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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高科技技术水平显著提升,科学技术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包括
地形测绘行业。近些年来,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深入到地形测绘工作中,给测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为
了进一步提升测绘工作的精准性和科学性,为地质工程提供更加准确的参考数据,技术人员需要不断地
提升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本文针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的作用展开探讨,分析无人机技术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用对策,旨在能够为无人机技术的改革和提升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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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topographic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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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level of high-tech technolog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the topographic mapping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technology goes deep into the topographic mapping work, which brings
great convenience to the mapping 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scientificity of the
mapping work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reference data for geolog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UAV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UAV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UAV technology,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 countermeasure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UAV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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