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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建筑工程数量及规模不断扩张。深入施工现场,采用先进的技
术设备开展工程测量,能够为工程施工提供有利条件。在科技时代背景下,测绘技术的自动化、集成化与
信息化程度提升,测绘技术在工程测绘测量中的应用也愈加成熟。其中,无人机测量技术在工程测绘测量
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测量效率,节省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还加强了测量结果的精确性。本文就将全
面探究无人机测量技术在地形测量中的实践应用形式与未来发展趋势,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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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UAV survey technology in topographic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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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expanding. Going deep in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carrying out engineering survey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an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gree of auto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Among them, the application of UAV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not only improves the measurement efficiency, saves time cost and labor cost,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results. This paper will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form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UAV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topographic surve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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