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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了遥感技术的形成以及发展,遥感技术在现代技术的基础
上,普及到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包括水资源检测以及地质勘测等活动。遥感技术可以被大面积的使用,主
要原因是它比过去的测绘技术使用价值更高,能够发挥的作用更大。在测绘工作中应用遥感技术,结合先
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比如测绘时间短、测绘范围广以及测绘精度高等等,同时在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还能够落实动态以及实时测量的工作,有效的提高了测绘工作的效率。
[关键词] 遥感技术；测绘工作；应用措施
中图分类号：P237 文献标识码：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idi Gao
Gansu Jingl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ur country, 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Based on modern technology,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popularized in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water resources detection and geological survey.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n be used in a large area,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it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e past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the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such as short
surveying and mapping time, wide surveying and mapping range and high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uracy.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echnology, it can also implement dynamic
and real-time measurement,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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