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在数字化地形测量的应用
王章军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DOI:10.12238/gmsm.v5i1.1305
[摘 要] 在无人机摄影设备与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地理测绘工作中工具的选择发生了变化,无人机摄影
测量技术成为测绘工作中的重要技术。在传统地理测绘工作中,受到技术手段的限制,地形测量通常以二
维信息为主。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可借助于这些设备完成三维信息的
收集,实现数字化地形测量。基于此,本文对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探讨了该技术的特
点以及作用；同时,结合实际的技术发展状况,说明该技术在数字化地形测量中具体的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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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Digital Topographic Survey
Zhangjun Wang
Jiangsu Geolog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Abstract]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UAV photographic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he choice of tools in
ge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has changed, and UAV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the traditional geograph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echnical means, topographic survey usually focuses on two-dimensional inform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UAV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integrity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se devices, the colle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can be completed to realize digital
topographic surve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of UAV,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is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techn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ode of this technology in digital
topographic survey.
[Key words] UAV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digital topographic survey; appl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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