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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单概述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的理论及作用和无人机在地质灾害调查中的相关作用,提
出无人机在地质灾害调查中的应用方案,以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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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UAV in geological disaster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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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theory and role of UAV inclined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and
the relevant role of UAV in geological disaster survey, and proposes the application scheme of UAV inclined
photography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disaster surve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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