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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庭 1,2，徐友宁 3，
梁

伟 2，
魏采用 2，李樵民 2，杨雪茹 2，拜剑虹 2

ZHANG Yongting1,2, XU Youning3, LIANG Wei2, WEI Caiyong2, LI Qiaomin2,
YANG Xueru2, BAI Jianhong2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100083；
2. 宁夏遥感测绘勘查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3.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陕西 西安 710054
1.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2. Ningxia Remote Sens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specting Institute, Yinchuan 750021, Ningxia, China;
3. Xi'an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摘要：探索采煤地表沉陷的高新监测技术方法是推动采煤沉陷监测的重要工作，
无人机载LiDAR采煤塌陷监测技术是无人机与Li⁃
DAR构建的一种新型低空三维空间测量技术。以宁东煤炭基地马莲台煤矿采煤沉陷区为例，
采用无人机机载LiDAR监测技术获
取了2017年4月及8月2期三维点云数据，
通过数据三维建模和沉降信息提取，
得到了地面沉陷情况的三维立体图，
监测出了3处地
面沉降区，
并利用实测水准点和已有GPS自动监测站数据，
对该技术监测地面沉降的精度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无人机机载Li⁃
DAR监测技术方法可满足采煤塌陷的立体监测需求，
具有机动灵活、
成本低、
效率高、
精度高等特点，
未来可在类似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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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advanced technology of coal-mining subsidence disaster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mote the moni⁃
toring better. Colliery subsidence disaster monitoring using UAV LiDAR is a new technology of low-flying 3D measurement com⁃
posed of UAV and LiDAR.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chose the typical subsidence area of Maliantai colliery, Ningdong coal base in
Ningxia as the study area, and obtained point cloud data of two time periods in April and August 2017 in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UAV LiDAR data. The authors obtained the 3D stereogram of colliery subsidence disaster by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3D model⁃
ing and discovered 3 colliery subsidence disaster areas. Also, using a certain number of existent leveling points and GPS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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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沉陷是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地区面临的严

光雷达这一高新监测技术，通过点云数据获取、数

重环境地质问题，预防和治理矿区地面沉陷是世界

据处理方法、监测结果精度评价等，为机载雷达在

[1]

性难题 。目前,由于地下资源开采及地下工程实施

矿区地面沉陷准确监测提供技术案例及技术方法，

引起的地面沉陷现象在中国已超过 50 个城市或地

推动采煤塌陷监测技术的科技进步。

区 [2-3]。随着一些大型矿集区矿产资源开采强度的
不断加大，矿区沉陷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破坏了

1

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限制了矿区经济的发展，还
引发严重的矿区生态环境问题

[4-5]

研究区概况
马莲台煤矿位于宁东煤炭基地北部，隶属宁夏

，包括农田及建筑

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研究区位于鄂尔多斯台地西

物破坏、通讯、管线设施损害等。根据中国地质调

缘天环向斜西翼，区内大部分属低缓的半沙漠丘陵

查局评估，地面沉陷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地带。地形南部复杂，北部平坦开阔。区内地层岩

失

[6-7]

，亟待开展监测研究。矿区地面变形监测通常

性主要为上石炭统羊虎沟群（砂质泥岩、粉砂岩）、

采用水准测量技术、GPS 测量技术、INSAR 技术等，

太原组（石灰岩、粘土岩、沥青质泥岩）、二叠系（砂

传统的“接触式”单点测量方法不仅需要大量的人

岩、泥岩）、新近系（半胶结红土层砂土、亚粘土）及

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测量人员或仪器与监测对

第四系（黄土、冲积沙土）。构造上表现为背向斜的

象接触，观测过程受地形、地物条件的限制，而且获

构造形态，断裂较少。

取的数据离散，很难反映地表变形的空间特征

马莲台煤矿始建于 2006 年，2008 年投入生产，

[8-9]

。

INSAR 技术克服了传统监测方法的缺点，但是由于

煤炭开采规模为 2.4×106t/a，可采年限 72a，多年的地

开采沉陷形变快速、形变量大等复杂性问题及 IN⁃

下煤炭资源开采已经形成超过 200hm2 的采煤沉陷

SAR 自身成像条件受大气效应、时间失相关和空间

区，沉陷区内单条地裂缝最大宽度达 2m，地裂缝两

失相关影响的苛刻性 ，在监测矿区地表沉陷应用

侧差异性沉陷形成的台坎高度达 0.5~2m，地表沉陷

存在局限。近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利用地面激光

明显（图 1）。本文选取马莲台煤矿开采范围内地表

雷达技术在变形监测领域做了很多相关实验和研

沉陷明显、沉陷速率较大的 2km2 区域作为研究区，

究工作 [10-14]。李秋等 [15-16] 利用该技术对矿区及滑坡

开展无人机机载 LiDAR 的采煤沉陷监测技术方法

的变形进行了监测，并对数据获取精度进行了分

研究，探索开展 2 期（2017 年 4 月 25 日、2017 年 8 月

析，认为基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整体形变监测是

14 日）地表三维点云数据的采集、处理及沉陷量的

可行的。目前，激光雷达（Light Detection and Rang⁃

提取、分析等工作，分析评估地表沉陷监测结果的

ing，LiDAR）在城镇规划、国土资源调查监测、应急

精度。

[4]

救灾等领域已有广泛应用

[17-20]

，但在矿区地表变形

[21]

监测领域应用相对滞后 ，针对其在地表变形监测
中的理论方法还不够完善 [22]，尤其是机载激光雷达

2
2.1

技术思路与工作方法
监测技术思路

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尚需探索。无人机机载激光

根据马莲台煤矿的地形和地表塌陷特征，确定

雷达技术是将无人机与 LiDAR 的优势相结合形成

扫描测站点和控制点的布设方案，并在研究区内均

无人机载 LiDAR 系统，不仅能够进行灵活起降、低
空飞行及数据的快速获取，同时还能穿透植被获取

匀布设一定数量的地面沉陷监测标志点。在此基
础上，进行点云数据的外业采集、内业处理和地面

地表信息，且不受特殊地域限制，
进而实时获取高精

数字模型的构建，总结点云数据采集、处理及三维

[23]

度的三维坐标数据 。该技术弥补了传统测量获取

建模的方法, 确定适用于矿区地面塌陷监测点云数

地形数据工作量大、
效率低及受地形制约的弊端，
研

据处理的软件与方法，并对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数据

究其数据获取流程、
数据处理方法、
监测结果精度评

的精度进行评价，最后对多期建模数据进行叠加分

价等可为中国其他矿区地面沉陷准确监测提供案例

析。监测技术流程见图 2。

及规范性探索，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2.2

本文针对无人机载激光雷达技术在煤矿地面
塌陷监测方面的空白局面，探索采煤塌陷区机载激

点云数据获取
（1）控制点与监测点布设
控制点用于不同期次点云数据坐标解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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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载激光雷达扫描测量技术流程

Fig. 2

Flow chart of scanning measurement
of airborne LiDAR

GPS 定位天线等构成整体协调系统，使其在高速移
动状态下采集高精度三维地理信息数据。机载雷
达系统技术参数见表 1。
（3）航线布设要求
便携式激光雷达扫描仪每秒扫描 70 万点，扫描
图1
Fig. 1

研究区卫星影像图

Satellite image map of the study area

制点的布置要求确保具有足够稳定性而不会被人
[24]

为或自然破坏 。严格按照变形监测规范要求，在
测区外稳定区域布设了 3 个控制点，研究区前期已

视场：40°×360°，30m 内绝对精度为 2cm,有效采集距
离 120m。航线布设应遵循以下要求: ①参考无人机
电池电量，保证每条航线飞行时间不超过 25min；②

参考 GPS 基站架设位置，合理设计航线；③根据技
术参数要求，各架次的旁向重叠率要达到 30%；④避

开电线、电信塔等对飞机操控信号和飞行安全有影

有 GPS 和水准测量，获取了坐标数据，作业时选择
同一个控制点作为此次作业的数据起算点。为了
确保机载 LiDAR 监测精度，在测区内均匀布设了一

表 1 飞行平台和激光雷达系统性能指标及技术参数
Table 1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flight platform
and LiDAR system

定数量的地面沉陷监测检查点（图 3），每期都对所
有监测点进行水准测量，并且制作 60cm×60cm 的标
靶片，在进行扫描作业时把标靶片放置到沉陷监测
点上，使其能够更好地接收点云数据。
（2）无人机载 LiDAR 系统参数
无人机载 LiDAR 数据获取系统由飞行平台（八
旋翼无人机）和超轻便携 LiDAR 系统组合而成，依
靠控制软件将激光雷达扫描仪、惯性导航组件及

八旋翼无人机系统

激光雷达系统（SCANLOOK V）

性能指标

参数

性能指标

参数

机体轴距

1650mm

重量

3kg

旋叶直径

686mm

速度

70 万点/s

空重

18.5kg

精度

<2cm

最大起飞重量

56kg

扫描频率

5~20Hz

续航

载荷 5kg/飞行 35m

扫描线

32 线

最大空中速度

50km/h

最大测程

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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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地物。根据上述原则，此次作业设置航高 60m、

中，方便后期数据处理。本研究利用专业软件 Scan⁃

航带宽 100m，对于深沟等特殊地形进行航带加密

Look Export 设置好坐标系参数，对每个飞行架次获

（图 3）。
2.3

取的点云数据、GPS 数据和惯性导航数据进行同步

点云数据处理

解算，生成带有绝对坐标的点云数据。
（2）点云数据的去噪。利用 ScanLook Export 软

无人机载激光雷达在作业过程中受仪器精度、
地形特征、操作者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点云

件进行飞行轨迹处理，删除起飞与降落时的轨迹数

数据包含大量的噪声点，这些噪声点会影响数据后

据，保留无人机航线内稳定飞行的数据，提高点云

期处理及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必须对采集的

数据的精度。

原始点云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点云数据的统一坐
标系、去噪、拼接、抽稀等。

（3）数据的拼接。完成点云数据去噪处理后，
利用 MicroStation V8i 软件同时加载多个架次的点

（1）点云数据坐标系的统一。无人机载 LiDAR

云数据，使之拼接成为完整的点云数据集，并合并

作业过程受电池续航时间、仪器特性参数、仪器扫

为一个数据文件。删除 2 个飞行架次之间的重复数

描距离、扫描地表的复杂程度等因素影响，一般需

据，以减少数据量。

要多个架次才能完成整个测区数据的采集，因此需

（4）点云数据的抽稀。拼接后的点云数据量非

要将每个架次的扫描数据统一到同一个坐标系统

常大，影响处理速度。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利用
ScanLook 软件进行点云数据解压处理时，可以选择
点云数据的解压数量，来实现数据抽稀[25]，减少数据
冗余，提高处理效率。
（5）三维建模。完成点云数据的预处理后，利
用 PolyWorks 软件的 Delaunay 模块进行建模，在设
定好采样间距、半径、公差等参数及保存路径和文
件名后，经过软件自动运算生成相应的三角网格模
型，然后进行优化，得到三维模型。为了提高模型
重建的速度，采用 Polyworks 软件的压缩模块对数据
进行精简 [26-27]，在曲率大的区域保留足够多的数据
点，在曲率小的区域保留较少的数据点，在满足一
定精度条件的同时保证了数据的形状特征。
2.4

沉陷量提取
利用 Geomagic Qualify 软件的 3D 比较功能实

现 2 期三维数字表面模型的叠加分析，进而提取沉
陷量。也可利用点云数据建立数字高程模型
(DEM),对 2 期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提取沉
陷量。本研究区域为马连台煤矿，地势较平坦，点
云密度大、均匀、连续，通过测试 2 种方法都能达到
较高的精度。本文对 2 期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叠加分
析，提取了马连台煤矿地表沉陷信息。

3
3.1
图3
Fig. 3

煤矿塌陷区监测检查点及航线布设图
Ground subsidence monitoring points
and flight route layout map

监测结果与精度分析
监测结果及分析
（1）研究区沉陷情况：本研究将第一期（2017 年

4 月 25 日）点云数据构建的三维模型设置为参考面，
将第二期（2017 年 8 月 14 日）点云数据构建的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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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26m，平均下沉速率达 3.9195 m/a，下沉面积为
3.08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51%；②北部塌陷区沉

降幅度次之，最大下沉值为 1.1836m，最大下沉速率
达 3.5508m/a,平均下沉值为 0.2113m，平均下沉速率
达 0.9207m/a，下沉面积为 16.64hm2，占研究区总面
积的 8.19%；③南部塌陷区沉降幅度最小，最大下沉
值为 0.9647m，最大下沉速率达 2.8941m/a，平均下
沉值为 0.1806m，平均下沉速率达 0.9300m/a，下沉

面积为 14.14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96%；④研究

区局部存在抬升现象，主要分布在北部塌陷区周边
及东部簇生型裂缝组周边，最大抬升值为 0.2535m,
平均抬升值为 0.1508m，抬升区域面积为 0.23hm2,占
研究区总面积的 0.11%，抬升原因为地裂缝填埋过
程中，土壤在局部区域内存在小规模堆土；⑤地表
2
基本无变形区域，面积为 168.81hm（表
2）。

（2）典型区域沉陷剖面情况：研究区北部的沉
陷区沉陷幅度较大，沉陷较集中，选取该区域利用
软件提取剖面线，沉陷特征结果如图 6 所示。对比
图4
Fig. 4

分析剖面线上地表沉陷位移发现，地表发生了明显

沉陷强度分布

的沉陷，最大沉陷量 1.1836m，最小沉陷量 0.1965m，

Distribution of subsidence intensity

模型（图 4）设置为测试面，对 2 期模型进行对比分
析，得到基于 2 期监测对象相同部位点云距离差值
的整体沉陷图（图 5），云距离差值能够清楚地反映
出监测区域地表沉陷幅度及分布情况。采煤地表
沉陷范围有 3 处：北部沉陷区、南部沉陷区及东部簇
生型裂缝组处。

①东部裂缝组周边沉降量最大，最大下沉值为

2.0078m，最大下沉速率达 6.0234m/a,平均下沉值为

图5
Fig. 5

表现为不均匀沉陷，呈整体下沉的发展趋势。
3.2

监测结果精度分析

3.2.1

精度分析

（1）基于水准测量数据的对比分析：为检验机
载激光雷达在地面沉陷监测中的精度，本次利用沉
陷监测标志点（图 2）的水准测量数据与激光雷达采
集点云数据进行对比，评估激光雷达点云数据野外
采集的精度（表 3）。
分析表 3 发现，沉陷监测标志点水准测量数据

马连台采煤地表沉陷三维效果
3D effect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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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区地表沉陷情况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subsidence in the study area
沉陷范围/m

最大值/m 最小值/m 平均值/m 面积/hm2 比例/%

-4.34~-2.50

-2.50~-1.00

-1.00~-0.20

-0.20~-0.04

-2.5784

-3.2521

0.06

0.03

西北部固体废弃物处理区

-2.0078

-1.0170

-1.3065

0.09

0.04

东部、南部裂缝处

-2.2373

-1.0195

-1.3917

0.07

0.03

东部堆煤场

-2.3536

-1.0253

-1.0917

0.23

0.11

西北部固体废弃物处理区、西南冲沟

-1.1836

-0.2011

-0.3069

5.94

2.92

北部塌陷区

-0.9191

-0.2026

-0.3755

0.49

0.24

东部裂缝处

-0.9647

-0.2001

-0.2600

1.87

0.92

南部塌陷区

-0.1999

-0.0410

-0.1157

10.70

5.27

北部塌陷区

-0.1999

-0.0407

-0.1012

12.27

6.04

南部塌陷区

-0.1999

-0.0405

-0.0959

2.50

1.23

中东部裂缝处

-

-

-

168.81

83.05

-0.04~+0.04
+0.04~+0.25

分布

-4.3454

+0.2535

+0.00440

+0.1508

0.23

大部分区域
北部塌陷区周边

0.11

局部地裂缝周边

注：
-表示下降，+表示抬升

与 点 云 数 据 最 大 误 差 为 0.0827m，最 小 误 差 为

到最大误差值 0.0532m，平均误差为 0.0434m，小于

0.0023m，平均误差为 0.0443m，满足机载激光雷达

0.40m，即满足机载激光雷达数据获取及处理技术

数 据 获 取 技 术 规 范（CH/T8024—2011、CH/

规范（CH/T8024—2011、CH/T8023—2011）丘陵地

T8023—2011）精度要求。

1∶500 比例尺数字高程模型精度要求。矿区地表沉

（2）基于 GPS 自动监测数据的对比分析：研究

陷量监测的精度要求一般在 0.1m 以内被认为满足

区此前已布设的地表 GPS 沉降监测点的 2 个实时自

精度要求[28]。

动化监测点的沉降数据（图 7），2017 年 4 月 25 日—

3.2.2

2017 年 8 月 14 日 ，累 积 沉 降 量 分 别 为 0.014m 和

误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1）仪器本身误差：Scanlook Ⅴ-Ⅳ便携式激光

0.1630m，将该数据与 2 期点云数据对比分析得到的

雷达，30m 内绝对精度为 0.02m, 惯性测量陀螺零偏

沉降模型中提取的沉降量进行对比分析（表 4），得

稳定性为 0.5°/h,速度随机游走为 0.06m/s/ h ，h 为

小时。仪器本身的距离测量和角度测量都会产生
表3

地表沉陷监测标志点水准测量数据与点云数据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leveling data and point cloud data
of subsidence monitoring points

点号

第一期/m
点云数据

水准数据

点云数据

水准数据

m y = m 2d + m 2a /ρ2·D2

式中，md 为激光扫描仪的测距误差，ma 为测角
中误差，D 为测站点与监测点之间的平距。

第二期/m
误差

一定误差，测距误差和测角误差可由公式得出：

误差

JC06 1198.0801

1198.0931 0.0130

1197.9103

1197.8895 -0.0208

JC07 1190.0107

1190.0454 0.0347

1190.0600

1190.0434 -0.0166

JC08 1190.1605

1190.2177 0.0572

1190.1102

1190.1667 0.0565

JC09 1197.0711

1197.1146

0.0435

1197.1810

1197.1058 -0.0752

JC10 1192.8203

1192.8143 -0.0060

1192.7301

1192.8128 0.0827

JC12 1200.7404

1200.7846 0.0442

1200.7304

1200.7916 0.0612

JC13 1204.7200

1204.7933 0.0733

1204.7306

1204.795

JC14 1204.0006

1204.0505 0.0499

1204.0512

1204.0535 0.0023

JC15 1205.4702

1205.5369 0.0667

1205.5108

1205.5404 0.0296

0.0644

（2）数据采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数据采集过
表 4 GPS 自动监测数据与点云数据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GPS automatic monitoring
data and point cloud data

点号

沉陷模型提取/m

GPS 自动观测数据/m

误差

沉陷值

沉陷值

/m

MLT-2-2

0.1294

0.1630

-0.0336

MLT-2-1

0.0673

0.0140

0.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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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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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北部沉陷区 AB 断面剖面

Profile of AB section in the north subsidence area of the study area

程中，由于三维激光扫描仪与其自身携带的 GPS 接

煤矿区 2 期三维点云数据，通过点云数据去噪、抽

收机之间的距离量取及地面架设的 GPS 接收机高

稀、建模等，监测了研究区地表沉陷监测情况，取得

程量取均会产生误差。此外，采集点云数据密度也

如下结论。
（1）研究区存在 3 处地表沉陷不均匀区域：东部

会对监测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
（3）点云数据处理过程误差：点云数据处理过

簇生型裂缝组处、北部塌陷区、南部塌陷区，合计沉

程中不同的去噪方式、不同的抽稀密度及不同的建

陷面积为 34.16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6.81%。东

模方法都会对沉陷监测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

部裂缝组周边沉陷值最大，达到 2.0078m，北部塌陷

4

结

区沉陷幅度次之，平均沉陷值 0.2113m，南部塌陷区

论

沉陷幅度最小。

利用八旋翼无人机机载三维激光扫描系统，于

（2）通过与设置的或已有的水准点、GPS 自动监

2017 年 4 月 25 日和 2017 年 8 月 14 日获取了马连台

测点数据对比说明，机载雷达地面沉陷监测结果符

图7
Fig. 7

研究区 GPS 自动化监测点 2017 年 4—8 月沉陷曲线

Settlement curve of GPS automatic monitoring point in the study area from April to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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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技术方法可行。具有监测自主性、快速性、

rains using ground- based LIDAR data[C]//International Archives

监测精度高、成果三维化等技术优势，弥补了传统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Istambul, Turkey, 2004.

野外测量点数据离散无法反映区域整体变形的不
足，
为矿区地面塌陷监测提供了新的技术选择。
（3）随着无人机飞行平台性能的不断改进，后
期数据处理的效率和精度的不断提高，无人机载激
光雷达监测技术将成为矿山地表塌陷监测的新型
三维测量技术，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致谢：项目开展、论文撰写等工作得到中国地
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何芳教授级高工、宁夏
大学樊新刚副教授、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程霞
工程师等专家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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