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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从他的建筑工程足以体现,建筑技术基本数据的测量准确性而直接影响
建筑工程的质量。本文简要介绍了无人机测绘技术,详细分析了无人机测绘技术的发展现状,结合了无人
机测绘技术相对于传统测绘技术的优势,在建筑工程测绘中运用了无人机测绘技术。无人机大地测绘技
术在建筑技术中的创新发展,为提高建筑设备的测量效率,确保数据准确性,确保无人机大地测绘技术的
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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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人机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
施工中的具体应用
3.1收集测绘数据。使用无人设备拍
摄施工现场的照片。为此,您需要控制无
人机以使其飞到一定高度。然后,操作员
控制无人驾驶飞机,使其盘旋,使无人驾
驶飞机的摄像机直接指向施工现场的下
方和中间。这张航拍照片显示了在记录
时间内在施工现场的实际施工进度,并
在一周内连续拍摄施工现场。拍摄两张
相邻照片,其中至少有1个连续的/3个内
容重叠。然后使用全景拼接软件拼接连
续拍摄的照片并导出全景图像。在
Photoshop中重新处理图像细节,以使最
终图像更加逼真。场景：全景视图可方
便进行广泛的设置和站点搜索,并在项
目会议期间更直观地表示站点的情况。
3.2收集和处理测量数据和地图。在
开始工作之前,无人机应检查设备是否

无法执行动态分析,因此难以优化计划,

地形数据。与传统的测量方法相比,它在

已正常安装,然后遥控无人机将起飞。如

而无人机测量技术在土方测量中可以发

准确性,速度和成本方面具有明显的优

果无人机飞行平稳,它将切换到自主飞

挥重要作用。首先,可以使用无人机调查

势。发展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前景。

行模式,并且无人机会自动执行分配的

技术快速获取地形站点数据,如图1所

培养建筑技术人才的研究生院只能认识

任务并遵循计划的路线。空中飞行到终

示。然后,该软件自动创建测量区域表面

到该技术对建筑技术的影响,并对学生的

点后,无人机将打开“返航”模式并自

的3D数字模型,并使用图像控制点的坐

学习计划和课程进行适当调整。实时作为

动返回到起点。技术数据收集现已完

标求解图像数据。然后计算出混凝土切

“建筑技术测量”的一部分。扩大无人机

成。无人机完成第一笔测绘任务后,为

割和填充量的测量区域。这种工作方式

测量技术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了解专业领

了更好地确保测绘数据的准确性,有必

大大减少了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也确保

域的最新科学技术知识,并掌握先进的操

要对项目进行第二次数据收集,以防止

了顺利达到目标施工时间,从而有效降

作技能。只有这样,他们才真正能够向社

无人机在测绘和飞行测绘时根据设定

低了施工成本。

会提升具有更广泛技能的人才,并降低高
等教育和商业的效率。

值飞行。路线正在飞行。数据的准确性

3.4在其他建筑工程领域的应用。

降低。与传统的手动操作相比,无人机

在 建 筑 技 术领域,无人机测量技术和

的大地测量和制图技术更省时,更共享

BIM技术的结合也极大地改变了设计。

[1]刘亚楠.测绘新技术在建筑工程

且更易于捕获。收集的数据量更大且更

当收集的信息包含在数据库中时,使用

测量中的应用及发展[J].工程建设与设

完整。它还对资本成本和利用率产生更

UAV测量技术和BIM技术获取高精度地

计,2020(12):249-250.

大的影响。所需空间相对较小且灵活

形数据,以对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进

[2]曹 慧 清 . 数 字 测 量 技 术 在 建

(请参见表1)。

行各种适当的评估,以确保适当的工程

筑 工 程 测 量 中 的 应 用 [J]. 建 材 与 装

3.3施工阶段的应用。大多数建筑项

人员按时工作并正常工作。除了无人机

饰,2020(16):199+201.

目都是从平整建筑工地开始的。作为结

测量技术在建筑技术中的广泛应用外,

[3]徐鑫哲.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

构单元,需要计算特定的开挖量以确定

它在收集有关城市更新,土地确认,房

课程考核体系改革——以“建筑工程测

开挖的大小。尽管传统的测量方法(例如

地产登记)文物存储以及地雷测量和制

量”课程为例[J].林区教学,2020(5):53-55.

水平测量,三角测量和GPS测量)可以以

图的基本数据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

[4]田丰.无人机测绘技术在建筑工程测

不同的精度执行此过程,但是这些过程

要的作用。

只能执行点测量,缓慢的数据采集以及

4 结束语

操作员的繁重工作。结果通常是二维平

以上分析表明,无人机测量技术可以

面,导致随后的开挖计算效率低下。由于

为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提供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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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量中的应用分析[J].河南建材,2020(3):8-9.
[5]马 正 元 .浅 析 数 字 化 测 绘 技 术
在 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J].冶金管
理,2020(03):232+234.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