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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相对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在多个方面需要进行创新突破,外业举
证更是需要得到新技术的有力支持,避免技术滞后带来的严重危害。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无人
机的应用范围愈发广阔。其航测技术的应用在现阶段越发成熟,将其灵活引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外业
举证工作极为必要,能够发挥出明显优势,是较理想的应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类辅助技术手段,对其他工
程项目同样具有参考价值,有较强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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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UAV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Proof of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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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national land survey,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requires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in many aspects. The field evidence needs to be strongly supported by new technologies to avoid
serious harm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la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has become wider and wider. The application of
its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t this stage. It is extremely necessary to
introduce it flexibly into the field proof work of the third national land survey. It can exert obvious advantages.
It is an ideal application and a crucial type of auxiliary technology. , It also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other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has strong research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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