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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主要是指在探测阶段,对地球表面或目标环境进行测量、数据分析、信
息记录的一种科学技术形式。尤其是在现代化、科技化的背景之下,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逐步进入一
种成熟发展阶段,形成一种新型空间信息科学,在工程测量阶段广泛应用。本文分析摄影测量与遥感,
在地理信息工程之中的理论特点,了解技术应用的实际,并对该技术形式进行深入性的探索,探寻未来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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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mainly refer to a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form of
measuring, data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recording on the earth's surface or target environment in the detection
stage.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y,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have gradually entered a mature development stage, forming a new type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engineering survey st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derstands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technical form to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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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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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使用遥感技术则是将航空摄影

处理的方式。航空摄影测量,更注重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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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求,构建对应的数据库。所以摄影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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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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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不断

现如今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已趋于完

发展,摄影测量走进一个全数字发展的

善,该技术的实用性较强。数字摄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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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处理,不仅可以是像片,也可以是一种

阶段,技术应用价值较高。遥感与地理信

分布状态,并建立起综合性、集成化的信

动态化的数字影像。

息系统之间的关联性较强,会影响两者

系统,做好扫描处理,以及完成影像的集

息技术形式。这为摄影测量以及遥感学

而且数字影像匹配技术,能够替代

发展的情况。在技术优化阶段,有关于地

科的发展,奠定良好条件,同时也生成了

肉眼观测的模式,有自动测图的功能。数

理测绘、空间分辨率、区域规划、数据

地球空间信息学。在数字地球相关数据

字摄影所使用的仪器,最终是运用计算

提取等方面。遥感技术与全球定位系统

分析阶段,提供动态化、全球化的技术管

机以及相关的外围设备,在数年间的技

结合利用,能够控制遥感图像的地面控

理模式,摄影测量以及遥感技术有自身

术革新与优化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改进

制点,完成数据信息的实时处理,此时遥

的不可替代性。

该技术新式,所获得的技术成果也比较

感图像的信息,能够直接录入GIS系统之

2 摄影测量技术在地理信息工
程的具体应用

多。从遥感平台的应用,到遥感器的应

中,为GIS数据提供一种新的接口,为遥

用。从遥感数据处理以及基础研究等方面

感技术的变革发展创造条件。不同技术

如今的数字摄影技术有了极大的变化。

的应用优势不同,而技术融合能够突出

摄影测量期间,更注重测量过程中,
测定地物比方说物体几何、地面模拟测

2.3工业测量系统

技术各自的优势,能更精准的为人们提

量等环节。在近景摄影测量期间,能够对

工业测量系统主要是指测绘仪器与

供相应的信息,而且这一技术的经济性、

建筑物整体的形状有基本的判断,采用

技术结合的方式,建立精密的三维坐标,

科学性较强。使用RS能获得最新的图像

数字测量的方式,更适合在工程规划管

而且要构建分析系统,在工业部件的精

信息,利用GPS能够给工程测量,提供图

理阶段,完成该技术的优化。

密安装、检测以及变形测量等方面,有一

像信息的骨架结构,做好GIS图像分析以

2.1解析测图仪的应用

定的技术应用优势。构建工业测量系统,

及处理,能够给用户系统更为精准的测
量信息。

解析测图仪的硬件、软件应用要求

以及设置正交坐标系统,会发现其非接

诸多。其中硬件结构,能完成功能支持,

触、机动性强,而且测量范围较大,所以

3.2正射影像地图技术

软件则是实现各种功能的方案,硬件会

在工件现场使用这一测量系统效率较

在地理信息工程之中,如果测绘的

影响测图仪的应用效果。相对于其他的

高。工业测量系统与传统的测量技术对

精准性要求不高,那么选择影像纠正的

模拟测图仪,采用解析测图仪设备,在地

比,其本身的软件分析能力、应用功能也

点,最好是能够确定固定的地形或者地

理信息工程测量阶段,最显著的优势是

相对较强。

物。在地形图之中,量取相应的点位坐标,

精确度高,且功能性强,以及运行效率较

工业测量系统在工程测量的过程中,

在起始读数期间,通常是从最近的公里

高等特点,有助于达成测图自动化的目

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标建筑的施工测量以

格网开始的,而且要按照地图投影的要

标,还能建立地图数据库等。

及安装测量,使用全站仪、激光扫描、经

求,完成投影的换算处理。在系统之中划

解析测图仪应用期间,在主机以及

纬仪等系统,完成技术管理的目标。现如

线标注信息,以及完成关键点的取舍,则

电子计算机应用阶段,要尽可能得保持

今工程建筑水平逐渐提升,在工业测量

应该考虑地图的最终用途来完成。如果

良好 的 作 业 状 态 ,而 后 完 成 相 应 的 作

系统应用期间的要求也明显增多。测量

能轻易识别相应的地理要素,在地图之

业。在内定向之中,设置侧标结构,要尽

目标的体积增大,而且也保障测量的精

中,就不需要使用符号表示的方式。而如

可能地对准框标,而且框标坐标测量的

准度。由于测量的目标诸多,以及现场的

果能识别图像,但是图像还不清晰,比方

误差问题要及时控制。在观测测绘地

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应用动态测量的方

说在一些桥梁、交通干线之上,可以使用

物、地貌期间,分析其代码特征,以及了

式,技术效果会更好。有新需求的工业测

符号标记的形式。

解相关的点位,诸如在墙角、双线符号的

量技术,在实践阶段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一侧或者中心位置、独立地物之中。如

会比较多。这是因为采用单一的测量技

果有标注错误或者遗漏的部分,要重新

术形式,不能满足测量的基本要求。工业

现如今摄影测量以及遥感技术,在

进行观测。

测量系统,逐渐进入技术集成以及多传

获取目标影响的过程中,设备的应用性

感器融合的方向,比方说设置跟踪管理

能显著提升,对航空摄影、遥感影响的分

2.2数字摄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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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波段等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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