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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快速进步,并且被广泛应用到各领域。目前,在测量工作
中,无人机航测是一种新型的测量手段,也是对原有航测方式的有效补充,测量效果和效率方面都具有较
好表现。在农房一体化调查中,无人机航测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需要结合实际进行科学使用。基于此,
文章对无人机航测技术在农房一体化调查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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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n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of Rural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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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At present, in the measurement work, UAV aerial survey is a new
measurement method and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original aerial survey method. It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measurement effect and efficiency. In the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of rural housing, UAV aerial survey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needs to be used scientifically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aerial survey technology in the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of rural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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