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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无人机遥感技术应用于测绘工程不仅能够降低测绘工作成本、降低测绘工作风险,还能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测绘工程工作效率。无人机遥感技术具备影像数据的收集、场景数据自获取和分析、三
维模型的构建、复杂环境测绘任务的执行和突发情况的紧急应对等功能,在现阶段测绘工程中可以起到
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基本理论,分析研究出了具体的应用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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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ying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to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cost and risk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to a great extent.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s the functions of image data collection, self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of scene data, constr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mplement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asks in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I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at the present stag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theory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asure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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