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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遥感技术是一种通过对测绘目标所反射或辐射的电磁波或红外光线进行远程检测来检测和识
别目标的技术。传统的遥感技术通常运用卫星、飞机进行实现,然而这一技术的运用成本高、周期长,
且运用范围较窄。因此研究更为便捷、经济的遥感测绘模式成为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增加遥感技术的运
用与普及。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无人机具有体型小、质量轻操作灵活且
经济性强的特点,已经成为遥感测绘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进行
分析,以期可以优化该技术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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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a technology for detecting and identifying targets by remotely
detecting the reflected or radiated electromagnetic waves or infrared rays of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argets.
Traditional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usually implemented by satellites and aircraft. However, this
technology has high application cost, long cycle and narrow application rang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a
more convenient and economical remote sensing mapping model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at this stage,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should be increased. The emergence of
UAV remote sensing mapping technology perfectly solves this problem. UAV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size,
light weight, flexible operation and strong econom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mote sensing
mapp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mapp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ing,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is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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