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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可借助航摄仪、航空数码相机,对地面情况进行拍摄及时获取地形地理相
关数据信息,即便在地形复杂、环境恶劣条件下,同样能够准确拍摄、并采集相关数据,然后对采集数据
信息作以分析、加工处理。故此,建议在工程测量实践中运用这一技术,从而切实提升测绘工作质量。本
文将对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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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AV remote sens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can use aerial cameras and aerial digital
cameras to capture ground conditions, which can timely obtain terrain and geographic related data. Even in
complex terrain and harsh environments, it can also accurately capture and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ata,
then analyzes and processes the collected data information.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is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practice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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