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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无人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下,其已经在多个行业中应用。在地质测绘中,对无人机技术灵
活应用,可以充分挖掘测绘工程的工作潜能,为测绘人员的工作提供便利,保证测绘人员的工作安全性及
可靠性,提升测绘工作的整体效率。并且,借助无人机技术对地质测绘工作加以开展,还能实现与 5G 网络
移动通信技术的合理融合,能让地质测绘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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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UAV technology, UAV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industries. In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UAV technology can fully tap
the working potentia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the work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ers, ensure the work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Moreover, carrying out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with the help of UAV technology can also realize the reasonable integration with 5G network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hich can make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ter a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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