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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现当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上对测绘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面对
着大量的测绘工作内容,通过与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无人机遥感技术结合来实现精准而又有效的测绘,
则是众多专业人才不断探讨的话题。无人机遥感技术主要是通过无人驾驶的技术,依托专业的飞行设备,
通过器材与定位来确定,按照空间信息进行高精准化的测量。采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在进行测量的过程当
中,所耗费的时间、费用都会相对降低,并且还能够获取非常准确的数据,这对测绘工程测量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由此,本文主要针对“无人机遥感技术在测绘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进行研究,
依托无人机遥感技术,进一步分析测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及时弥补在测量当中的不足,准确的完成测量
工作,同时也为进一步促进工程测量的准确性以及可持续性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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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s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increase. Facing with a large
number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asks, it is a topic constantly discussed by many professionals to realiz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mainly through unmanned technology,
relying on professional flight equipment, determined by equipment and positioning, and performing
high-precision survey according to spatial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urveying by using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time and cost will be relatively reduced, and very accurate data can be obtained, which
provides a very important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surve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relies on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further analyze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survey, makes up for the surveying deficiencies in time, and accurately completes the
measurement task,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accura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Key words]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survey; survey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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