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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以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为研究对象,对无人机航空测量工作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
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测量要点和应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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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erial photogrammetry in digital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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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UAV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UAV aerial
survey work is discussed from multiple angles, levels and aspects, and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ment points
and applic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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