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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人机遥感技术备受关注,其在减灾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由于
中国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做好灾情评估对救援工作的开展重要性极强。获取灾区的影像信息可在
交通以及通信等设备被损毁的基础上实时了解灾情。本文主要针对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减灾领域中的应
用简要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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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disaster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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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it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disaster reduction. As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assess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rescue work. Obtaining the image
information of the disaster area can understand the disaster situation in real time on the basis of the damage of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equipment.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disaster red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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