可提取土地利用类型、监测对象位置、长度、面
积和体积等生产建设项目基本的水土保持监测信息，并构建三维模型，见图 6。

图 4 渣场 DOM

图 5 渣场 DEM

图 6 渣场三维模型

4.3 无人机遥感监测信息应用
（1）重点区域扰动土地状况监测。通过无人机遥感监测，可获得高精度重点区域扰动
土地状况，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等，见图 7；可进行扰动合规性分析，通过
扰动范围图与水保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图进行叠加分析，见图 8，监测是否在防治责任
范围内，若超出防治责任范围，需及时与建设单位沟通，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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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扰动土地状况示意图

图8

扰动合规性分析示意图

（2）弃土监测。弃土监测包括弃土场的数量、位置、方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落实
情况；采用无人机获取堆土前后两期地形 DSM，见图 9 和图 10，在 GIS 中应用“填挖方”功
能自动计算，可大大缩短土石方计算的时间，并且在精度上也更有保证。

图 9 堆渣前原始地貌图

图 10 堆渣后弃渣场图

（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的实
施情况。通过人工识别高精度的 DOM 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量取措施的规格尺寸和数量，比如
判断出拦挡、排水沟、撒播草籽等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和运行情况，见图 11 和图 12，
相比于传统的现场量测，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弃方量：50 万 m2
扰动面积：12.81h m2
排水沟长度：345m
挡墙长度：24m
撒草籽：1.5h m2
沉砂池：2 个

图 11

扰动面积：12.81h m2
排水沟长度：345m
框格护坡面积：24m
撒草籽：1.5h m

图 12

渣场水土保持措施解译示意图

隧道水土保持措施解译示意图

（4）水土流失危害监测。基于无人机获取的高精度正射影像，能精准地识别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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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的发生位置、面积、程度，特别是在山区的生产建设项目，由于现场交通不便，并且水
土流失比较隐蔽，采用现场调查难以发现。如项目区拌合站处于天然河沟沟床区域，暴雨造
成河道水位暴涨，通过无人机监测，精准采集了挡墙和工棚的损毁位置、面积以及水土流失
情况，见图 13 和图 14，为制定防治对策提供了技术支撑，由于施工单位反应及时，将损失
降到最小，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性事件。利用无人机开展遥感监测能获取正射影像，监测无
死角，能有效地解决现场调查不能实现全域有效监测的难题，从而对现场水土流失情况实现
精准掌控。

图 13

图 14

暴雨损毁示意图

无人机应急监测示意图

5 结论
开展线型生产建设项目监测，应根据监测内容建立科学实用的监测指标，将现代化高科
技与传统常规监测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整个项目的扰动情况，水土流
失面积，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获得重点区域实时动态变化情况，利
用传统手段获得土壤侵蚀模数和工程现状，充分发挥 “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中的优势，
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对工程建设的各阶段进行实时监测，从而实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的科学性、实时性和动态性，提高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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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执法监督遥感智能服务探索与实践
陈 黎 何秋银 刁品文 李万能 刘淑冰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州 510611）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河湖管理部门任务需求不断更新，新时期水行政执法监督对技术服务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传统水政遥感技术应用分析，总结现有服务模式及存在的局限，以此为基础开展遥感
智能服务探索工作，尝试解决当前水行政执法监督各工作环节中的难点问题，实现遥感技术服务能力升级。
经应用实践，由传统遥感技术扩展形成的线索库与异构数据特征类比技术、空天地多元感知数据融合技术
和多维大数据综合分析技术等在河湖管理工作中发挥了良好的支撑作用，成效显著。
关键词：水政监察；多源感知融合；遥感智能服务

河湖水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现阶段河湖水域岸线
管理保护问题突出，非法排污、设障、捕捞、养殖、采砂、采矿、围垦、侵占水域岸线等现
象日益严重，导致河道干涸、湖泊萎缩，水环境状况恶化，河湖功能退化，水安全保障受到
严峻挑战。2019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提出“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
发展总基调。加强行业监管，是新形势下赋予水利工作的历史使命。
当前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进行河湖开发利用监管，达到河
湖水域岸线管理和保护。只有各级管理和决策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河湖水域管理范围内水事
活动的进展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水行政遥感监察技术由此出现，主要以遥感
动态信息和专题地理信息为基础，集监察、审批、执法状况综合分析于一体，具有监测面积
广、采集信息迅速、发现问题及时的优点，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人员少、
监管范围大的矛盾。
1 水行政遥感技术应用现状
遥感通常被理解为“远程感知”，通过利用传感器的器质特性对远处物体传送的信号进
行感知，并且能够将感测结果与不同频带的电磁波进行整合，识别并准确检测物体。遥感技
术出现以来，遥感数据源已经从十年前少量对地观测卫星数据和大飞机航测数据，发展到现
今由几十种光学卫星、雷达卫星以及无可计数的无人机等构成的不同空间分辨率、不同波普
分辨率的多源遥感数据。当前水行政遥感服务主要依靠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遥感技术实现。
1.1 常用水行政遥感应用技术
卫星遥感：卫星遥感技术受限条件少，可大范围获取数据资料且不受地形地物阻隔的影
响，它不仅能获得地物可见光波段的信息，还能获得紫外、红外、微波等波段的信息。通过
瞬时成像，及时获取所测目标物的最新资料，便于动态监测目标地物的变化规律过程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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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大的监测覆盖能力、高效的编程重访能力、灵活的投送部署能力、准确的定位解析能力
为水行政执法巡查提供了远超越于传统地面巡查的科技优势，使得执法巡查真正能够做到全
面、高频、精准。
无人机遥感：是以无人机为空中平台，通过遥感传感器获取信息，利用计算机对图像信
息进行处理，并按照一定精度要求制作成图像的一项综合技术，能够方便、快捷、客观、精
确地反映河湖现状，大大降低了作业强度，结合历史遥感影像或多次航拍从定性、定量和变
化方面为相关工作提供支撑，有效的解决了传统河湖管理工作中“到不了、看不全、效率低、
精度差”等问题。
1.2 常用服务模式
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对象点多面广、量大类杂、动态变化和分散隐蔽，监管工作区域广、
专职人员少、问题发现难、技术手段差，针对上述特征，当前遥感服务工作主要通过将“空
天地”多元监管手段融入，形成“卫星遥感解译-重点区域无人机航拍-人工现场复核-问题
报送-问题整治-整改复核”的全流程监管服务模式。内容包括：
①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对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水域空间地物进行“扫描”，通过人工解译、
人工智能（AI）自动识别方式，形成问题线索清单；
②应用更高分辨率、最新时间的遥感影像进行详细调查，包括问题类别、边界范围及与
周边环境的关系等，并检查是否具有河道管理部门审批许可，形成疑似问题清单；
③利用管理信息系统，借助移动 App，采用实地查勘或无人机采集的方式，进行现场取
证，确认问题；
④通过遥感影像比对跟踪整改进展，主动掌握问题处理情况，为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情况
提供依据。
通过遥感技术支撑，结合管理信息系统服务应用实践，成效明显。
1.3 问题分析
水行政执法监督是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对违法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审批、许可和处罚的活动，包含了巡查、立案和处罚等多项工作。做好巡查、发现问题是
水行政执法工作的基础，目前大多遥感技术服务方案主要集中在该部分。随着技术支撑工作
的开展，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局限性依然存在，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实践需求迫切。
首先，现有遥感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高分辨率遥感全域覆
盖技术仍不完善，大范围数据高频次保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次，遥感智能识别模型普适性较差，动态监测成果精度难于保障，自动化解译处理多
为理论可行，实际应用中仍然脱离不了大量的目视解译与人工检查修正工作。
另外，当前遥感服务主要是目标区域面上排查，解决疑点疑区的及时发现问题，但后续
处理工作留给管理部门的难题依然较多，这方面支撑技术仍然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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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遥感智能服务探索
现阶段水行政监管任务繁重，执法工作面临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加强遥感等关键技术的
应用支撑，不断完善智慧水利建设，为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新的契机。对此，针对传统
遥感技术服务存在的局限性，结合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特征，开展遥感智能服务技术探索。
2.1 执法监督工作划分
总结多年水行政执法监督遥感智能服务经验，结合当前新时期管理工作遇到的新问题，
将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分成“查、认、改”三个环节，一方面流程符合管理工作特点，另一
方面便于汇总需求特征，定制专业服务方案。
2.2 智能服务技术分析
基于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划分，经传统水行政遥感发展和实践，形成如下三类技术：
（1）线索库与异构数据特征类比技术。
现有遥感技术的局限性决定了单靠现有多期影像进行对比分析，无法确保在“查”的环
节所有问题都能及时发现和不遗漏。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增强和网络信息发布的便利，部分
遥感尚未发现的问题，已提前通过网络舆论信息或其它多种手段呈现在公众面前。针对重点
关注区域，将原有的遥感影像数据库扩展升级，建立基于文本、图像、影音视频等数据的异
构线索库，并实现自动化的线索收集，可为问题的发现提供最全面的数据基础和保障。考虑
到异构线索数据的结构差异性，研发异构数据特征类比技术，将文字语义、现场照片、遥感
影像等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统一，实现线索库的目标数据挖掘，可进一步支撑水行政执法监
督的问题发现。
（2）空天地多元感知数据融合技术。
当前天空天地多源感知数据虽然收集了不同传感器数据，但各数据往往应用在工作的不
同环节，如“清四乱”工作中的普查、详查、核查等，恰是空、天、地三类数据的串联服务
模式，这是多源数据融合应用的初级层次。通过多元感知数据融合，实现叠加分析，充分利
用各类感知数据的特征和优势，互补性和合作性特点，将同一环境或对象进行综合来获取满
足应用的高质量信息，可更加真实、全面的复盘问题发生过程，为执法取证提供充足材料，
解决“认”的环节。
（3）多维大数据综合分析技术。
水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行为活动和表象，从信息化的角度分析，涉及水利、自然环境、
地理空间以及社会经济等多项专题，可由结构化的、半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表述，
均能通过多维大数据综合分析进行。开展多维大数据综合分析技术研究，可直接促进水行政
执法监督遥感智能服务成效，实现更精确、更完全、更可靠的估计和判决。
3 实践案例
3.1 案例一：群众举报信息核查
在水行政执法监督过程中，问题目标信息来源，除主动巡查获取外，还有部分来源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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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举报。不论是电子邮件还是电话投诉，所提供的线索一般为文字信息，有时会附带现场照
片。管理部门处理时，首先需要辨别线索的真伪，其次才是对线索指明的问题进行取证核对，
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相关处理。
该类问题目标通过传统空天地动态监测技术一般难于提前发现，针对该类被动检查情况，
可通过线索库与异构数据特征类比技术进行处理。如下述案例所述，2018 年 1 月，有人举
报：
“西江干流梧州段右岸（北侧）
，距离广东广西省界约 13km 处，321 国道旁，有人大规
模向河道内倾倒土方。
”并提供现场照片两幅（图 1）
。
基于举报文字信息，进行河段、行政区划、方位、距离、相关地理实体、问题类型等特
征的提取；基于现场照片，进行的线索特征提取包括典型地物目标识别、水体方位判别、问
题类型判断等，基于上述工作，将对应时间段、空间范围的遥感影像数据收集完成预处工作，
将文本语义、图像特征和卫星影像进行异构数据特征类比，锁定目标（图 2）
，基于上述工
作，利用历史卫星影像，确定目标变化过程（图 3）
。

图 1 群众举报照片

图 2 数据特征类比结果

图 3 数据特征类比结果
94

本案例通过线索库与异构数据特征类比技术的实践应用，主要针对管理部门接到举报信
息时，在未达现场、难于下定结论时，提前预判信息真伪，锁定问题目标，获取目标不同时
段变化情况，为水行政执法监督提供决策参考。
3.2 案例二：水域侵占纠纷调查
水域的开发利用涉及多方利益，易产生纠纷。本案例来源于某地区山塘的开发利用与村
民的灌溉使用产生矛盾，由管理部门给出处理方案并使纠纷双方认可，调处和解决矛盾。
考虑到该问题单纯使用卫星遥感或无人机均不能完全解决，因此研发了空天地多元感知
数据融合技术，在无参考数据支撑情况下，首先利用历史卫星遥感影像，追溯纠纷区域背景
情况；其次利用多时相数据提取水域面积，消除水位增减变化带来的面积误差（图 4）；再
次利用无人机开展现场倾斜摄影测量，分别给出正射产品与地表模型（图 5）
；结合现场踏
勘和钻孔采样，插值形成土层结构立体模型；最后开展空间分析，确定问题目标的面积和体
积（图 6）
。交由管理部门根据情况进行处理。
通过空天地多元感知数据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摄影测量、测绘、地理信息系统、
钻探等技术有机融合，为水行政执法监督提供了完整、准确的数据信息，得到纠纷双方的认
可。

图 4 历史水域面积确定

图 5 现状水域面积与三维地表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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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挖填模型计算

3.3 案例三：整改清淤成果验证
本案例为管理部门查出的问题项目整改情况提供技术支撑，目标为一清淤项目，行为发
生在潮间带，涨潮时经常被水淹没，通过传统水下测量方式开展费时费力，且经费难于解决。
利用遥感技术，需要拍摄特定潮位下的滩涂出露情况，才能进行结果判定。经连续多期高分
辨率历史卫星影像搜集（图 7）
，影像拍摄时间与满足要求的潮位难于同时具备。
鉴于上述情况，使用多维大数据综合分析技术，首先获取目标区域多时相卫星遥感数据，
初步锁定清淤区域；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编制锁定区域飞行计划，估算飞行时间；结合实
际监测潮位信息和预测预报数值，评估满足要求的潮位时段；结合潮位时段调整飞行计划，
并开展无人机航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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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多时相遥感

收集清淤前数据，利用清淤后无人机航拍结果与潮位信息模拟结果比对，验证当前清淤
效果（图 8）
。相比开展一次水下地形测量，可更快速、低成本的获取现状数据，为管理部
门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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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特定潮位无人机验证结果

4 总结
遥感技术的发展，已经在社会各个领域行业中体现了应用价值，以往水政执法监察中利
用遥感技术，极大地提高执法的效率，提升水政监察的全面性，是科技强警的具体体现。随
着水利改革发展，水政执法部门工作任务的发展改革也对技术支撑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期
遥感技术智能服务技术需进行细致地探索。
为更好地服务和支撑管理工作，本对传统水政遥感技术应用进行了分析，总结现有服务
模式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开展线索库与异构数据特征类比、空天地多元感知数据融合
和多维大数据综合分析等遥感智能服务探索与实践工作，升级了遥感技术服务能力，解决了
当前水行政执法监督各环节工作中的一些难点，成效显著。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水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提供借鉴，同时也能成为遥感智能服务技术发展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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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测及发展探讨
张 勇 周 媛

姚 赫 孙 宇

杨丽娜 杨 昕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武汉 430010）

摘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是支撑人为水土流失监管的重要手段，本文从面临的形势、监测的
重点、监测的需求三方面分析了当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变化，梳理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的不足，即服务监管、支撑区域生态建设的力度不够，监测技术发展迟滞，监测方法缺乏协同。提出了
严格入场管理、优化布局、发展自动化技术等系列解决方案，据此还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案例介绍，对项
目监测布局和遥感自动解译进行了举例说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自动监测；遥感解译

0 前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是人为水土流失管控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国家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的重要支撑。当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既处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关键新时期，又面临水土保持工作深化“放管服”的形势要求，时代发展对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阶段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契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缺乏直接着
力点，数据利用率不高，监测技术水平低等，针对不足，国内相关单位进行了大量研究。部
分研究从公共服务的角度上进行探讨，以践行生态文明建设；部分研究从建立扰动指数，优
化监测点布局和监测抽样方法等方面进行监测数据挖掘，提升数据的利用率，以支撑水土保
持监测的生态服务功能；部分研究则针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特殊性，从物联网自动化、
监测设备自动化、卫星影像自动识别等新技术方法进行了监测新技术的探究。相关研究已深
入各个行业，如水利、铁路、公路、输变电、油气管道、机场等行业均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
技术方法的探索。
本文基于分析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现状和不足，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发展方向进行探讨，并给出了监测工作案例，旨在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和服务提供
参考，推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发展。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现状
1.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形势
1.1.1 政策形势变化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路和国务院开展“放管服”改革以来，水利
部在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和优化审批的总需求下，制定了“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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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水土保持工作随后提出了“在监管上强手段，在治理上补短板”的发
展思路。随后水利部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布了《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
强水土保持监管意见的通知》
（水保[2019]160 号），进行了优化审批、推进水土保持区域评
估等系列改革，随后 7 月 30 日《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问题分
类及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标准（试行）的通知》
（水保监督函[2019]20 号）进行了水土保持问
题及责任划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严格前期管控转到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严格责任追究的方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监测工作成为水土保持监管的重要抓手。
1.1.2 监测重点变化
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从水土保持管理的出发点来区分，即监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资源
保护及水土流失对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前者偏向于资源保护和工程管理，后者偏向于生态
环境保护，两者工作核心是统一的，服务方向有所不同。
根据 GB51240-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的要求，生产建设项目
的水土保持监测包括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保持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和水土保持措施
等 4 个内容，其中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偏向于资源保护和工程管理方向，
水土保持流失状况、水土流失危害监测则偏向于生态环境保护方向，随着监管的逐步加强和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逐渐提高，能够直接反应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土流失状况和危害指
标成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重点趋势初显。
1.1.3 监测需求变化
随着水土保持监测政策形势和监测重点的变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需求发生
了变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需求由服务好工程项目主体增加到兼顾项目及周边生
态环境，水土保持监测的需求从解决好水土流失影响工程主体质量的问题，逐步转变为避免
发生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高质量服务。生产建设项目
建设方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要求发生了变化，由准确及时监督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及避
免行政处罚风险，变化为监测工程的环境友好和生态优质可持续，伴随着建设单位管理人员
因未监督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被问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设方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被动接
收转变为主动作为趋势明显。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土保持监测的要求发生了变化，由侧重流
程程序合法合规到兼重区域水土资源及生态环境管控。随着“强监管”工作的深化，生产建
设项目监管需求逐步向准确的水土保持过程监测发展。
1.2 当前水土保持监测存在的不足
1.2.1 支撑事中监管的力度还有待加强
“强监管”形势下，水行政主管部门亟需一个能跟进生产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失尤其是
施工期水土流失状况的方法抓手，当前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及时准确回答项
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状况和危害破坏还有差距，支撑水土保持事中监管的力度还有待加强。
1.2.2 服务于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的认识不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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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作是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不应仅局限
于服务项目主体，还应关注项目建设对区域内的影响，水土流失是一个区域乃至流域整体现
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还应从区域生态保护的角度上契合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当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还停留在服务工程本体的阶段，服务于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的
认识不够深刻。
1.2.3 缺乏自动化监测手段
当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法仍依赖于主观性较高的人工监测，自动化水平极低，
监测成果难以把控。既有和在研水土流失站点监测设备均立足于实验室条件下的高精准和局
部测量，依赖于高管护条件，不适宜于生产建设项目高强度人为扰动和复杂环境条件下布设，
而三维激光扫描等手持设备操作和处理又过于繁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新技术的发
展陷入了迟滞状态。
1.2.4 监测方法之间缺乏协同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可以分为径流小区监测、插桩法监测、植物样方监测等
站点监测和无人机及卫星遥感影像监测等遥感监测两类，站点监测仅能够给遥感监测提供简
单样例支撑，仅能通过典型抽样的方式将站点监测反应到遥感监测上，这两类监测方法之间
的协同作用较为割裂。站点监测成果如何应用到遥感监测上尚缺乏指导，对于项目整体的水
土保持情况的反馈能力还有待提高。
2 对策与建议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监管必须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放
管服”两大形势的要求下，做好生产建设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需找准着力点，加强技术引领，
进一步规范方式方法。多发并举，有力推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对生态保护的支撑作
用。
2.1 严格水土保持监测入场条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是当前监管的重要途径，是践行水土保持“预防为主”
方针的主要手段，通过进一步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必须
的方法、途径、控制分区、控制点密度、遥感解译成果内容及深度等，明确监测所需的设备
和必须打到的监测效果，完善方案编报监测章节的标准要求，配套后续方案变更及验收备案
管理办法，明晰先开工后监测的监测成果要求，直接指导后续水土保持监测报告，从工程建
设起即标准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2 深挖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价值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不应局限于服务项目主体，还应尽量满足区域环境监测掌控
需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可从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两大方面进行站点布设，土壤侵
蚀监测结果服务于项目主体，区域内向区域外的水土流失服务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
合站点监测和遥感面上监测，首先根据计图镶套遥感影像确定各水土保持防治分区监测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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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控制区域大小、布点密度等，再根据水土保持防治分区确定分区内的一般扰动面、堆
积体、开挖边坡区域，并在遥感解译成果中予以反应，长线性工程项目可进行分层抽样，随
机抽样，控制区域抽样进行解译；最后调查工程扰动形式，扰动强度，治理措施跟进情况等
工程施工及管理情况，确保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选点、抽样、布局的科学合理。保留符合监测
规范要求的原始监测数据作为监测报告附件，通过侵蚀预测和水土流失预测，量化项目范围
内的土壤侵蚀量和范围外的水土流失量，最大程度释放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对生态环境监测支
撑潜力。
2.3 加速发展自动化监测技术
自动化监测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发展的趋势。站点监测自动化可效仿美国环境
监测方法，发布适宜于监测的相关推荐设备，引导水土保持监测设备向低管护、低成本的、
高自动化、可分布组网、远程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要求生产建设项目相关设备向水行政主
管部门提供自动化的监测数据，促进水土保持监测转型升级。遥感监测自动化可引入图像识
别等新技术，进行水土保持遥感影像的自动识别研究，发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相关因素、
工程建设要素、侵蚀单元等的自动识别，从自动识别新增扰动，自动识别占地地类和植被覆
盖，自动识别一般扰动面、堆积体、开挖边坡三个层次递次发展，促进站点监测和遥感监测
的融合，为进一步支撑流域生态监测做好规划储备。
3 案例介绍
3.1 白鹤滩基本情况
白鹤滩水电站是我国继三峡、溪洛渡之后的又一座千万千瓦级的巨型水电站，是金沙江
下游河段规划的 4 个梯级电站中的第 2 级。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等级为 I 等，属大Ⅰ型工程，
电站装机容量 16000MW，多年平均发电量 640.95 亿 kW·h；2010 年 6 月场内筹建工程开工，
2015 年 12 月主体工程正式开工，2023 年 6 月电站全部机组发电。项目可以分为枢纽及导流
工程、场内交通工程、弃渣场、料场、表土堆存场、施工生产生活设施等 6 个防治分区。执
行建设类项目一级防治标准。
3.2 站点监测布局和遥感自动化区块解译
3.2.1 站点监测布局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应根据水土保持防治分区、工程施工情况、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综
合确定，基于 ArcGIS 和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可以保证站点监测布局的典型性、合理性、科
学性。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分区，进行遥感影像进行防治分区区块划分，基于区块
划分成果进行现场调查，基于设计总图进行水土保持扰动特性区块划分，即分为一般扰动地
表、开挖面、堆积体三大类，最后根据区域特性，基于 ArcGIS 与模糊聚类分析，最终确定
监测点位的布设。水土保持监测布点控制见表 1，布局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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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控制表
序号

水土保持防治分区

面积（hm2）

Ⅰ

枢纽及导流工程

386.21

Ⅱ

场内交通工程区
弃渣场区

397.87

Ⅳ

料场区

52.89

Ⅴ

表层土堆存场区

13.57

施工生产生活设施
合计

分区面积（hm2）

监测点数

单位控制面积（hm2）

一般扰动地表

318.24

30

10.61

工程开挖面

42.87

8

5.36

工程堆积体

25.10

6

4.18

一般扰动地表

80.48

16

5.03

工程开挖面

48.92

12

4.08

工程堆积体

28.41

6

4.73

一般扰动地表

397.87

18

22.10

一般扰动地表

9.52

4

2.38

工程开挖面

43.37

6

7.23

工程堆积体

13.57

8

1.70

一般扰动地表

241.22

24

10.05

工程开挖面

71.48

6

11.91

工程堆积体

20.02

6

3.34

1341.07

150

157.81

Ⅲ

Ⅵ

侵蚀特性区块

332.72
1341.07

8.94

图 1 站点监测布局

3.2.2 遥感自动化区块解译
确定好站点监测布局后，利用遥感面上监测以复核监测结果，在满足水土保持监测需要
后，可采用图像识别技术，进一步提供精细化的工程区块管理。
利用目标检测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判别项目建设区，基于无监督时间序列遥感图像环境变
化识别判断白鹤滩影像范围内设施变化和新增扰动占地情况；利用目标语义分割卷积神经网
络模型，即利用河流、建筑物、植被、道路等特性，结合像素特征研究遥感影像语义分割算
法，进行地类地块识别；基于部件模型+目标检测分割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学习堆积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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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边坡、一般扰动区域的几何形态特征，进行水土保持特性地块自动识别。
通过分析白鹤滩水电站 2016 年 3 月到 2017 年 7 月的影像对比，基于无监督时间序列遥
感图像环境变化识别，判断影像内设施变化和新增扰动的占地变化情况，得出结果图如下所
示。图中的颜色表征：白色-变化区域，黑色-无变化区域。

图 1 施工新增扰动情况变化图

将遥感影像中像素进行分类，从而区分图像中的建筑物、道路、绿植覆盖地、无植被覆
盖土地、河流湖泊。选取两个代表区域进行地物分类。解译的地类结果如下。图中的颜色表
征：灰色-建筑物，黑色-道路，绿色-绿植覆盖地，褐色-无绿植覆盖地，蓝色-河流湖泊。

图 2 水土保持土地利用类型自动解译图

在进行了地物分类解译以后，进一步进行地物细粒度分类，将水土保持地类中的各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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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识别，实现人工开挖边坡、工程堆积体、一般扰动地表的检测，如施工场地判别逻辑
依据为：判断影像中的施工区域，表现为由施工影像所导致的新增房屋、无绿植覆盖地表等。
图中的颜色表征：黄色-人工开挖边坡，灰色-建筑物（一般扰动地表），紫色-堆积体。

图 3 水土保持特性地块自动解译图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所处的现状，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面临着
“强监管”和护航“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形势，监测重点和监测需求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开始向大生态保护倾斜。结合现状来看，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扔存在诸多不足，为满
足全面保障优质生态环境的需要，应从严格水土保持监测标准方法，优化监测手段及布局方
法，发展自动监测技术等方面进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方向谋划。
本文介绍了白鹤滩水利枢纽水土保持监测的案例，案例展示了白鹤滩水利枢纽对站点监
测的布局、方式、方法协同、自动化的思考，探究了自动化站点监测和自动解译技术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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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上的应用，对于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服务好区域生态环境监控是必然走向，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投入的大量监测人员和资源，是服务于国家生态监控的重要潜在力量，
下步工作中，应集中收集管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基础数据，释放水土保持监测的
生态监测应用潜力，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和群众，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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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西汉水流域水沙的影响
顾朝军 朱永清 李仁华 黄立文 孙奇石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武汉 430012）

摘要：随着“长治”工程的实施和水利工程的建设，西汉水流域下垫面发生显著改变，对流域水沙产
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西汉水 1960－2016 年径流量和输沙量数据，采用线性趋势、线性回归等方法研究了
流域水沙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结果表明，西汉水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呈极显著的下降趋
势。以 1960－1988 年为基准期，1989－2008 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减少 36.6%和 67.5%；其中人类活动和
气候变化对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59.3%和 40.7%，
对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40.4%和 59.6%；
2009
－2016 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减少 41.3%和 81.7%；其中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
为 78.7%和 21.3%，对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54.6%和 45.4%。
关键词：径流量；输沙量；人类活动；西汉水

西汉水是嘉陵江一级支流，其多年平均径流量仅为嘉陵江的 1.9%，含沙量却高达嘉陵
江的 8.9 倍，是嘉陵江流域的主要产沙区。高含沙量的主要原因是西汉水流域植被覆盖度低、
山高坡陡，耕地资源匮乏，人地矛盾突出，土壤侵蚀严重造成。1989 年长江流域水土保持
治理工程（简称“长治”
）实施以来，西汉水流域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通过实施
封山育林、植树种草、退耕还林、治理坡耕地等措施，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河流输沙量显
著下降，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李忠泰等研究了西汉水 1965－2000 年泥沙特性指出，
径流量和输沙量呈下降趋势，且年内分配极其不均。张明波等评估了 1990－1996 年西汉水
流域水土保持措施的减水减沙作用发现，水土保持措施多年平均减水率为 6.5%，多年平均
减沙率为 44.6%。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是影响流域径流泥沙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全球变暖
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对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以往西汉水水沙研究
多集中于 2000 年以前，针对 21 世纪以来水沙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
对流域水沙影响的综合评估。因此，本文基于谭家坝水文站 1960－2016 年逐月径流量和悬
移质输沙量（以下简称“输沙量”
）数据，以“长治”工程前的 1960－1988 年为基准期，研
究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长治”工程时期（1989－2008 年）和“长治”后期（2009－
2016 年）对流域水沙的影响，以期为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流域概况
西汉水发源于天水市秦州区的齐寿山，流经礼县、西和县、成县、康县，在陕西省略阳
2

县汇入嘉陵江，干流长 287 km，流域面积 10178.0 km ，是嘉陵江的一级支流（图 1）。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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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地处北秦岭南麓，地势西高东低，地质地貌及气候条件从北到南变化较大。西汉水上游地
区的地貌以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主，兼有土石山区，大多地表裸露，土壤由黄褐土及风化的褐
砂石土组成，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中游地区由黄土丘陵沟壑区过渡到土石山区，
系轻切割黄土梁峁中山区地貌类型，为泥石流发育区，河谷以砾石、砂、黏土为主，水流湍
急、含沙量较高；下游地区属陇南阴湿山林区，山高水急，植被覆盖较好，气候湿润，降雨
2

充沛。镡家坝水文站为西汉水控制站，控制面积 9638km ，位于甘肃省成县镡家坝乡，坐标
东经 105.75°，北纬 33.58°。

图 1 西汉水流域和镡家坝水文站位置图

1.2 资料
本文采用的水沙资料为谭家坝 1960—2016 年逐月径流量和输沙量数据，来源于《长江
流域水文年鉴》
。降雨量数据来源于西汉水流域礼县、西和和谭家坝三个雨量站逐月数据，
来源于《长江流域水文年鉴》
，流域平均降雨量采用三站算术平均值求得。
1.3 方法
1.3.1 时间序列年际变化趋势
降雨量、径流和输沙量年际变化趋势分析采用线性趋势检验，线性趋势项为正表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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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增加趋势，为负表示序列呈减少趋势，以线性趋势项的 10 倍表征水文气象时间序列变化
速率。趋势的显著性采用 F 检验，F 检验的 P 值代表时间序列线性趋势的显著程度。P 值越
小越显著；反之，亦然。当 P>0.05 时，表示统计不显著；当 P 值≤0.01 时，表示达极显著
水平；当 0.01＜P≤0.05 时，表示达显著水平，详见文献。
1.3.2 水沙变化影响程度评估
采用线性回归法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化的影响程度。该法基于阶段划
分，将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前的时段（1960－1988 年）作为基准期，
“长治”工程后的时段作
为变化期。基准期内人类活动微弱，可以认为水沙主要由降水控制，因此可构建基准期内径
流量或输沙量（RS）与降雨量（P）的线性关系。
RS=aP+b
式中：a 和 b 为回归参数，由最小二乘法求得。
将变化期内的降雨量代入基准期内的线性关系可得变化期内的计算径流量（或输沙量）；
计算径流量（或输沙量）与实测径流量（或输沙量）的差别则为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同时段
的计算径流量（或输沙量）之差即为降雨量的影响。
2 结果分析
2.1 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年际变化
3

1960－2016 年西汉水多年平均降雨量 564.9mm，多年平均径流量 12.45 亿 m ，多年平均
输沙量 1570.92 万 t（表 1）
。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最大值均出现在 1984 年，分别为
3

1002.7mm，31.50 亿 m ，12000 万 t。不同时期看，1960－1988 年、1989－2008 年和 2009
－2016 年降雨量差异较小，极差仅为 49.1mm；径流量和输沙量急剧下降，1989－2008 年和
2009－2016 年径流量分别下降 36.6%和 41.3%，输沙量分别下降 67.5%和 81.7%。从各变差
系数看，输沙量明显大于径流量和降雨量，表明输沙量年际波动最为剧烈。
1960－2016 年西汉水流域降雨量具有下降倾向，下降速率 11.7mm/10a，但变化趋势不
显著（P>0.05）
。相同时期，西汉水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均呈极显著的下降趋势（P<0.01），径
3

流量和输沙量分别以 1.91 亿 m /10a 和 490 万 t/10a 的速率下降（图 2）
。
表 1 西汉水流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不同时期基本特征
降雨量

径流量

输沙量

时期
均值/mm

变差系数 CV

均值/108 m3

变差系数 CV

均值/104 t

变差系数 CV

1960－2016

564.9

0.199

12.45

0.528

1570.92

1.205

1960－1988

586.2

0.211

15.30

0.435

2422.54

0.944

1989－2008

537.1

0.196

9.70

0.588

786.90

0.876

2009－2016

557.0

0.132

8.97

0.372

443.83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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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60－2016 年西汉水流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年际变化

2.2 不同时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
西汉水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主要集中在汛期（ 5－10 月）
，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
量占比分别为 83.3%、73%和 97.3%。不同时期看，降雨量在三个时期各月变化均不明显，径
流量和输沙量在 1989 年后均下降明显（图 3）
。相比 1960－1988 年，1989－2008 年各月径
流量下降于 21.1%～46.3%之间，2009－2016 年下降于 24.1%～51.2%之间（图 4）
。1989－2008
年输沙量除 1 月、2 月和 12 月外，相比 1960－1988 年，各月输沙量下降于 11.5%～83.3%
之间。
2009—2016 年输沙量除 12 月外，相比 1960—1988 年，各月输沙量下降于 21.7%～95.2%
之间。
相比 1960－1988 年，
1989－2008 年汛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减少 9.1%、36.9%
和 65.5%；2009－2016 年汛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减少 6.6%、41.7%和 80.2%（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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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时期西汉水流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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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治”工程实施后西汉水流域降雨量、径流量和输沙量相对 1960－1988 年变化

不同时期西汉水不同频率径流量和输沙量差异明显。相同频率下径流量和输沙量在“长
治”工程实施后普遍呈整体减少态势（图 5）
。不同频率径流量在 1989—2008 年和 2009—2016
年差异主要分布在低频率（<20%）和高频率（>80%）
。输沙量在 1989—2008 年和 2009—2016
年在各频率条件下差异均较大，在<80%频率条件下 1989—2008 年和 2009—2016 年相对
1960—1988 年减少，在>80%频率条件下相对 1960—1988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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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时期西汉水径流量和输沙量历时曲线

“长治”
工程实施后不同频率输沙量相比 1960－1988 年差异普遍较径流量大。
相比 1960
－1988 年，1989－2008 年各频率径流量减少介于 28%～50.1%之间，2009—2016 年各频率径
流量减少介于 30.7%～51.9%之间；而 1989－2008 年各频率输沙量变化介于-80.5%～165.2%
之间，2009—2016 年各频率输沙量减少介于 14.0%～87.0%之间。

图 6 “长治”工程实施后西汉水不同频率径流量和输沙量相对 1960－1988 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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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化的贡献率
定量评估了西汉水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化的影响（图 7）
。结果表明，相
8 3

比 1960－1988 年，1989—2008 年降雨变化导致径流量减少 2.3×10 m /a，人类活动导致径
8 3

8 3

流量减少 3.3×10 m /a；2009—2016 年降雨变化导致径流量减少 1.3×10 m /a，人类活动导
8 3

致径流量减少 5×10 m /a。1989—2008 年和 2009—2016 年降雨量变化贡献率分别为 40.7%
和 21.3%，人类活动贡献率分别为 59.33%和 78.7%。
4

相比 1960－1988 年，1989—2008 年降雨变化导致输沙量减少 975×10 t/a，人类活动
4

4

导致输沙量减少 660.6×10 t/a；2009—2016 年降雨变化导致输沙量减少 898.2×10 t/a，
4

人类活动导致径流量减少 1080.5×10 t/a。1989—2008 年和 2009—2016 年降雨量变化贡
献率分别为 59.6%和 45.4%，人类活动贡献率分别为 40.4%和 54.6%。

图 7 “长治”工程实施后西汉水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量和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

2.4 影响因素分析
西汉水流域是嘉陵江流域的主要产沙区，历来是长江流域水土保持治理的重点区域。
1989 年，长江流域开始实施水土保持治理工程（简称“长治”工程）
。西汉水流域作为“长
治”工程的首批重点治理流域之一，自 1989 年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封山育林、植树种草、
退耕还林、治理坡耕地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整个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1999 年国家“退耕还林草”政策出台后，西汉水流域大批陡坡耕地退耕为林草地，植被覆
盖度进一步提高。经过 20 年“长治”工程，西汉水植被指数（ NDVI）已由 20 世纪 80 年代
的 0.68 提高到 21 世纪 10 年代的 0.8。植被覆盖度增加导致植被冠层截流、坡面径流阻力
增大，林下土壤入渗提高，地表径流减少，径流侵蚀能量降低，进一步减少了径流坡面产沙
量。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流域土地利用格局发生转变（图 8）
，
2

2

引起流域径流泥沙减少。2010 年相比 1980 年，流域耕地减少 41.17 km ，林地增加 16.78km ，
2

草地增加 12.26 km （表 2）
。陡坡耕地减少，林草地的增加大大改善了下垫面条件，植被拦
截降雨的能力大大增加，起到了显著的蓄水保土作用，进一步使进入河道的径流量和输沙量
减少。
113

图 8 西汉水流域 1980 年和 2010 年土地利用
表 2 西汉水流域 1980 年、2010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1980

耕地

2010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1980 年合计

耕地

3568.55

13.71

39.9

6.43

14.61

3643.21

林地

1.1

1818.61

5.17

0

0

1824.89

草地

30.39

9.34

4442.42

1.04

1.1

4484.29

水域

1.44

0

0

50.08

0

51.52

建设用地

0.55

0

9.06

0

164.47

174.08

2010 年合计

3602.04

1841.67

4496.55

57.56

180.19

10178

变化*

-41.17

16.78

12.26

6.04

6.11

注：变化*表示 2010 年相对 1980 年差值。

点绘不同时期西汉水流域水沙关系，可进一步解释水沙变化原因。西汉水年尺度水沙呈
线性关系（图 9）
，
“长治”工程实施后，散点普遍在 1960－1988 年下方，线性方程斜率项
均小于“长治”工程实施前的线性方程斜率，表明单位径流量的输沙能力降低。月尺度，水
沙关系呈幂函数关系，且散点普遍在基准期下方，同样表明径流的输沙能力减弱。值得注意
的是流域水利工程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径流泥沙发生改变。西汉水流域水利工程主要集中
在中上游。从上游到下游主要水库有 12 处，其中中型水库 2 处，分别为礼县红河水库、西
2

和晚家霞水库，小型水库 10 处；水电站 24 处，均为小型水电站，电站密度 403 km /站。
水库拦沙和调蓄对径流和泥沙年内分配和年际变化产生影响，进一步导致流域水沙减少。
10000

10000

(b) 月尺度水沙关系

(a) 年尺度水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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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尺度西汉水流域不同时期水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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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流域水沙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控制，为了减少水土流失，西汉水流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流域下垫面条件发生极大改变，对流域水沙产沙重要影
响。本文研究了 1960－2016 年西汉水径流泥沙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结果表明，西汉水径流量和输沙量呈极显著的下降趋势，“长治”工程实施后水沙年内分配
趋于均匀。以 1960－1988 年为基准期，1989－2008 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减少 36.6%和
67.5%，2009－2016 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减少 41.3%和 81.7%。1989－2008 年人类活动和
气候变化对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59.3%和 40.7%，对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40.4%
和 59.6%。
2009－2016 年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径流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78.7%和 21.3%，
对输沙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54.6%和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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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部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技术
董亚维 1 王小燕 1 马乐群 2 马卫星 1 陈桂荣 1
（1.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西安 710021；
2.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临潼分中心，西安 710600）

摘要：为规范和加强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监督检查，探究生产建设活动跟踪检查和验后
核查技术方法。综合应用卫星航天遥感、无人机航空遥感和地面调查等技术，对黄河流域在建部管生产建
设项目开展全覆盖监管。本文从在建项目的监管任务、监管内容与方法、监管成果三个方面对生产建设项
目遥感监管技术进行总结。通过对在建项目重点部位或重点防治区进行扰动范围、水土保持措施等解译，
并与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量进行对比，分析判定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合
规性，掌握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为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提供数据支撑，促进生产建设单位
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提高监管实效。
关键词：黄河流域；部管生产建设项目；遥感调查；无人机航拍；地面调查

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定位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把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强国目标，
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等论断。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水利部高度重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和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大力推进生产建
设项目监管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的探索、示范和推广，提出要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把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作为
监管的核心工作，把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作为监管的重中之重，力争监管到位，
以此为生态文明建设，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贡献。
随着高分遥感、无人机航拍、影像拼接与处理等先进技术在水土保持行业的广泛应用，
2018 年起，黄河流域实现在建部管生产建设项目全覆盖监管，对规范和加强黄河流域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督促生产建设单位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具有积
极作用，也为黄河流域全面开展生产建设项目跟踪检查和验收核查工作树立了样板、奠定了
基础。本文根据在建部管生产建设项目全覆盖监管实践情况，对监管内容和方法、技术路线、
监管成果等进行简要总结，以期为推动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推进水土保持管理方式向信息
化、现代化、精细化的转变提供参考。
1 监管任务
应用高分遥感、无人机、移动终端等技术及 ArcGIS、Pix4D 等软件，按照《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技术规定》对黄河流域 100 个部批项目进行重点部位现场调查和监管
取证。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生产建设项目设计资料矢量化、扰动图斑解译，扰动合规性初步判
116

定、无人机航拍、重点部位扰动范围解译、水土保持措施解译、地面调查、合规性分析、数
据处理与入库等。
2 监管内容与方法
2.1 遥感调查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设计资料矢量化、扰动图斑解译、合规性初步分析等。
设计资料矢量化。根据收集到的水土保持方案资料，按照空间定位、地理配准、几何校
正、图形数字化等流程与方法提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边界，并根据水土保
持方案填写项目相关信息，获得具有空间地理坐标信息和属性信息的生产建设项目防治责任
范围矢量图。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获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矢量图，为分析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实施情况奠定基础。
扰动图斑解译。以不低于 2m 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信息源，采用人机交互解译的方法，
获取项目所在区域的扰动图斑，并填写图斑面积、建设状态等属性信息。扰动图斑解译时，
2

2

最小成图面积≥4.0mm 的扰动图斑均需解译；成图面积≥1.0cm 的扰动图斑必须解译；同一
扰动地块（包括内部道路、施工营地等）应勾绘在同一图斑内；弃渣场作为一种扰动形式单
独解译。
合规性初判。将生产建设项目防治责任范围矢量图层与扰动图斑图层进行叠加，初步判
断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合规性。因该项目具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故防治责任范围矢量分析
成果包括未见明显违规、疑似建设地点变更、疑似超出防治责任范围、疑似未批先弃。根据
合规性初步分析成果，选择重点监管项目应用无人机遥感调查开展重点部位现场调查和监管
取证。
2.2 无人机调查取证
依据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和扰动图斑的形状、大小、所处位置，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区的地
形、地貌、风力强弱、气温高低等立地条件和无人机电池续航能力，对项目重点部位进行无
人机航空摄影拍照。无人机航拍时，航向重叠不低于 70%、旁向重叠不低于 40%，以确保获
取项目重点部位清晰可用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和数字地表模型（DSM）。以无人机航拍
的 DOM 为信息源，提取重点部位扰动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取（弃）土场位置、取（弃）
土量、重点区域坡度、坡长、水土流失危害面积等信息；通过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数据对比，
进行重点部位合规性分析，包括扰动范围图斑合规性和水土保持措施图斑合规性。
扰动范围图斑合规性重点判别：
（1）项目扰动范围是否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2）扰动范围与防治责任范围相比是否增加 30%以上；
（3）启用弃
渣场是否为批复水保方案确定的存放地、是否按先拦后弃的原则堆放等；
（4）水土保持措施
图斑合规性重点判别完工项目的植物措施总面积与批复水保方案的植物措施面积相比是否
减少 30%以上；
（5）弃渣场以及监督检查意见和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高度边坡、敏感点
等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是否发生变化，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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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面调查
地面调查主要分为两部分：
（1）对所选生产建设项目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着重收集整
理项目水保方案、相关批复及水保措施情况等；
（2）根据技术规定，对生产建设项目进行现
场复核，对生产建设项目重点部位有关信息进行现场采集，包括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表
土剥离、保存和利用情况，取（弃）土场选址及防护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历次检
查整改落实情况等。
2.4 数据处理
在地面调查完成的基础上，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及水土保
持防治责任范围图，将成果与资料进行分析，检查与资料有无出入，调查是否有补充设计、
变更设计及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汇报等。
2.5 数据入库
依据监管目标和应用需求，检查所有成果的正确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成果质量审核抽
查率要求≥10%，各项检查内容合格率要求≥90%。
2018 年度黄河流域部批在建生产建设项目监管技术流程见图 1。

图 1 2018 年度黄河流域部批在建生产建设项目监管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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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成果与分析
3.1 主要成果
（１）项目监管主要成果。见表 1。

表 1 2018 年黄河流域部批在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主要成果
成果类别

成果内容

成果格式

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

tiff

重点部位无人机航拍正射影像

tiff

遥感影像镶嵌线文件

shp

扰动图斑矢量图

shp

防治责任范围矢量图

shp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图

shp

重点部位扰动范围矢量图

shp

水土保持措施矢量图

shp

生产建设项目汇总表

excel

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

word 或者 PDF，包含方案特性表、项目概况、防治
责任范围图、防治分区图、水保措施布局图等

方案批复文件

PDF 或 jpg

成果报告

项目监管总结报告

word

其他成果资料

监管记录、监督检查意见、监测报告、监理报告、
影音及照片等

影像

矢量数据

水保方案
相关资料

Word、PDF、jpg 等

（2）主要成果汇总。2018 年黄河流域在建生产建设项目监管共选择项目重点部位 693
个，其中弃土（渣）场 454 个，取土场 95 个，施工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其他防治分区
分区 144 处，分别占监管重点部位的 66%、14%、20%。共填写现场监管记录 693 个，形成总
体监管意见 106 个，问题清单 402 个。监管成果及资料汇总情况见表 2。
表 2 成果资料统计表
成果名称（不含矢量成果）

重点部位

监管记录

数量（个）

面积（hm2）

弃土（渣）场

454

1180.6

取土场

95

33.72

其他防治分区

144

1204.7

小计

693

2419.02

弃土（渣）场

454

1180.6

取土场

95

33.72

其他防治分区

144

1204.7

小计

693

2419.02

106

/

弃土（渣）场

235

406.5

取土场

72

33.72

其他防治分区

95

1024.74

总体监管意见

问题清单

影像
水保方案相关
资料

小计

402

1464.96

遥感影像数据

147

/

方案批复文件

96

/

方案报告书

99

/

方案特性表

99

/

119

成果名称（不含矢量成果）

其他成果资料

数量（个）

面积（hm2）

防治责任范围

80

/

小计

374

/

典型设计资料

1376

/

监督检查意见文件

320

/

水保监测资料

695

/

小计

2391

/

3.2 成果分析
（1）防治责任范围矢量化情况。
对收集的 100 个部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整理分析，水土保持方案中有防治责任范围
图的项目有 80 个，占项目总数的 80%，其中 37 个项目防治责任防治图在卫星遥感影像上进
行匹配纠正并进行矢量化上图；43 个项目因收集到的防治责任范围图纸均为示意图，没有
特征点或特征点不足，地理信息不全无法进行矢量化上图，仅进行了示意上图。没有防治责
任范围图的项目有 20 个，占项目总数的 20%。
（2）扰动合规性分析。
对 37 个项目实际扰动情况进行了解译，将解译成果和防治责任范围矢量图进行叠加分
析。31 个项目在防治责任范围内进行扰动，为未见明显违规项目；4 个项目扰动面积超出防
治责任范围 30%；2 个油气开采工程项目可以上图，但扰动边界难以区分，无法进行合规性
分析。
（3）重点部位合规性分析。
对 100 个部管项目的 693 个重点部位进行了现场核查，其中弃土弃渣场 454 个，占重点
部位的 66%，取土（料）场 95 个，占重点部位的 14%，其他防治分区 144 个，占重点部位的
20%。
在 454 个弃土弃渣场中，其中新设弃土弃渣场 86 个，占弃土弃渣场的 18.9%；弃土弃
渣场实际弃渣量超过设计弃渣量 20%的有 9 个，占弃土弃渣场的 2.0%；弃土弃渣场扰动面积
超出防治责任范围 30%的有 7 个，占弃土弃渣场的 1.5%；弃土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进度滞后
的有 39 个，占弃土弃渣场的 8.6%。
从核查结果来看，主要问题存在于弃土弃渣场，所以弃土弃渣场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中的重中之重。
（4）问题清单。
基于监测报告、遥感监管成果、现场检查、核查结果，形成 402 个问题清单，清单中细
化整改要求，逐项明确处理意见，提出“一项一单”整治要求，实行精细化监管，严格坚持
“不整改、不放过”。
（5）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系统。
所有项目成果录入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系统，该系统利
用互联网技术、3S 技术、GPS 技术和 4G 移动网络技术，采用 B/S 框架结构进行搭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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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的监管。录入系统的项目资料主要包括项目基础信
息、方案特性表、督查情况、验收征求意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以及项目其他与水土保
持相关资料等，为生产建设项目督查管理工作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4 结论
（1） 创新核查手段，推进无人机、监管平台等新技术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中的应用。
无人机在生产建设项目监管核查中具有分辨率高、现势性强、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对一
些重点监管对象，如弃渣场，可利用无人机获取亚米级高分辨率影像，经过后期处理生成数
字高程模型、正射影像及实景三位模型等数据，提取生产建设项目扰动面积、水土保持措施、
堆渣高度、渣体方量及水土流失情况等相关数据，可实现对重点监管对象更精细化监管。
黄河流域部管生产建设项目全部录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天地一体化”监管系统，对在
建部管项目从方案审批、监督检查、监测成果编报、验后核查等实施全过程、精细化管理，
初步实现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与实施以及不同时期扰动范围、措施落实等情况的对比分析，
为强化监督管理提供了有效支撑。
（2）坚持应用至上、问题导向，突出核查重点，提高监督管理实效。坚持应用至上、
问题导向的基本原则，采用统一标准、规范管理、成果共享等方式，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
人机技术，获取部管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及时、准确地查清重点防治分区扰动范围
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列出问题清单，督促生产建设单位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重点抽查部管项目弃土弃渣场、取土场、山丘区施工便道和塔基等重点防治分区，准确获取
各区扰动范围、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水土流失隐患等情况，及时纠正了一些建设单位隐瞒现
场、监测数据不实等问题，增强了监督检查的威慑力，提高了监督管理实效。
（3）探索与实践不断融合，以实际行动响应“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
召。从水利部 2015 年初步提出“天地一体化”信息化监管，到 2018 年初步形成一套先进的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业务技术流程，到 2019 年、2020 年覆盖全国的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遥感监管，基本建立了协同一致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业务工作模式，建成支
撑有效、信息共享、监管有力的生产建设项目监管信息化体系。
在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示范阶段技术路线探索到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全国覆盖这一过
程中，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监管始终将创新与工作实践相结合，通过综合应用航天航空遥
感和地面调查，上下协同、信息共享，基本摸清了全流域生产建设项目建设状况和建设动态，
为 2020 年开展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整治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数据
基础，是以实际行动响应“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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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融合建模在水利枢纽高精度三维重建中的应用
钟 良 1，2，3，4 雷苏琪 5 王 成 1，2，3，4 魏伶芸 1，2，3，4

（1.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武汉 430010；2.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
任公司，武汉 430010；3.国家大坝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10；4.长江卫星遥感应
用研究中心，武汉 430010；5.国家能源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万安水力发电厂，吉安 343800）

摘要：中国是拥有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利枢纽遍布全国水网，在防洪、灌溉、发电、供
水等方面发挥着巨大效益。水利枢纽管理朝着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对空间信息数据需求由传统的二
维逐步过渡到三维，传统的方法难以获取水利枢纽高精度三维模型，因此本文研究了无人机低空摄影与三
维激光扫描数据融合生成水利枢纽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方法，试验表明，基于可变高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
与三维激光扫描的多源联合建模技术能有效地解决水利枢纽高精度三维空间数据获取难题，进而实现融合
构建高质量三维模型，为水利枢纽的可视化运维管控提供高精度三维数据支撑。
关键词：水利枢纽：低空遥感：多源数据：高精度：三维

1 引言
水利枢纽是调控水资源时空分布、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工程设施。中国是世界上水利
枢纽建设规模最庞大的国家之一，依照水利部《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中国已建成的
水库大坝达 9.8 万余座，是拥有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水利枢纽遍布全国水网，在
防洪、灌溉、发电、供水等方面发挥着巨大效益。然而大多数水利枢纽都建设于复杂的水文
和地质环境中，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常引入三维 GIS 的手段以提高对水利枢纽运行管理和监
测，因此如何获取一个高精度的三维可视化模型以提高水利工程的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一
直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所而临的挑战。
精细化重建的目的是获取目标场景的精细三维结构信息，与其他三维信息获取方法相比，
基于影像的摄影测量方法具有低成本、高精度、非接触、数据处理方便、直接带有纹理信息
的优势。为获取场景目标的高分辨率、高质量影像，现有方法一般采用倾斜摄影测量或近景
摄影测量来进行数据采集。倾斜摄影测量通常使用五镜头相机拍摄数据，一次曝光就可以获
取目标场景的多视角影像，对大范围目标场景的数据采集效率较高。此外，倾斜相机的使用
让其能采集到建筑物的侧面纹理数据，有利于建筑物的精细化三维重建。但倾斜摄影测量也
存在不足：越靠近建筑物底部，倾斜影像中纹理的缺失和变形越严重；针对某些特定场景，
如流域重点水利枢纽、高边坡等，倾斜摄影测量拍摄的无效影像远多于有效影像；不适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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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独立或相对较小的目标进行数据采集。
大多数地基激光或近景摄影测量常用于距离在 100m 内的地面测量，随着地基激光及非
量测数码相机的发展而被广泛应用于三维测量和高精度测量领域，包括工程工业、文物保护
等方面。虽然地基激光及近景摄影测量的理论和方法在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但其在工程应
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大型水利工程目标（如高边坡）拍摄困难，需要频繁地移动扫
描或拍摄基站，甚至于搭建脚手架以完成数据采集，导致扫描、拍摄的灵活性小、效率低、
成本高；拍摄时需要保持离目标较近的距离，在稳定的平台上进行扫描及拍摄，因此在一些
无法找到合适平台的特殊场景中难以开展工作。
传统摄影测量的数据获取手段在对非常规地面（如滑坡、大坝、高边坡等）或者人工物
体表面（如建筑物立面、高大水工建筑、地标建筑等）等目标进行精细化数据获取时存在局
限性。随着无人机技术和系统的发展，这一灵活方便的数据获取手段为摄影测量注入新的活
力，甚至出现了无人机摄影测量这一概念。相对于传统摄影测量的数据获取手段而言，无人
机具有云下飞行、成本低、使用灵活、高机动性、时效性强、高空间分辨率以及降低外业人
员危险等优势，更适合小范围内大比例尺精细化地理信息数据的获取。但通常无人机摄影测
量在数据获取时仍采用常规竖直航摄的飞行方式，因而对非常规地面或者复杂人工物体表面
进行精细化观测时，往往需要人工控制无人机飞行以拍摄数据，对操作人员要求高、无法保
证数据获取的质量，且费时、不安全。
上述现有的三维实景建模方法存在数据采集效率低、生产成本高、建模周期长、建模精
度难以保证等问题，无法满足水利枢纽智慧化管理及当前各类监测应用所需高质量实景模型
需求。三维激光扫描和无人机摄影测量是应用最为普遍的三维测量技术方法，两类技术方法
在数字建模、考古挖掘、地形测绘、文物保护以及灾害评估等诸多领域实现了突破性的应用
进展，上述技术的成熟应用，使得水利枢纽快速、高效、精确、高精度的三维实景建模成为
可能。为了更好地服务水利枢纽的建设和管理，实现高细节、高质量的三维实景模型，本文
利用无人机低空摄影结合激光雷达的高精度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激光雷达和低空摄影的技
术优势，在国内外现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动化建模关键技术的研究，最终形成基于
无人机激光雷达和低空摄影数据的水利枢纽自动化建模技术路线，实现精细三维模型的快速
构建，并应用于水利枢纽的建设管理中。
2 技术路线
低空摄影技术与激光雷达技术进行高精度融合建模的方法是利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技术
做水利枢纽大范围数据采集，获取初始地形模型，而后利用初始地形设计精细航线，开展无
人机低空摄影及无人机激光数据采集，预处理后融合两次作业成果后，进行精细的三维重建，
最终获取高精度的三维枢纽模型。技术路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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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无人机低空数据采集
因水利枢纽存在较大的高程变化，不能再用统一的航高进行航摄，需让无人机在低空沿
目标表面飞行，同时还需要调整无人机机身或无人机相机的角度以保证贴合目标表面拍摄。
为保证无人机安全，需在目标初始场景信息的引导下进行航迹规划，设置无人机拍摄时的位
置、拍摄时的摄影姿态等参数，根据目标表面的特点，设计对应的低空航迹规划方法。
首先根据已有的目标物参考地理信息资料以及现场勘查得到的信息，操作无人机进行常
规的摄影测量拍摄，获取水利枢纽目标范围内的低分辨率无人机影像成果。利用采集的低分
辨率无人机影像进行空中三角测量和密集匹配，得到水利枢纽目标初始的地形数据信息。获
取地形信息的起伏及坡面情况之后，根据坡面的角度，自动计算得到无人机的拍摄位置及相
机姿态，并计算得到无人机的三维航迹，以此为依据导入无人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即可自动
进行无人机低空摄影，得到超高分辨率的目标影像。
将数据计算之前，要对影像数据进行检查，准备好需要的数据表，该数据表包括影像对
应的 POS 数据，影像信息、传感器信息、坐标信息等。
2.2 无人机激光数据采集处理
（1）利用低分辨率无人机影像进行空中三角测量和密集匹配，得到水利枢纽目标初始
的地形信息后，设计水利枢纽激光数据采集航线，开展高精度激光点云数据采集。
（2）冗余点云删除：扫描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获取大量与水利枢纽无关的冗余点云数
据。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分割原始点云，将枢纽点云分离出来，删除剩余的大量冗余点云数
据。
（3）点云分割：冗余点云删除得到枢纽点云中仍然存在大量与监测对象无关的点集。
如枢纽周围的车辆、行树、电线等都会反射激光脉冲，形成无关的点云簇。为了消除无关点
集对后续高精度三维建模产生的影响，需要将其标记出来并予以删除。
（4）点云去噪：通常点云中仍然混杂有两大类噪声，即大尺度噪声和小尺度噪声。可
利用半径滤波、统计离群点剔除算法等去除大尺度噪声，利用拉普拉斯算子等算法减弱小尺
度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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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源数据融合建模
（1）将影像和与之对应的 POS 数据分别导入空三软件，进行相对定向。
（2）基于激光点云数据，对空三加密相对定向后的三维倾斜影像进行绝对定向。
（3）将上述处理的点云数据和超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导入三维实景建模软件中处理，构
建三维实景模型。
3 试验验证
本次试验以我国西南地区在建的某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为例，由于现场坝高山陡，难以寻
找合适的拍摄平台，因此其水利枢纽建立现势性强的精细三维模型具有较高的挑战。
硬件设备：大疆无人机 M300RTK 无人机，光学 P1 和激光传感器 L1 载荷。
软件设备：飞行控制软件为大疆 Terra、数据后处理软件为 ContentCapture。
飞行作业参数：无人机低分辨率影像获取时，飞行高度 300m，飞行速度每秒 15m，重
叠度 50%；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获取时低空飞行相对高度 20m，飞行速度每秒 7m，重叠度
70%。无人机激光获取时飞行相对高度 150m，飞行速度每秒 5m、航带重叠率 20%、三次回
波、重复扫描。

图3

低分辨率影像获取

图4

图5

超高分辨率影像获取

激光点云数据获取

最终获取影像分辨率优于 1cm，采集点云密度 200 点/m2，在影像和点云的预处理后，
将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导入 ContextCapture 软件进行相对定向，再导入点云数据绝对定向后，
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成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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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利枢纽建模成果展示
图6

（b）水利枢纽细节影像展示

（c）水利枢纽建模细节展示

基于激光点云和影像的联合建模成果及细节展示

通常基于低空摄影的三维模型在有遮挡或阴影区域易出现明显的扭曲变形、拉伸或空洞，
而低空摄影与三维激光扫描点云融合后构建的模型能真实反映建模实体的外观细节，模型观
感与原物体保持一致，同时弥补了水利枢纽低空摄影模型易出现底部结构丢失、立柱横梁等
复杂结构处细节缺失问题。试验结果表明，无人机获取的激光点云可以有效修补缺失的影像
点云，低空摄影与地面激光点云融合建模可以明显地提高水利枢纽模型的精细度。
4 结论
鉴于水利枢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采用常规测量手段建模难度大，作业效率低，且细节
易丢失，而基于可变高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与三维激光扫描的多源融合建模技术能有效地解
决水利枢纽高精度三维空间数据获取难题，进而实现联合构建高精度三维模型。获取的高精
度三维模型不仅可进一步集成应用于水利水电项目三维 GIS 运维监管系统，为主管部门和
企业单位提供“所见所得”的可视化场景，满足高效、高分辨率、智能化的数据需求，而且
可为远距离、非接触条件下的水利枢纽表面缺陷检测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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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天地一体化”架构下的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体系构想
姚 赫 周 媛

张 勇 孙 宇

杨丽娜 杨 昕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武汉 430010）

摘要：生态恶化正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有效监控监管生态环境变化，尤其是人为影
响因素的监控，生态监测网络建设成为当前国家监测事业发展的热点。文章提出了“天地一体化”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架构，并重点探讨了高、中、低空遥感影像结合，监测自动化建设，天地一体化
通信及数据传输等技术，指出了“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天地一体化监测；水土保持；自动化

0 引言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生态状况、环境
质量、重点污染源监测全覆盖。水土保持监测是生态环境监测的重要一环。同时较于气象监
测和水文监测，水土保持监测具有监测对象区域分异性大，受影响因素多，监测设备自动化
程度低，监测及预报理论不成熟等特点。水土保持监测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人工基础数据
收集阶段，数据来源保障性和准确性都较差。为提高水土保持监测的自动化、信息化水平，
基于“天地一体化”构建水土保持监测是未来发展方向。
“天地一体化”不仅在气象监测上应用广泛，在水资源、水环境、导航、公安、应急通
讯、测绘、尾矿库安全评价等方面也被大量探索和应用。在水土保持工作上，姜德文、李智
广等引入“天地一体化”概念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上，并在实施方案和技术上进行
了探讨。
流域水土保持监测数据对于指导流域经济规划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随着“长江经
济带”建设理念的提出，流域管理对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本文提出了生产建设项目“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架构及方法，在整合遥感卫片
大尺度观测、无人机高精度测量、自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常规巡测和移动加测等星地监测
体系的基础上，扩展了监测体系内涵，在传统监测体系的基础上补充了标准和网络保障体系
等保障环境内容，突破了各项技术应用性不强的障碍，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1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架构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的关键是各种监测技术的集成和监测信息数据的集合，搭
建网络管理平台是一种高效的方式。
“天地一体化”网络平台的构建基础是对“天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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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
“地基”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结合（如图 1）。
“天基”监测包括遥感影像解译和新兴的数
字地球技术，
“空基”监测包括高空拍照（航片）和新兴的无人机航测技术，
“地基”监测主
要为借助地面设施设备进行监测，
“地基”监测可以分为传统的人工监测和新兴的自动化监
测。
径流泥沙自动监测仪
土壤厚度监测仪

远程监控

雨量计

其它地基传感器

无人

地基监测

航片

遥感影像

空基监测

数字地球

天基监测
数据采集

设备管理

标准化
规范化
数字化
可视化

文件管理

自动镶套技术
红线上图技术

协同管理
遥感影像接收处理平台
地图管理

数据预处理层
设备自动检测
GPRS

北斗卫星数据传输

互联网

数据传输层

数据压缩技术

智能管理层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系统

水土流失量及预测、预警算法开发

图 1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系统架构

构建的网络平台基础是提供各种监测信息接入的接口，如图 1 所示，
“地基”接口可以
满足人工数据输入和自动化设备监测数据的传入，“空基”和“天基”监测信息在当前阶段
需要进行人工处理，即在遥感影像接收处理平台上进行处理（影像校正）后再发布在“天地
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系统上进行监测信息展示，展示信息包括项目占地红线、水土保持防
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置、水土保持监测设施布置、水土保持自动监测设备位置及功能等
信息。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平台的主要功能层次包括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数据传
输与接收、监测信息管理、监测信息展示。管理功能包括设备管理、文件管理、协同管理、
地图管理等管理功能。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平台的重点是监测信息的处理、展示以
及决策管理。
2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的关键性技术
2.1 高、中、低空遥感影像结合使用
相对于气象、水文的“天地一体化”监测，水土保持的“天地一体化”自动监测明显受
制于复杂地形、地貌、地物等监测因子的提取。当前对于地形、地貌的提取依托于“地基”
全站仪、RTK 等，对地物的提取则依托于人工实地查勘，这些方法耗时耗力，精度一般且成
本较高，在大面积提取地形、地貌、地物时这点更为突出；
“空基”和“天基”地形提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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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热点，也是水土保持监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下无人机发展的热潮，使“空基”监测变得更为科学可行；而国家“大航天”的战略，
使得搭载更多测绘及光谱设备的卫星遥感成本明显降低。这些都利于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的发
展。当前无人机及遥感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上的应用仅停留在照片佐证和占地扰动
红线确认上，
“空基”
、
“天基”监测技术发展严重滞后。空基和天基水土保持监测均可归类
为遥感监测，天基为高空遥感，空基为中、低空遥感，推进水土保持监测技术发展的关键是
高、中、低空遥感技术的结合。
卫星遥感具有多光谱、面积大、受天气影响小、技术成熟等优点，同时具有价格高，非
同步卫星受重访周期影响等不利因素，卫星遥感影像用以提取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变化
等优势较大，需配套的技术为植被光谱自动识别，地物标志简化等技术；无人机遥感具有精
度高、费率低、针对性强等优点，同时又具有监测面积小，耗费人力多、监测标准规范缺乏
等缺点，无人机遥感用以监测重点区域（如弃渣场）的变化具有极好的应用前景，需配套的
技术为无人机影像自动纹理化，基于控制坐标的路线设置等技术。要有效结合卫星遥感与无
人机遥感的优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必须建立统一的坐标系。在统一的坐标系上通过同一平台发布，不仅有利于不同
尺度影像的拼接和镶嵌，也利于征地红线等关键信息上图；
（2）必须确定影像拼接和镶嵌的精准。在同一比例尺条件下，进行影像拼接，人工或
者自动镶嵌，保留影像的多层次信息，便于后期的展示和数据的处理；
（3）必须做好监测信息和数据的深挖掘。影像所包含的地形坡度、植被覆盖、场地硬
化等数据必须充分结合水土保持监测因素，如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需提取坡度和高程等
数据，多光谱卫星遥感影像需提取征占地情况、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数据，通过挖掘的数
据进行监测分区，如根据工程工艺类别进行 1 级分区，根据地形及植被覆盖进行 2 级分区，
根据坡度 DEM 进行 3 级分区，通过精准细分监测分区，可大幅提高监测及预报精度。
2.2 水土保持监测自动化
当前水土保持监测自动化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仍停留在试验水平，大多数自动监测设备
均为监测要素的收集，并配合站（驻）点人工采样的数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这种自动化监
测短板明显，主要表现为人工依赖度高，自动化程度低，监测及预报误差大，设备价格高昂，
性价比极低，推广使用前景较差。
生产建设项目“天地一体化”自动监测根据数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自动化遥
感影像发布和地基设备自动监测。自动化遥感影像发布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很难实现，目前尚
需借助 GIS 平台进行处理后发布，这也是制约“天地一体化”自动化的瓶颈。
地基设备自动化监测，是借助一定功能的传感器，获取地面观测点的监测数据的方法，
地基自动化监测设备包括用以取代径流小区人工径流泥沙收集的径流泥沙自动监测仪，取代
插钎法测土壤流失厚度的土壤厚度监测仪，取代人为观测的远程监控设备，以及雨量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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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计等土壤侵蚀要素收集设备。
监测自动化建设的核心是遥感影像的处理和自动监测设备数据的处理。当前遥感影像解
译技术大环境尚未达到自动解译的水平，“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自动监测系统搭建的影像
接收处理平台应具有经 GIS 平台发布的影像接口，发布的影像能自动镶嵌；做到生产建设项
目征地红线、扰动防治范围红线等硬性范围及属性自动上图。“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自动
监测系统配套的地基自动监测设备应囊括水土保持监测相关技术指标的要求，监测内容包括
径流小区径流泥沙的监测、表层土流失厚度监测、渣场监测定期监控等。监测影像和地基监
测数据的处理应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指标直接挂钩，用遥感影像自动判断扰动地表
面积、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植被覆盖率、林草恢复率，用远程监控技术监
测拦渣率，用地基设备监测计算水土流失侵蚀模数、水土流失控制比。
2.3 信息传输系统的构建
鉴于“天地一体化”地基自动监测设备一般需布置在野外管理水平低、基础设施配套较
差的区域，且通常多设备分散布置，尤其在线性工程或者大面积扰动的工程项目，信息传输
是“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自动监测系统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以下列举几种常用的通信方
式（见表 1）
。
表 1 常见远距离通信方式
技术指标
传输速率
传输距离

可靠性
成本
实施及维护
适用环境

通信电缆
（双绞线）
1Mps
几个 Km

可靠性高

光纤通信

无线

GPRS

几个 Gbps

Kbps

115Kbps

可长距离通信

可靠性高

低

高

涉及路面开挖、移

涉及路面开挖、移

杆，实施维护难度高

杆实施维护难度高

适宜于站内通信

几个 km
可靠性中等，受天气
和其它因素影响

GPRS 网内无限制

北斗卫星
528bit/min
目前覆盖亚太
地区

可靠性中等，同时通
信数量过大时，通信

可靠性高

质量下降

中

中

低

简单

简单

简单

适合配电主干通信

城市建筑影响较大，

适合不带控制的配

基本不受环境

或新建线预先埋设

适宜郊区和农村

电监测系统

限制

“天地一体化”系统搭建应根据监测需要、地基监测设备性质、布点周边配套条件，合
理选择通信方式。如需要重点实时监测的区域，布置自动远程监控设备后，应优先采取无线
网络或 GPRS 传输；而在偏远地区进行径流泥沙和土壤厚度采集的设备，为降低通信设备架
设和日常维护成本，优先采用北斗卫星系统传输。由于位于分散大面积监测占监测工作主流，
因而北斗卫星传输是“天地一体化”地基设备自动监测的主要通信方式。受限于北斗系统传
输速度，为保证监测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地基监测设备采集的数据需进行简化和压缩预
处理，在进行处理后通过北斗数据传输机进行发送。
3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的推广及技术发展方向
当前绝大多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仍停留在人工监测、专家估判阶段，“天
地一体化”水土保持自动监测工作推广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在生产建设项目的应用应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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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深入、逐步推进”的理念，在水土保持监测精度标准要求较高的生产建设项目优先推
广。推广的同时也应紧跟技术发展，不断提高精度、降低成本，使“天地一体化”监测能在
市场竞争中具有显著优势，进而全面推动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技术换代。
3.1 优先推广试点区域
（1）环境敏感区域。
环境敏感区域对水土保持的要求较高，通常采取提高标准来防护，“天地一体化”水土
保持监测系统的地基自动设备实时监测对于提高环境敏感区域的监测水平和精度，及时响应
可能出现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具有明显作用。
（2）地形险恶区域。
部分生产建设项目位于地形险要的地带，人工布点及监测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天地
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的天基、空基监测，同时合理在布置地基自动监测点，能够在达
到高监测精度的前提下，保证人员设备财产安全。
（3）长线性、大面积扰动的工程区域。
对于长线性、大面积扰动的生产建设项目，常规监测人力成本高，暴雨条件下监测频次
难以保证，同时监测效果差，预报精度低，“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自动监测可以全线同时
布点监测，通过北斗卫星和互联网及时反馈监测数据，有效监测，精准预报。
3.2 发展方向
“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自动化网络化建设目前还存在一定瓶颈，主要表现为遥感
形象处理发布和监测数据的管理和开发，在今后水土保持监测中应作为重点突破方向。
（1）在天基和空基影像处理方面，自动纹理化和自动地物识别技术将是“天地一体化”
监测发展的重点方向。当前水土保持监测对于遥感影像的处理仍依托于人工解译，并进行实
地校验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影像尺寸较大时，工作量极大，严重限制了水土保持监测行业发
展。要突破人力限制障碍，应进一步规范遥感解译地物识别技术，建立地物光谱数据库，开
发多光谱自动纹理分析，集成解译成果自动生成和发布技术。
（2）在监测数据处理方面，强指向性、高智能化是水土保持监测服务的发展方向。当
前生产建设项目监测产出的结果仅包含六项指标、扰动地表面积等简单结论，数据利用程度
不高，对建设单位的工作指向性不明确，应提高监测数据利用率，给出针对性的水土保持工
作方案，如定期发布宜迅速绿化区域示意图、水土流失强烈区域图、水土流失预测等。
（3）在监测成果展示方面，动态直观是“天地一体化”水土保持监测监管的发展方向。
将水土保持自动监测数据直接反应到遥感影像上，并给出项目扰动范围、水土流失程度、取
土弃渣变化等动态图像和数据结果，结合六项指标的动态变化，全面展示项目水土流失情况，
给工程宏观决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直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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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房山滑坡影像判读及防治思路
张 歆1 张 澍2
（1.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武汉 430010；2.长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430010）

摘要：九房山滑坡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外纳乡稻畦子村。复杂的地形条件、岩石地质和地质构造
环境，软硬相间的易滑地层，新构造运动和地震是九房山滑坡形成的直接原因，而近年来人类不合理的异
常活动，特别是由小型农田灌溉工程引起的地表水下渗，是九房山老滑坡再次复活的主要原因。在TM多光
谱与全色融合影像的基础上，参照地形图，可以准确进行滑坡判读和分析。防治思路是以监测预警点为依
托，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实施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①边坡防护防止风化；②截引地表径流；③排除
地下水；④清除或削坡减荷与压脚；⑤支挡和固结灌浆；进一步加强科研和宣传培训工作。
关键词：九房山；滑坡；影像判读；防治思路

九房山滑坡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外纳乡稻畦子村，北距武都县城 52km，在白龙江
左岸，处于白龙江与杜家沟交叉处，国道 212 线从滑坡底部通过。滑坡体基本呈圈椅状，坐
北朝南布局，
初步判断主滑方向为向南偏东 55°，滑体后缘上部高程 1320m，
底部高程 876m，
相对高差 444m，主滑方向上部滑体坡面平均坡度 40°，中部 55°，下部 60°，局部地方达
80°左右（村庄房屋背后）
，滑体前缘宽 350m，中部均宽 450m，主滑方向斜长 1050m，滑坡
2

面积 48hm 。根据滑动面情况和地质地形分析，该滑坡深度平均达 70m，由此推算滑体总体
3

积约 3400 万 m ，属大型滑坡。该滑坡直接威胁稻畦子村及其小学 1200 余名村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特别是次生灾害更危及白龙江的河道安全。
1 TM 影像判读
在长江流域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站开展的嘉陵江流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项目中，武都区位
于 TM 影像 129／037 景范围内，采用 2003 年 9 月的 TM 多光谱影像（分辨率 30m）与全色影
像（分辨率 15m）进行融合，得到分辨率为 15m 的融合影像，以便充分利用 TM 全色影像的
高分辨率（15m）与 TM 多光谱影像的多光谱优势。该滑坡在影像上有明显的特征，可以参照
相应 1∶50000 地形图进行判读。
地形图等高线特征呈现出与周围高差变化较大，整个滑坡位于一个沟槽中，后壁下部有
一个大型滑坡洼地，上部地形起伏较大，现为林地、草坡及坡耕地，中部两侧冲沟发育，下
部为坡耕地和村庄。滑坡体形状呈不规则的圈椅状，对照 TM 影像，目前滑坡体上有片状林
地、大块坡耕地及草坡，还座落着稻畦子村庄，总体上是一个位于松散岩土体组成的斜坡上
的巨大的滑坡体，呈灰白色或浅蓝绿色明亮色彩，内有斑点状影纹，人为活动迹象较多（见
图 1、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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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畦子

图1

九房山滑坡地形特征

图2

九房山TM影像特征

在地形上，滑体基本形成为 3 个台阶。高程 1200～1320m 之间为滑坡上部第 1 台阶，滑坡体
坡度约 30°，其上横向拉张裂缝分布较多，最大宽度达 50～70cm，坡体上原有 1 个圆形水
池因渗漏完全报废，其间渠道也已破碎断裂不能使用，坡体表面基本为角砾和黄土堆积，并
分布有较大的坍塌巨石等，未被开垦利用；高程 1150～1200m 之间为第 2 台阶，坡度较缓，
约 20°左右，其中的 1 个圆形水池有一均宽为 30cm 的裂缝将水池一分为二，裂缝走向东偏
南，其间有 2 条较大的纵向裂缝，宽度在 40～60cm 之间，深度较大，走向与水池裂缝走向
基本正交，渠道也已报废，原桔园管理用房大部分已坍塌，坡地大部分为梯田或水平台，栽
植有各种经济果木，但由于灌溉渠道破坏而大部分没有挂果；高程 1150～876m 之间为第 3
台阶，坡度相对较陡，在 50°～80°之间，滑体表面非常破碎，砾石较多，除下部有局部
梯田和部分台阶地外，其余均为破碎的滑坡坡面，有少量灌木和经济果木。在第 2 台阶至第
3

3 台阶交界处，有明显的滑坡局部剪出现象，数 10m 的巨石临空而置，其右方以下约 30m 处，
也有一处明显剪出口，并有泄漏、崩塌现象，目前活动趋势明显。
2 滑坡成因
2.1 滑坡的发育条件
（1）地形条件。该处滑坡地形比较典型，呈圈椅状布局，后部山体特别陡峭、东部沟
道侵蚀严重，西部边坡也比较陡峭，整个滑体相对高差大，约 444 余 m，前端靠近白龙江，
仅距 20～40m。强烈的构造上升运动和白龙江河流下切作用造就了该处山高坡陡、3 面临空
的不稳定地形，给上部覆盖的黄土角砾堆积层提供了滑移条件。
（2）岩石地层。本区域地层下部基岩主要为火山岩，上部是千枚岩、板岩以及部分灰
岩等。滑体主要以千枚岩、板岩和部分灰岩为基底，上部覆盖角砾石堆积层和黄土堆积层，
硬质不渗水的基底与其间的含砂层、砾石层、黄土层共同形成了易滑地层，上部地表水通过
软弱破碎的堆积层下渗后，滑动面的含水量增加，土壤抗滑力降低，促进了滑坡的发育与活
动。
（3）地质构造。九房山滑坡在地质构造上处于武都弧形构造和文县弧形构造之间，并
受附近南北向两个张性断裂和压性断裂的复合影响，地壳运动活动剧烈，地震频繁，成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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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发育及活动的内部动力。资料表明，本区域挽近期构造运动每年平均上升 0.6～0.8mm，
造成了滑坡、崩塌及不良地质现象的频繁发生，如九房山斜对面白龙江右岸，就有 1 处雀楞
坎滑坡正处在活动时期。
（4）植被条件。本区域山体上由于大部分地段黄土覆盖层较薄，林草覆盖率较低，仅
有的一些可耕坡地，大都开垦为梯田或台阶地，栽植经济果木花椒及橘子等，但总体分布却
较少。滑动体上栽植的经济果木由于缺水大都干枯荒废。
（5）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由于滑体表面比较破碎，裂缝、洞穴分布较多，加之人为修
建的梯田、水平台、道路、平坡整地、修建房屋等，滑体表面的水体（包括降水）基本上渗
入滑体内部，特别是为桔园灌溉需要，自滑坡后缘壁东面，当地居民修建了 1 处自流引水工
程，并配套了完善的数百米渠道和 5 个较大的蓄水池等工程，1993 年以前常年有水引至滑
坡体进行灌溉，导致了滑体内部水分的急剧增加，是该滑体近几年活动剧烈的直接原因之一。
2.2 诱发因素分析
（1）降水因素。滑坡区距离陇南市武都城区约 52km，降雨量大体与市区相同，多年平
均降雨量为 500mm 左右，降雨特征表现为年内降雨分布不均，6－9 月占多数，并以高强度
降雨和集中降雨居多，降雨径流直接通过广泛分布的滑体裂缝、洞穴直接下渗至滑动面，加
上水池、水渠的严重渗漏以及不合理的灌溉方式等，加速了滑坡的活动。
（2）地震因素。陇南地区是甘肃省著名的强地震烈度区，历史上地震活动也异常活跃，
据统计武都有历史记载的地震达数百次，地震烈度在Ⅶ度以上的就有 4 次，造成了人畜伤亡
的有 15 次之多。地震是滑坡的形成、复活和活动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滑坡灾害预测
3

目前九房山滑坡前缘靠近白龙江，仅距 20～40m，体积约 3400 万 m ，滑体两侧沟道侵
蚀逐年加剧，滑舌前端已显现临空面和剪出口之势，表明已处于不稳定滑动状态，若遭遇阴
雨、大暴雨及地震，极易引发局部甚至滑坡大面积失稳。届时，哪怕仅有 1/10 的滑体物质
剪出坠江，都会堵塞白龙江河道，形成堰塞坝，引发上游涨水而淹没良田；下游断流，堰塞
坝溃决后，将对下游及周边地区造成灭顶之灾，危及数万人员、数百公顷农田的安全，带来
数亿元财产损失。
4 防治思路
4.1 以监测预警点为依托，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工作
1991 年建成投入运行的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滑坡、泥石流预警系统，形成了
以监测预警站点为依托，以群测群防为基础的防灾减灾体系。为确保九房山滑坡的防灾减灾
工作有效开展，必须将其纳入上述预警系统，初步形成政府负责与部门协作相结合的县、乡、
村 3 级群测群防组织、管理网络，为九房山滑坡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聘请一
批责任心强的群防员和看守人员，为群防点树立标志碑，并制订出相应的防灾减灾预案。
4.2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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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预防为主。九房山滑坡防灾减灾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防治”
的原则。九房山滑坡暂未被立项实施治理，建议首先整体搬迁避让，减少对滑坡体的扰动，
既能使居民免受滑坡灾害，又改善了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然后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遵循因
地制宜、适地开发利用土地的原则，滑坡体 25°以上坡地全部退耕还草，建立生态牧草园；
部分坡耕地可改成旱作梯地，以达到防渗和减荷的目的，降低滑坡活动强度。
（2）工程措施。①边坡防护防止风化。为了防止软弱岩石风化，可在人工边坡形成后，
用灰浆或沥青护面，或者在坡面上砌筑一层浆砌片石，并在坡脚设置排水设施，排除坡体内
的积水。②截引地表径流。在变形区 5m 范围以外修筑截水沟，将地表水和泉水及时引出坡
体。为了减少地表水下渗并使其迅速汇入排水沟，应整平夯实地面，并用灰浆粘土填塞裂缝
或修筑隔渗层，特别是要填塞好延伸到滑动面（带）的深裂缝。③排除地下水。针对九房山
滑坡深 40m 和滑体物质特点，可考虑采用水平钻孔（平孔）排水平孔排水的布设形式有单层、
多层、平行状或辐射状等，也可采用砂井与平孔联合排水方式。④清除或削坡减荷与压脚。
斜坡上的危岩或局部不稳定块体，可清除。若清除困难或不可能时，可支撑加固以防止其坠
落，以免影响坡体稳定和建筑物安全。⑤支挡和固结灌浆。支挡建筑物有挡土墙和抗滑桩；
固结灌浆可采用电化学加固法和冻结法，也可采用焙烧法。
4.3 加强科研和宣传培训
以九房山滑坡为典型，加强防灾减灾的科学研究，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将日渐成
熟的遥感解译技术和村民生活实践中积累的滑坡预警常识和发明相结合，提高预警预报准确
度和防灾减灾工作水平。研究治理模式，总结推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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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河长制河湖监测中的应用
徐卫红 杜晓鹤
（1.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2.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摘要：遥感技术可全面、及时、高效、动态、科学地监测河湖状态，提高河湖管理和保护的工作效
率、精细程度以及现代化水平。根据河长制的工作任务，讨论了遥感技术应用在河湖岸线、河湖“四乱”
、
水体“水华”监测中的可行性及其实施方法，以期为精细化、网格化的河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河长制；遥感技术；河湖监测；四乱

1 河长制的提出
3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2020 年，我国水资源总量达 31605.2 亿 m ，其
3

3

中，地表水资源量 30407.0 亿 m ，地下水资源量 8553.5 亿 m ，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
3

量为 1198.2 亿 m 。河湖水系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
2

2

流域面积 50km 及以上的河流共 45203 条，总长度达 150.85 万 km；流域面积 100km 及以上
2

的河流共 22909 条，总长度为 111.46 万 km；流域面积 1000km 及以上的河流共 2221 条，总
2

2

长度为 38.65 万 km；常年水面面积 1km 及以上的湖泊 2865 个，水面总面积 7.80 万 km 。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河湖水系及其承载的水资源被极大的
破坏，导致河湖逐渐萎缩甚至断流与干涸、水污染日益加重、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随着
河湖功能退化、水环境恶化、水生态系统紊乱等水问题的叠加与累积，致使我国人类社会与
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水危机、保障水安全，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7 年又印发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
长制的指导意见》
，以期通过“一河（湖）一档”、“一河（湖）一策”的形式，加强水资
源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综合整治、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
2 遥感技术的必要性
至 2018 年底，我国已全面建成河长制，部分河湖已消除黑臭脏现象，水质也得到了明
显提升，河湖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实践表明，河长制符合我国水资源综合管理的需求和要
求，可有效解决我国水治理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在河长制建设过程中，我国构建并上线了河
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形成了数字化的河湖管理模式。
在河长制实施之初，河湖监测一般采用人工巡查的方式，通过沿着河湖岸线定期或不定
期的调查，以此获得较为详细的局部河道状况。对于范围较广、涉水问题分散的河湖监测，
采用传统的巡查方式工作量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投入，效率低、工作周期长，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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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做到全覆盖、常态化的监测。遥感技术以其宏观、同步以及持续观测的特点，为河湖监测
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精细化的技术手段。将遥感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应用于河长制管理中，可
全面、及时、高效、动态、科学地监测河湖状态，提高河湖管理和保护的工作效率、精细程
度以及现代化水平。
在 2018 年 10 月水利部印发的《关于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的实施意见》中
指出：
“要加快完善河湖监测监控体系，积极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加
强对河湖的动态监测，及时收集、汇总、分析、处理地理空间信息、跨行业信息等，为各级
河长决策、部门管理提供服务，为河湖的精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近年来，随着我国卫
星遥感的迅猛发展，可应用于涉水遥感监测的卫星数据源日益增多，且影像解译技术及精度
也在不断发展和提高，使遥感技术成为实施河长制的重要技术支撑。
3 应用范围及方法
3.1 河湖岸线监测
河湖岸线监测是指在遥感影像预处理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河流矢量数据，利用算法解译
提取河湖岸线，并通过实地验证并评价精度，从而实现河湖岸线及其变化的监测，如统计各
季度河湖岸线的长度、面积变化等，同时基于序列监测数据分析其变化趋势。其中，河湖岸
线的提取是指依托水体的光谱特征识别水域边界线。
目前，利用遥感影像提取水体信息的主要方法包括单波段法和多波段法等。单波段法是
指基于对水体较为敏感的近红外波段、中红外波段，利用区分水体与其他地物的阈值提取水
体，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无法剔除山区的阴影。多波段法则是利用多个波段的综合信息提取
水体，具体可分为谱间关系法和水体指数法。谱间关系法是基于水体与植被、土壤等背景地
物的波谱曲线特征，获取水体的逻辑判别表达式用于水体的提取，这种方法相对复杂，需要
利用大量样本分析波谱特性。水体指数法是指通过计算波段之间的比值，增强水体与其他地
物之间的反差用于提取水体，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即属于典型方法之一。
由于水体对光的吸收率较高、反射率较弱，在传感器波段上表现为波长越长、反射率越
小，因此，水体在影像上通常表现为蓝黑色。同时，对于集中在城市的较为细小的水体，易
受遥感影像分辨率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形成光谱信息复杂的混合像元，导致提取出的水陆边
界出现边缘损失或断线的现象，从而干扰水体信息的识别与提取。对于水陆交界的混合像元，
可采用线性光谱混合分解等方法确定其归属。
3.2 河湖四乱监测
河湖“四乱”是指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影响河湖面貌及功能的涉河（湖）违法违
规行为。具体行为包括：围垦湖泊和河道、侵占水域和滩地、种植阻洪植物；非法采砂和取
土；乱扔乱堆垃圾污染水体，倾倒固体废弃物缩窄河道，弃置堆放阻洪物体；违法违规建设
涉河项目，滥占滥用河湖岸线，修建阻洪构筑物等。
河湖“四乱”监测是指利用预处理的遥感影像、河湖岸线提取结果等，采用算法解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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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判读的方式，识别河湖“四乱”信息，实现高时效、高精度的河湖“四乱”监测及动态
追踪，为“四乱”治理和河湖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对全色数据而言，形态反映了各类下垫面的规模大小和几何性质，是区分“四乱”现象
的关键因素，同时，综合考虑水体的色调、纹理结构、光谱特征与植被、居民地、工矿企业
等其他下垫面要素之间的差异，实现河湖“四乱”现象的遥感识别和定量提取。目前，可用
于河湖“四乱”监测的算法解译方法包括光谱特性分析法、决策树法、最大似然分类法、面
向对象分类法、单波段阈值法等。鉴于“四乱”现象的复杂性、水质遥感信号弱等问题，在
获得算法解译结果的基础上，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等数据源，建立目视解译标志，并结合
野外实测和调查数据进行精度检验，分析误判原因并校正，确保监测成果的合理性和精确性。
3.3 水体水华监测
富营养化的水体尤其是湖泊易出现水华现象，是水质恶化的一种极端表现。水体富营养
化的传统监测方法是在河、湖、库等布置采样点，利用实验室分析，以点带面得到湖泊的水
质状况。对于大面积的水域而言，采样点的密度及典型性，常常影响水体富营养化结论，且
无法快速、全面地给出其分布和变化特征。
当水体发生水华时，水面往往因优势浮游生物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除此之外，浮
游生物的浓度变化也会引起水体温度、密度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水体
对太阳辐射能量的吸收和反射程度，在遥感影像上则表现为纹理、灰度、色阶以及反射通道
上的变化。正常水体在蓝绿波段具有较强的反射率，在其他波段尤其是近红外波段，几乎吸
收了全部的入射能量，在对多光谱遥感影像进行合成后，水体颜色呈现蓝偏黑。当水体存在
水华现象时，水体则主要呈现绯红色。因此，可通过对比分析遥感影像的特征，找到识别“水
华”信息的波段或波段组合，建立定性或定量的识别模型和反演模型，实现利用遥感技术监
测水华现象的目标。
4 展望
遥感技术作为现代化技术手段之一，具有覆盖范围广、获取信息速度快、周期短、受条
件限制少、手段多、信息量大等优势。根据客观、真实、大范围、多尺度、多维度的数据，
基于遥感技术的河长制监测体系，可快速、高效、精确地识别河湖岸线变化、
“四乱”问题
及其清理进展、水体富营养化状况及动态变化等信息，可切实支撑并推动精细化、网格化的
河湖管理。
遥感技术在河长制工作中的应用远不止文中所述的三种范围，本文仅针对重要场景做了
阐述，且随着水利信息化的逐渐发展以及遥感数据源的不断丰富，遥感技术在河长制建设与
工作中的应用范围和作用将逐步扩大，进一步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好地服务于河长制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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