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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极大的推动了测绘领域的进步。其中无人遥感测绘技
术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测绘过程中,无人机遥感技术通过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利用相关定位技术完成
对地理信息的测量工作,且在工作过程中能够有效的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讲述了无人
机遥感技术的优势和不足,并分析了其在工程测绘中的应用,以期能够给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的应用提
供参考。
[关键词]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工程测绘；应用
中图分类号：P2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程中,充分利用无人机体型较小、运行速

人们对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的需求,

机遥感技术的应用优势。

度较快,且在测量过程中更加灵活的优

2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的不足

使测绘领域迎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势,促使拍摄的画面更加清晰,而且工作

2.1飞行平稳度不足

不仅要提高测量成果的准确度,还要不

效率较高。传统的工程测绘过程中,可以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使用过程中

断开发更多的测量功能。随着现代化设

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但是此技术需要

的一大优势就是无人机的机体比较轻,

备在测绘工程中的应用,也促进了无人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

但这一优点也会带来应用的缺陷,尤其

机遥感测绘技术的不断完善,并在工程

度上会增加了成本。而无人机遥感测绘

是在升空的过程中,无人机的机体比较

测绘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以及推广。无

技术,可以实现不间断的工作,而且在测

容易受到高空中风力的影响而使机体在

人机遥感侧后技术的运用,能快速、准确

绘过程中更加机动灵活,能够高效的完

飞行过程中不稳定,导致拍摄到的影像

的获得所测区域的地理信息资料,并且

成测绘工作,减少不必要的投入。

不够清晰。

还能够获取精准的图文信息。因此,我们

1.3监测尺度大

2.2传感器控制不完善

更要不断的发展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可以对较大的

普通无人机在技术和要求限制下,

并进行优化和创新,使其能够在工程测

物体或者空间进行测量,也可以在重点

无法搭载高精度传感器,因此监测工作

绘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区域进行较小物体的测量,有效实现地

中无法得到高精度信息、图像,在大比例

1 无人遥感测绘技术的优势

区的完整测量。所以,无人机遥感测绘技

尺测绘下无法切实满足其要求。

1.1安全可靠

术监测尺度较大,适宜各种区域的测量

2.3对通讯系统依赖性大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对

工作。目前,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还在不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使用过程中,

建筑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在

断的提高其监测尺度,以期能够完成各

需要技术人员操作其无人机进行飞行,

施工过程中,保障工程测量工作的准确

种工程项目的测量工作。同时,在利用无

并利用传感器完成信号传递。因此该技

性。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紧跟科学技术

人机遥感测绘技术时,可以通过三维模

术对通讯系统有着较大依赖,一旦通讯

发展的脚步,在工程测绘中能够提供更

式在电子设备中展现所测区域内的真实

系统遭到破坏,无人机飞行就会受到影

加准确的地理信息数据。无人机遥感测

情况,可以使地理信息更加直观的体现

响而产生问题。

绘技术在测量工作过程中,通过操控无

出来。

3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工程
测绘中的应用

人机,获得相应的地理信息数据,并不需

1.4兼容性较强

要人员亲自到场就可以完成测量工作,

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单独使用时由于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员和测量结果的

其自身的劣势,就会影响测量结果。但是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可以应用到测

安全性和可靠性。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兼容性较强,在工

绘工程地理信息采集中。地理信息采集

1.2机动灵活

作过程中可以和其他技术进行融合,以

过程中,使用传统技术经常会出现采集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实际工作过

提高测量结果的质量,更好的发挥无人

的数据质量较差的情况出现,并且也不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1信息采集方面的应用

37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够科学合理。地理信息采集过程中使用

效的改善矿山环境的质量。

服务保障能力得到提高。

无人机遥感技术,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3.3影像资料获取方面的应用

4 结束语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测量过程中,可

利用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获取影像

综上所述,在工程测绘领域中,无人

以结合影像资料以及飞行情况,利用自

资料时,要特别注意对飞行平台的选择,

机遥感测绘技术属于一种新型的高科技

动加密与手动加密相结合的方法,使地

同时还要注意在对获取的数据进行选择

测绘技术,与传统的测绘技术相比,它不

理信息的安全性有所保障。无人机遥感

和分析时要结合测绘地区的实际地质形

仅能够有效的提高测绘工作的效率,还

测绘技术应用过程中,可以自动处理不

态特征以及影像获取的方式,最大程度

能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提高测量结果的准

相关信息与无效信息,使地理信息采集

的保障测量工作的质量。在无人机遥感

确性,保证了测绘工作的质量。虽然无人

的准确性与精确性有所提升。并且在完

测绘技术实际应用过程中,测量人员还

机遥感测绘技术有很多优势,但是要想

成收集信息后,可以对测量结果进行分

要注重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的旋转偏离

使其能够持续的发展,测绘人员还要不

析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使地理信息数据

角度,可以通过改变测绘方法等方式来

断的提升自己的无人机操作技术以及业

采集的精确性有所提升。

对后续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实现修复其

务能力,并不断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对

3.2信息处理方面的应用

成像角度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还可以结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

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收集完地理

合使用空中三角测量技术,以此来纠正

不断开发其新的功能,保障无人机遥感

测量过程中出现的误差。

测绘技术在工程测绘能够得到充分的应

信息之后,还可以有效地对地理信息进行

3.4恶劣环境中的应用

用,提升测绘结果的精准性,提高测量工

依靠的是人力,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以及准

航空摄影工作时,对地理条件的要

作的效率和质量,促进测绘行业健康稳

确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

求比较高,如果山比较高、云层比较低,

信息处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力已经无

那么航空摄影就无法开展工作。但是这

法满足这些要求,就出现了无人机遥感测

些地区使用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并不会

[1]李 俊 . 无 人 机 遥 感 测 绘 技 术

绘技术。矿山测量中使用无人机遥感测绘

受到条件的限制,能够很好的完成地理

在 工 程 测 量 中 的 应 用 [J]. 中 国 新 通

技术,具有较高的精确性以及实用性。随

信息测绘工作。在条件较差的地区进行

信,2018,20(18):91.

着能源行业的不断发展,煤炭资源的勘测

工程测绘时,使用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

[2]罗天宇.工程测绘中无人机遥感

成为矿山测量的一项重要内容,使用无人

能够快速准确的完成测量工作,并且获

测 绘 技 术 的 应 用 研 究 [J]. 科 学 技 术 创

机遥感测绘技术可以大大提升测量的效

取到的地理信息影像精度也比较高。这

新,2018,(23):17-18.

率。矿山开采过程中,企业对矿山的深度

样就可以使测绘工程的质量有所提升,

[3]韩晋榕.在工程测绘中无人机遥

和广度比较重视。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

且能够充分发挥出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

感测绘技术的应用探析[J].华北国土资

对矿山数据进行处理时,可以提升数据处

在恶劣环境中的作用。随着测绘工程数

源,2018,(04):61-62.

理的效率,而且相对于人力处理来说,无

量的不断增多,测绘的范围也在不断的

[4]王璐.测绘工程测量中无人机遥

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更

扩大,一些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也

感技术的应用分析[J].城市建设理论研

快的处理速度。矿山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可

需要进行工程测绘,此时就可以充分的

究(电子版),2018,(22):106.

以使用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可以实现低

发挥无人机遥感测绘技术在恶劣环境中

[5]何瑛.无人机遥感技术在青海地

空飞行,这样就能够保证数据具有较高的

应用的优势,可以准确、快速的获取恶劣

区工程测绘中的发展及应用探讨[J].工

准确性,并且可以快速处理数据,从而有

环境下的地理信息资料,使测绘工作的

程技术研究,2018,(06):95-96.

处理。传统的工程测绘中,信息处理一般

38

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