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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人机技术现已随着技术的革新逐渐被完善,并在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测绘测量工作
中,无人机技术的使用,解决了地形环境影响产生的测量准确度偏低或测量不完全问题,为工作人员提供
精准数据支持。而将无人机技术与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融合起来,可提升影像数据精确度,便于工作人员准
确掌握测区情况,开展后续调整和规划工作。本文将以地形图测绘为基准,对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进
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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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AV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use of UAV technolog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low
measurement accuracy or incomplete measurement caused by the impact of terrain environment, and provides
accurate data support for staff. The integration of UAV technology and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mage data, facilitate the staff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situation of the survey area and
carry out subsequent adjustment and planning.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erial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of UAV based on top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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