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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地理信息采集过程中,城市地形图的测绘为重要构成内容之一。城市地形图的测绘,在城
市规划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地形图的测绘工作中,存在着较多的影响因素,所以要积极采用
测绘技术,加强新型地形图测绘新型技术的应用,促进城市地形图测绘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主要针对地
形图测绘中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展开研究,先提出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的技术原理,最后总结了几
点具体应用,主要包括DOM工艺技术、相片控制、空中三角测量、数字线划图技术和外业调绘修编,旨
在充分发挥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价值,有力推进地形图测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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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Topographic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Bo Li
The First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urban
topographic map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urban topographic maps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of
topographic maps,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adopt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opographic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urban topographic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erial photogrammetry in topographic map surveying and mapping.
It first proposes the technical principles of drone aerial photogrammetry, and finally summarizes several specific
applications, including DOM technology, photo control, aerial triangulation, and digital Line drawing
technology and field adjustment and revision are design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opographic mapp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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