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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和进步,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正在逐步被采用,各
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无人机技术已应用于许多行业,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无
人机航测技术的出现可以极大地保证和改善工程研究工作。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和进一步发展工程研
究工作的便利性。本文着重介绍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并提供简要的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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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and economic strength are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progressing, many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are being gradually adopted, and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level of all walks of life have made a qualitative leap. UAV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industries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articular, the emergence of UAV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can
greatly guarantee and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research work.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convenience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work.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provides a brief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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