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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无人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工程测绘的工作中,无人机能够发
挥很大的作用。通过无人机的航测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测绘工作的效率,提升测绘工作的质量。因而,
了解技术优势,强化技术应用,能够为工程测绘提供更大的便利。作为行业工作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
的技术,以推动行业更快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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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use of UAV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idespread. Especially in the work of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drones can play a great role.
Through the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of UAV, the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can be improved.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technical advantag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can provide greater convenience for
engineer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As an industry work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one’s own
technology to promote faster progres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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