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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进步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建筑工程测绘工作的工作方法
的革新,提高了工程测绘的效率,提高了工程测绘数据的精准度,保证了工程建设的质量。笔者依据大量
的工程施工经验并结合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工程测绘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测绘工程测量中无人机
遥感技术的优势地位,提出相对应的实用对策,希望优化测绘工程测量中无人机遥感技术运用效率,推动
测绘工程测量中无人机遥感技术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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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Bingbing Shen
Zhejiang Zhongzhe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s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AV technology also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working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and ensures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and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application of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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