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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为测绘技术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其中无人机航测技术凭借自身多项特
征优势,在工程测绘工作中普遍应用,特别针对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其在测绘工作中合理化应用,可提
高测绘工作效率的基础上,确保最终测绘成果可靠性。本文就无人航测在大比例尺地形测绘中应用展
开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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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aerial survey in large-scale topographic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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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UAV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especially for large-scale topographic mapping. Its rational application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i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unmanned aerial survey in large-scale
topographic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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