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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科技技术的更新换代,各个行业都在展开现代化改革工作。其中
农业生产现代化建设工作中改革重点主要放在了如何更好的掌握农田种植数据信息方面,所以因为无
人机遥感技术逐渐完善,使其可以应用于农田信息监测中,进而帮助种植户进行数据分析。同时相比于传
统的地面监测以及高空遥感,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可以提高监测效率,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潜力,对于我
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本文将对无人机遥感在农田信息监测中如何有效应用进
行分析研究,希望可以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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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upgrading of technology, various
industries are undertaking modernization reform. Among them,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mainly focuses on how to better grasp the farmland plant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so because the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improved,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farmland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then help farmers to carry out data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ground monitoring and high-altitude remote sensing, using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monitoring efficiency, with broad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so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in farmland
information monitoring, hoping to help the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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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中会受到以下
三种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土壤湿度、病虫

其次,病虫害问题是我国农业行业
种植中十分需要得到重视的一个方面,
每年种植户都会因为病虫害的存在影响

2.2实现对农作物生长情况的周期
性监测
通过对目前无人机遥感技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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