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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多个领域都展示出了其优势所在：高空完成更加全面,更加自由以及多
角度的拍摄作业等,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达到并完成一系列拍摄需求。这种技术在民用以及军用中
都将发挥巨大作用,本文将要讨论探究的主体为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在工程测量中的优势、应用方向等
方面的具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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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shown its advantages in many fields: completing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reer and multi-angle shooting operations at high altitude. It saves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achieve and complete a series of shooting needs. This technology will play a great role in
civil and military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the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Key words]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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