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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知识经济时期,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速度都比较快,而在工程测量方面,
也逐步采用了无人机遥感技术。作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有关的文献,从无人机的使用中,阐述了无人
机的优点,然后对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应用于实际工程中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
以后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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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Application of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Survey
Hongwang Lai
Guilin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period,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relatively fast, while in the aspects of engineering survey, the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adopted. The author according to his own work experience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e use of UAV, expounds the advantages of UAV, analyz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and discusses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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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在矿山测量中的应用

丛林等,常规的测量手段难以应用,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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