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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整合多軸飛行器、電腦視覺、GPS 全球
定位系統、水質檢測等技術，主要實現一套用於戶
外養殖業的全自動水質檢測系統。該系統核心為一
架多軸飛行器，本身具有自動起降的功能，機上配
置相機、GPS 模組和水質感測器，並使用樹莓派做
為運算核心連接飛行控制器，以及使用筆記型電腦
做為地面控制站，藉由遠端技術控制樹莓派，同時
透過數傳模組搭配地面監控軟體隨時掌握多軸飛
行器的飛行狀態。此多軸飛行器的主要功能是自基
地站起飛後，以 GPS 定位導航方式飛行至養殖池中
的水質取樣浮台上空，隨即切換為視覺定位模式，
透過相機偵測浮台上的 ArUco 標記，根據兩者與多
軸飛行器之間的位置關係進行座標轉換，透過修正
偏移量的方式精準降落於浮台上，於降落過程中會
垂降水質感測探棒至水中及擷取一張水面影像，待
平穩降落至浮台上後開始進行水質數據檢測，完成
後隨即自動起飛並收回感測探棒，繼續飛至下一個
養殖池重複檢測工作，當完成所有養殖池的檢測任
務後則自動返航基地，並將數據自動上傳至地面控
制站的資料庫保存，以便養殖業者進行後續水色分
析及水質數據趨勢預測等 AI 分析。
關鍵詞：多軸飛行器、電腦視覺、ArUco 標記、水
質檢測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grates technologies of Multirotor drone,
Computer vision,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nd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and mainly realizes a set of
automatic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outdoor
aquaculture industry. The core of the system is a
Multirotor drone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automatic
take-off and landing. The aircraft is equipped with a
camera, GPS module, and water quality sensor, uses the
Raspberry Pi as the computing core to connect to the
flight controller and the laptop is used as the ground
control station, and the Raspberry Pi is controlled by

remote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e flight status
of the Multirotor drone can be grasped at any time
through the digital transmission module and the ground
monitoring software. The main function of this
Multirotor drone is to fly over the water quality
sampling pontoon in the breeding pond with GPS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after taking off from the
base station, and then switch to the visual positioning
mode to detect the ArUco markers on the pontoon
through the camera. The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Multirotor drone is converted,
and the offset is corrected to accurately land on the
floating platform. During the landing, the water quality
sensing probe is dropped into the water and takes a
picture of the water surface. After landing on the
floating platform, the water quality data detection will
start. After completion, it will automatically take off
and retract the sensing probe, and continue to fly to the
next aquaculture pond to repeat the detection work.
When the detection tasks of all aquaculture ponds are
completed, it will automatically return to the base and
upload the data to the database of the ground control
station for storage, so that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can
perform AI analysis such as subsequent water color
analysis and water quality data trend prediction.
Keywords：Multirotor drone, Computer vision, ArUco
markers,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近年來養殖業也慢慢轉型，
許多養殖業者紛紛引入水質檢測技術，藉由感測器
分析水質取代以往透過養殖經驗來判斷水質優劣
的養殖方式，不僅能增加對水質的掌握度，提高育
成率，還能透過觀察數據的變化提早發現徵兆，找
出問題進而改善，但若將感測棒長時間置於水中容
易被生物膜包覆而影響量測準確度，甚至減少感測
棒的使用壽命，又因養殖業者大多位於沿海，會利
用半淡水、半海水的養殖型態，精密的感測棒容易
受鹽分侵蝕，故需定期維護、更換或進行數值校正，
且大多數的戶外養殖池都是以泥土為基底，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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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檢測時感測棒位置若太靠近池邊，可能會因為
水源較為混濁而影響檢測結果，所以盡可能於水池
中心位置進行檢測作業，有利於提高數據的可靠性，
同時考量到許多養殖業者可能不只有單一養殖池，
勢必要仰賴人工逐一檢測水質或是裝設多組檢測
設備，需額外投資不少養殖成本，基於以上種種因
素，本論文希望藉由無人機的便利性、即時性及高
機動性，透過空中作業來實現水質檢測，一來能方
便於水池中央進行檢測作業，同時能克服養殖池周
遭地形不平坦，不適合用陸上型機器人的問題；再
者，利用無人機完成多養殖池的檢測工作，能有效
降低養殖業者的人力及設備成本；最後，完成檢測
作業的無人機返回基地後，能即時對感測棒進行清
潔與保養，並對無人機進行充電即可。
由於近幾年無人機的興起，其技術也日漸成熟，
在全球市場的地位大幅增長，除了最常見的航拍、
休閒娛樂之外，像是智能農業[1]、野生動植物監控
[2]、交通監控[3]、民防災害監控[4]等諸多領域都能
看到無人機的相關應用，其也常被用來進行水質檢
測任務[5-9]，許多行業在無人機的輔佐下大大節省
了人力物力以及時間成本，相信在本論文的研究下，
無人機和水質檢測這兩項技術的結合可以為養殖
業帶來不少便利與商機，同時也促使更多人願意投
身水產養殖這項傳統產業。

2. 系統架構與硬體介紹
本章節將說明整體研究之系統架構與相關硬
體設備介紹，整體系統架構由多軸飛行器、樹莓派、
水質感測器及地面控制站所組成，多軸飛行器之硬
體包含有 Pixhawk 飛行控制器、GPS 模組、馬達、
電子調速器、數傳模組及相機雲台，機上搭載單晶
片電腦 Raspberry Pi 4、RealSense 深度相機及水質
感測器，地面控制站使用筆記型電腦搭配地面監控
軟體 Mission Planner，主要用於遠端控制樹莓派、
即時掌握多軸飛行器的飛行狀態及做為檢測數據
的資料庫。

2.1. 系統架構
本研究之系統架構核心為一架多軸飛行器，機
上使用樹莓派做為運算核心，經由通用型輸入輸出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GPIO)介面連接飛行
控制器，透過 USB 埠連接相機，並使用 DronekitPython 套件傳送飛行指令給飛行控制器完成自動飛
行控制；水質檢測部分則是透過水質感測器搭配自
製的捲線裝置進行檢測作業，檢測結果透過 Socket
API 回傳地面控制站儲存；地面控制站透過遠端桌
面協定(Remote Desktop Protocol, RDP)控制樹莓派，
並透過數傳模組連接至飛行控制器隨時掌握飛行
狀況。圖1為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圖。
基於多軸飛行器的載重限制及空間配置考量，
無法將較大型的嵌入式系統放置於飛行器上，所以
本系統選用樹莓派做為整個多軸飛行器的控制核
心，但由於多軸飛行器在戶外執行任務時仍需要遠
端裝置啟動數莓派，所以使用筆記型電腦透過遠端
桌面協定(Remote Desktop Protocol,RDP)的方式從
地面控制站操作樹莓派中的程式執行，如圖2所示。

圖 1. 系統架構圖

圖 2. RDP 示意圖
Socket 在電腦科學中是電腦網路中行程間資料
串流的端點，使用之通訊基礎為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主要用於兩台不同主機間之通訊。本系統
透過 Socket 實現筆記型電腦(server 端)與樹莓派
(client 端)之間的資料傳輸，當多軸飛行器完成所有
養殖池之檢測作業返回基地後，將其暫存於 client
端的檢測結果回傳至 server 端的資料庫儲存，以便
後續分析作業。 Socket API 架構圖如圖3所示，分別
於 server 端與 client 端建立 socket()，並使用 bind()
函式於 server 端設定該主機之 IP 位址和連接埠號、
listen()函式等待 client 端進行連接及 accept()函式接
受 client 端的連接請求；client 端則使用 connect()函
式輸入 server 端的 IP 和埠號與 server 端進行連接，
待連接成功後便可以透過 send()和 recv()函式於兩
端之間進行資料傳輸，最後使用 close()函式即可斷
開兩端之間的連接。

圖 3. Socket API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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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硬體介紹

3. 多軸飛行器飛行控制與相關技術

本研究所使用的硬體設備如圖4及表1所示，包
括：多軸飛行器上的樹莓派、相機、飛行控制器、
GPS 模組、馬達、電子調速器、數傳模組及相機雲
台；水質檢測系統的水質感測器和捲線裝置；以及
地面控制站的筆記型電腦。

本章節將介紹如何透過多軸飛行器實現多目
標點之水質檢測。多軸飛行器於基地起飛後，透過
GPS 定位導航飛行至目標養殖池，轉由相機尋找降
落浮台上的 ArUco 標記，利用所得到的相機與
Aruco 標記之相對座標，透過修正偏移量使多軸飛
行器精準降落於養殖池中的浮台上，以進行該目標
點之水質檢測，依造上述檢測流程，依序飛行至各
個養殖池執行檢測作業，最終返航基地。

3.1.

GPS 全球定位系統

GPS 全球定位系統[10]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
分地區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標準時間，
由於其使用低頻訊號，不易受任何天氣影響，在全
天候下仍然能保持相當的訊號穿透性，且具有高達
98%的全球覆蓋率。無人機在戶外執行任務時，透
過 GPS 定位，藉由多顆衛星的回饋數據計算當下位
置，能使無人機在飛行時更加穩定，還能透過導航
功能執行遠距離的飛行任務，以利本研究之實現。
本系統主要透過數傳模組連接飛行控制器搭
配地面監控軟體 Mission Planner 抓取多軸飛行器於
各養殖池之經緯度，如圖5所示，並於程式碼中輸入
目標養殖池之經緯度執行點到點的導航飛行任務，
由於 Mission Planner 所顯示的經緯度數值會有些微
浮動，經過多次反覆觀察單一點浮動範圍約略為
−1 × 10−5° 到1 × 10−5° 區間，導致輸入的目標點經
緯度與實際目標點存在些微的誤差，因此必須計算
出該誤差範圍之實際距離，以及相機於空中的實際
視野範圍，確保多軸飛行器飛行至目標點時，相機
可以順利尋找到降落平台上的 ArUco 標記進行視
覺定位降落，以便後續檢測作業進行。
緯度的每個度的距離大約相當於111公里，而經
度的每個度的距離從0到111公里不等，距離隨緯度
的不同而變化，以下將利用本系統實驗環境下之經
緯度取其浮動範圍換算成實際誤差距離，如表3.1所
示。由於經緯度之浮動值太小(至小數點後五位)不
利於計算誤差，因此先以1個經緯度計算，如表2所
示，再透過單位轉換之，如表3所示。

(a) 俯視圖

(b) 正面圖

(c) 側面圖
圖 4. 多軸飛行器外觀

圖 5. Mission Planner 之經緯度示意圖

表 1. 多軸飛行器外觀裝置對照表

表 2. 實驗環境之經緯度轉換實際距離(1)

①

水質感測模組

⑤

相機

②

GPS 模組

⑥

飛行控制器

③

樹莓派

⑦

捲線裝置

④

相機雲台

⑧

水質感測棒

緯度
經度

經緯度誤差值(°)
1
1

實際誤差距離(km)
101.58
111.19

表 3. 實驗環境之經緯度轉換實際距離(2)
緯度
經度

經緯度誤差值(°)
1 × 10−5°
1 × 10−5°

實際誤差距離(m)
1.0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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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3 可 計 算 出 上 述 經 緯 度 浮 動 範 圍 −1 ×
10−5° 到1 × 10−5° 轉換成實際距離之最大誤差範圍
為2.04m×2.22m，如圖6所示。本系統所使用相機之
視野角度為69.4° × 42.5°(±3%)，且設定多軸飛行器
的飛行高度為4公尺，相機的視野範圍以此高度計
算之，透過三角函數即可計算出實際視野範圍，如
表4所示，取相機誤差-3°之最小視野角度計算出的
視野距離，以及圖3.2之 GPS 最大誤差距離進行比
較，相機視野距離皆大於 GPS 最大誤差距離，由此
可以確保多軸飛行器飛行至目標點時，相機可以順
利找尋到降落平台。

首先將原始影像進行灰階處理，透過自適應閥
值將灰階影像進行二值化，並使用輪廓追蹤算法
(Contour Tracing Algorithm)[13]找出二值化影像中
的所有輪廓，再使用道格拉斯-普克算法(DouglasPeucker Algorithm)[14]偵測多邊形，由於 ArUco 標
記被黑色邊框包覆在矩形輪廓中，不會保留其中不
相似於矩形的輪廓，同時，為了簡化輪廓僅保留其
最外部輪廓，但相機於不同角度偵測 ArUco 標記時，
會產生變形的矩形輪廓，因此在取得外部輪廓後，
還要透過單應性矩陣(Homography Matrix)去除透視
投影，將矩形輪廓轉正，如圖8(左)所示，再使用大
津演算法(Otsu)[15]對結果影像進行閥值處理，將二
值化後的影像劃分為大小相同的格子，並依照每個
格子的像素值分別填入0或1，如圖8(右)所示，解析
後得到4種不同的位元串列，將其與字典中的串列
進行比對，如果存在於字典中代表是有效的標記，
即可取得該 ArUco 標記的編號(id)，最後透過相機
校正後得到的內部參數與失真係數來進行姿態估
計。圖9為整體 ArUco 標記偵測流程圖。

圖 6. GPS 實際最大誤差範圍示意圖
表 4. 相機視野範圍(以高度 4 公尺計算)
+3°
視野
(°)
視野
距離
(m)
視野
範圍
(𝑚2 )

-3°

H

V

H

V

H

V

69.4

42.5

72.4

45.5

66.4

39.5

5.54

3.11

5.86

3.35

5.24

2.87

17.23

19.63

15.04

3.2. 視覺定位
本研究使用 ArUco 標記[11]作為多軸飛行器的
定位降落依據及各養殖池的編號。多軸飛行器透過
GPS 飛行至目標養殖池後，轉由相機偵測降落浮台
上的 ArUco 標記取得相機姿態估計，以便後續多軸
飛行器進行視覺定位降落，同時確認該 ArUco 標記
的編號是否為目標養殖池的編號，避免蒐集到錯誤
的水質數據。
ArUco 標記是一個開源的相機姿態估計庫，由
黑色邊框和確定其編號(id)的內部二進制矩陣組成
的 n×n(不包含黑色邊框)正方形標記，如圖7所示，
黑色邊框有助於 ArUco 標記在圖像中的快速檢測，
且二進制編碼允許其識別及錯誤檢測的應用，使用
者可以使用預設字典，或是依造使用數量需求自行
透過程式生成 ArUco 標記建立新字典。

圖 7. ArUco 標記示意圖[12]

圖 8. ArUco 標記透視轉換結果與編碼
內部參數與失真係數是相機偵測 ArUco 標記
的兩個必要參數，因此在使用 ArUco 標記進行視覺
定位之前必須先進行相機校正，透過相機校正取得
相機的內部參數及失真係數來進行後續的相機姿
態估計。這邊我們使用 OpenCV 提供的棋盤格進行
相機校正。經由相機校正得到相機內部參數與失真
係數後，即可開始進行相機的姿態估測，透過相機
擷取即時影像偵測 ArUco 標記，再藉由演算法計算
得到相機與 ArUco 標記之間的平移向量(translation
vector, tvec)與旋轉向量(rotation vector, rvec)，其中
平移向量為 ArUco 標記相對於相機的位置，如圖10
所示(紅線為 X 軸、綠線為 Y 軸、藍線為 Z 軸)，旋
轉向量為 ArUco 標記與相機之間座標轉換的依據。

3.3. 多軸飛行器姿態控制
多軸飛行器透過 GPS 飛行至目標點後，轉由視
覺定位，以 ArUco 標記之中心點(即為降落平台中
心點)為降落目標，透過改變 yaw 軸轉正機身和改
變 roll 軸及 pitch 軸來修正偏移量，精準降落於平台
上，圖11為多軸飛行器歐拉角。
由於相機與多軸飛行器的座標不同，在進行視
覺定位降落前，需先將相機座標轉換成多軸飛行器
座標，透過式(1)進行座標轉換，如圖12所示。
0
𝐶𝑢𝑎𝑣 = [1
0

−1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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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多軸飛行器歐拉角

(a)相機座標

(b)多軸飛行器座標

圖 12. 座標轉換(a)→(b)

圖 9. 偵測流程圖

本系統多軸飛行器降落控制方式為以相機視
角當作基準，如圖13所示，透過相機偵測 ArUco 標
記取得其平移向量(即為 ArUco 標記相對於相機視
角的實際位置)，並將座標轉換成多軸飛行器之座標，
利用修正偏移量的方式控制多軸飛行器移動至目
標點上方40~50公分處，當偏移量小於給定的容許
誤差範圍時，自動降落於平台上[16]。如式(2)-(4)，
(𝑥𝑑 , 𝑦𝑑 , 𝑧𝑑 ) 為 欲 修 正 之 偏 移 量 大 小 ，
(𝑥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𝑦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𝑧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為 目 標 點 位 置 ，
(𝑥𝑢𝑎𝑣 , 𝑦𝑢𝑎𝑣 , 𝑧𝑢𝑎𝑣 )為多軸飛行器當前位置。
𝑥𝑑 = 𝑥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𝑥𝑢𝑎𝑣

(2)

𝑦𝑑 = 𝑦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𝑦𝑢𝑎𝑣

(3)

𝑧𝑑 = 𝑧𝑡𝑎𝑟𝑔𝑒𝑡 − 𝑧𝑢𝑎𝑣

(4)

(a)偵測到 ArUco 標記

圖 13. 空中俯視降落平台示意圖

3.4. 系統流程圖
(b)取得姿態估計
圖 10. 相機姿態估計

結合電腦視覺、GPS 定位技術、多軸飛行器降
落控制和水質檢測技術，擬定出一套系統流程，如
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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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因此需要透過 ArUco 標記進行視覺定位，克服
GPS 的定位誤差，達成更精準的降落。
表 5. 程式讀取經緯度之數據平均結果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浮動
平均值

緯度(°)

經度(°)

24.5366117
24.5365883
2.34× 10−5
24.5365996

120.7866346
120.7866169
1.77× 10−5
120.7866267

表 6. 實測 GPS 定位誤差
次數

誤差距離(cm)

1
2
3
4
5
6
7
8
9
10

次數

誤差距離(cm)

184
11
164
12
202
13
128
14
118
15
83
16
290
17
168
18
215
19
261
20
平均誤差：142.85cm

78
53
157
40
75
82
143
100
168
148

表 7. 實測視覺定位降落誤差

圖 14. 系統流程圖

4. 實驗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將針對 GPS 定位誤差以及多軸飛行器
視覺定位降落誤差進行實際測試，最終模擬多軸飛
行器於各養殖池的水質檢測任務。

4.1.

GPS 定位

預先設定一目標點並將多軸飛行器放置於該
點，透過程式讀取經緯度值，每秒讀取1次，連續讀
取5分鐘，總共300筆數據，將其浮動數據加總平均
取得平均經緯度值，如表5所示。將表5之平均經緯
度值輸入程式碼中，再將多軸飛行器移至任一點，
並使用 Dronekit-Python 套件發送飛行指令給多軸
飛行器飛行至目標點，量測目標點與各降落點之誤
差，實測結果如表6所示。實測後發現，即使設定的
目標點經緯度不變，多軸飛行器每次的降落點都不

次
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誤差距
離(cm)
12
31
28
65
30
73
67
50
40
25
28
19
32
40
37
25
87

次
誤差距
數
離(cm)
18
8
19
16
20
20
21
32
22
39
23
55
24
49
25
16
26
60
27
41
28
20
29
16
30
27
31
7
32
21
33
12
34
35
平均誤差：32.5cm

次
數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誤差距
離(cm)
15
38
7
9
41
50
25
46
28
32
27
40
5
2
8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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