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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空摄影技术的快速发展,将航空摄影技术与测绘工程有效的结合在一起,两者的相互结合,让
地形测绘中的许多困难得到了解决,将航空测量应用于地形测绘之中有效的提高了地形测绘的质量和
效率,并且即使遇到危险,对人力和物力也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航空测量在地形测绘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并且这项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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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eri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effectively combines aeri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with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has solved many difficulties
in top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erial surveying is applied to top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which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op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even if the
drone encounters danger, it will not cause huge losses to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herefore, aerial
surveyin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op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this technology is still i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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