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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

模拟平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

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包括包括可调节高

度的固定座、ZX底座支撑架以及放置在ZX底座支

撑架的转台，振动器固定放置在转台的支撑板

上，并将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固定放置在振动器上

用来模拟振动环境，X轴转轴、通过轴承固定安装

在ZX底座支撑架上，X轴转轴两端分别安装有X轴

转轴编码器和X轴直流力矩电机，本实用新型通

过底座以及转台可以模拟无人机飞行时的航向

角；将振动台固定在转台上，用来模拟无人机飞

行时或者执行任务时的颠簸环境，更加真实，机

载航拍相机固定台、反光镜都由直流力矩电机驱

动，反光镜用来进行像移补偿、航速补偿或者扩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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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可调节高

度的固定座(1)、ZX底座支撑架(2)以及放置在ZX底座支撑架的转台(3)，振动器(4)固定放

置在转台(3)的支撑板上，并将航空相机搭载云台(5)固定放置在振动器上用来模拟振动环

境，X轴转轴(7)、(9)通过轴承固定安装在ZX底座支撑架(2)上，X轴转轴两端分别安装有X轴

转轴编码器(6)和X轴直流力矩电机(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5)包括：连接底座(501)、横滚轴支架(502)、Y轴直流力矩电

机(503)、Y轴横滚轴(504)、Y轴横滚框(505)、反射镜转轴(506)、反射镜驱动电机(507)、航

空相机支撑架(508)、航空相机摆台驱动电机(509)、航空相机摆台支撑架(510)、编码器

(511)、航空相机摆台转轴编码器(512)、反射镜镜片固定块(513)、反射镜镜框(514)、反射

镜(515)、反射镜镜框固定孔(516)、反射镜支撑转台(517)、反射镜转轴编码器(518)；

所述的反射镜(515)通过镜片固定块(513)固定在反射镜镜框(514)上，并采用螺钉配

合反射镜镜框固定孔(516)固定在反射镜支撑转台(517)上，利用直流力矩电机进行驱动，

反射镜转动轴的另一侧安装有反射镜转轴编码器(518)，该反射镜安装在机载航拍相机前

方，其转动角度配合航拍相机灵活转动，该云台设计反射镜的目的是由于无人机航速过快

或者无人机飞行姿态过大导致航拍相机成像存在误差而进行像移补偿以及扩大视野。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转台(3)可以实现±180°航向角、±45°俯仰运动空中动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5)可以实现±30°横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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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飞行模拟技术研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

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光电通讯的快速发展以及图像信息采集、处理技术的不

断提高，机载航拍相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近年来，无

人机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其应用领域也非常的多，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机载航拍

相机镜头的光学性能以及成像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3] 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多旋翼无人机（Multi‑rotorUnmannedAerialVehicle,简称

UAV），它是一种可以实现无线电远程操控的不载人的小型直升飞机，机身上装有无线电通

讯设备、机载云台、航拍相机、GPS定位系统等，其应用于战场侦察、通讯中继、导弹引导、资

源探测、气象监测、航拍摄影、医疗救护等领域。

[0004] 无人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机动性和灵活的适用性等优点得益于计算机智能领域、光

电通讯行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其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灵活，机载航拍相机具有更高的成像

质量成为大家研究的焦点。因此，为了满足无人机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执行任务这一基本要

求，各大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各大小型企业开始着手研究一种精度高、自适应性强以及响应

速度快的机载云台以及控制系统的旋翼无人机，与此同时，各大机构、研究所也在研究设计

使用更少的镜片得到较好的成像质量的航拍相机。目前，为了测试机载航拍相机的成像质

量以及控制性能，基本上都是将设计好的机载云台搭载航拍相机直接安装在无人机上进行

成像质量的检测。这种直接将航拍相机搭载无人机进行室外飞行来测试航拍相机成像质量

的方法比较直接、真实，但是机载云台以及航拍相机成像质量的检测的研发过程并不是一

次性完成的，需要反复的进行设计结构的优化‑改进‑调试‑优化，每个调试修改阶段都要使

用无人机作为载体进行实际飞行，需要能够满足各种工作环境的场地，这不仅加大了生产

周期，而且也会因为操作失误产生较高成本费用。

[0005] 授权公布号为CN105923168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机载云台测试的旋翼机飞行

模拟平台，该云台包括底座、四自由度平台、链轮驱动机构、链条、相机云台支架以及相机云

台。该旋翼机飞行模拟运动台能够实现X轴方向的线性移动以及Z轴方向上的竖直移动、俯

仰角以及横滚角的运动姿态，但是该平台的俯仰、线性移动采用的是链传动机构，由于链轮

以及链条在运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磨损，易伸长，并且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附加载荷，不宜

用于急速反向运动中，成本高，其控制精度以及运动精度比较低。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在于成本少、重复使用且可以模拟无人机的飞行。本装置采用

可分离结构装配而成，用转台模拟无人机航向角±180°、俯仰角±45°；振动台采用电机+偏

心轮结构产生振动模拟无人机执行任务时的环境；航拍相机搭载云台可以实现横滚运动，

且航拍相机前设置有反光镜，其主要是用于航拍相机的像移补偿、扩大视野等作用，用以模

拟无人机航拍相机镜头内部的扫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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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直接将航拍相机搭载无人机进行成像质量测试这一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

一种可以模拟无人机飞行姿态以及工作环境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

模拟平台。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

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包括可调节高度的固定座、ZX底座支撑架以及放置在ZX底座支撑

架的转台，振动器固定放置在转台的支撑板上，并将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固定放置在振动器

上用来模拟振动环境，X轴转轴、通过轴承固定安装在ZX底座支撑架上，X轴转轴两端分别安

装有X轴转轴编码器和X轴直流力矩电机。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包括：连接底座、横滚轴支架、Y轴直流力矩电

机、Y轴横滚轴、Y轴横滚框、反射镜转轴、反射镜驱动电机、航空相机支撑架、航空相机摆台

驱动电机、航空相机摆台支撑架、编码器、航空相机摆台转轴编码器、反射镜镜片固定块、反

射镜镜框、反射镜、反射镜镜框固定孔、反射镜支撑转台、反射镜转轴编码器；

[0010] 所述的反射镜通过镜片固定块固定在反射镜镜框上，并采用螺钉配合反射镜镜框

固定孔固定在反射镜支撑转台上，利用直流力矩电机进行驱动，反射镜转动轴的另一侧安

装有反射镜转轴编码器，该反射镜安装在机载航拍相机前方，其转动角度配合航拍相机灵

活转动，该云台设计反射镜的目的是由于无人机航速过快或者无人机飞行姿态过大导致航

拍相机成像存在误差而进行像移补偿以及扩大视野。

[0011] 优选的，所述的转台可以实现±180°航向角、±45°俯仰运动空中动作。

[0012] 优选的，所述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可以实现±30°横滚运动。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

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其结构简单，易加工，容易操作，成本低；其上增加反射镜结

构可以很好地进行像移补偿，扩大视野；采用分离体组装，底部转台部分可以单独作为二轴

转台进行使用，上部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可以作为机载航空云台搭载无人机进行使用。本实

用新型能够真实地模拟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很好地解决由于直接搭载无人机进行航空相机

测试一系列的问题，总而言之，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功能齐

全，实用价值高，其应用前景非常的可观。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为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的一种立体图；

[0016] 图2为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的另一种立体图；

[0017] 图3为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的转台分解立体图；

[0018] 图4为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立

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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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5为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另

一方向立体图；

[0020] 图6为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的控制原理系统简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1、可调节高度的固定座，2、ZX底座支撑架，3、转台、

[0022] 301、电机壳体，302、Z轴直流力矩电机，303、固定轴套，304、转台与X轴转轴连接

架，305振动台支撑板，306、转动轴，307、轴承，308、转台编码器，4、振动器，5、航空相机搭载

云台，501、连接底座，502、横滚轴支架，503、Y轴直流力矩电机，504、Y轴横滚轴，505、Y轴横

滚框，506、反射镜转轴，507、反射镜驱动电机，508、航空相机支撑架，509、航空相机摆台驱

动电机，510、航空相机摆台支撑架，511、编码器，512、航空相机摆台转轴编码器，513、反射

镜镜片固定块，514、反射镜镜框，515、反射镜，516、反射镜镜框固定孔，517、反射镜支撑转

台，518、反射镜转轴编码器，6、X轴转轴编码器，7、X轴转轴，8、X轴直流力矩电机，9、X轴转

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

地面模拟平台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

包括可调节高度的固定座1、ZX底座支撑架2以及放置在ZX底座支撑架的转台3，振动器4固

定放置在转台3的支撑板上，并将航空相机搭载云台5固定放置在振动器上用来模拟振动环

境，X轴转轴7、9通过轴承固定安装在ZX底座支撑架2上，X轴转轴两端分别安装有X轴转轴编

码器6和X轴直流力矩电机8。

[0025] 如图1所示振动台采用电机驱动偏心轮产生振动，用来模拟无人机执行任务时的

不良环境不免会出现颠簸以及抖动的现象，由此影响机载航拍相机的成像质量，从而便于

检测相机云台的性能。

[0026] 如图3所示的转台3部分包括电机壳体301、Z轴直流力矩电机302、固定轴套303、转

台与X轴转轴连接架304、振动台支撑板305、转动轴306、轴承307以及转台编码器308。转台

可以实现机载航拍相机周向转动，其可实现的转动角度为±180°，安装在转动轴上的编码

器可以对转台航向角度以及电机驱动速度进行实时监测，满足检测要求。

[0027] 如图4、5所示的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包括连接底座501、横滚轴支架502、Y轴直流力

矩电机503、Y轴横滚轴504、Y轴横滚框505、反射镜转轴506、反射镜驱动电机507、航空相机

支撑架508、航空相机摆台驱动电机509、航空相机摆台支撑架510、编码器511、航空相机摆

台转轴编码器512、反射镜镜片固定块513、反射镜镜框514、反射镜515、反射镜镜框固定孔

516、反射镜支撑转台517、反射镜转轴编码器518。航空相机搭载云台各轴均安装有直流力

矩电机和编码器，可进行实时控制与检测，以及实验数据的提取。此部分可以实现机载航拍

相机的横滚姿态，其横滚角可达到±30°，机载航拍相机转动轴的转动角度为±5°，此部分

设计成转动提高装置的灵活性，反射镜的转动角度根据机载航拍相机需求自行调节，该云

台设计反射镜的目的是由于无人机航速过快或者无人机飞行姿态过大导致航拍相机成像

存在误差而进行像移补偿以及扩大视野，这也是该地面模拟平台设计一大亮点。

[002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航空相机检测的具有像移补偿的地面模拟平台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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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模拟无人机飞行时的航向、俯仰以及横滚运动，还可以对航拍相机进行像移补偿，提高

成像质量以及扩大航拍相机的拍摄视野。本实用新型可以很逼真的模拟无人机飞行时的运

动姿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相机成像质量、缩短了航拍相机的检测周期，降低成本，具

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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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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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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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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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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