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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无人机测绘技术的进步以及其在工程测量中发挥的作用,使得无人机测绘技术为人
们所熟知。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有关无人机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使用,对此项技术的优点亮点进行了
分析,对无人机测绘技术的实践进行了说明,为后续无人机测绘技术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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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nalysis of applying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Xiaochong Ao
Xinyu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and its role in
engineering survey, UAV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s well known to people.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use of UAV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highlights, explains the practice of UAV mapping technology,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of UAV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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