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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先进科学技术的日益创新,无人机技术在此期间也开始发展
起来,同时在各个行业中都开始看到它的影子。通过无人机技术的更新与不断优化,在综合航空摄像技术
的基础上可以获得非常精准的空中数据,实现了地形测绘工程的数字化测量,这为地形测绘工作的高效
开展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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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测量盲区,主要获取的数据资料

的补测措施,这样就能够使得地形测绘
工作质量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此过程
当中,除了通过无人接测量的方式完成
工程测绘之外,同时亦可通过人工操作
的方法来完成工程的测绘工作,从而更
好地使得工程测量数据完整精准。与此
同时,对于工程测量过程当中出现的误
差情况,一般可通过采用无人接来进行
补测,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人工原因造成
的其他影响。按照预定的参数和操作模
式来进行实际操作,从而确保整个地形
测绘工程作业的工作质量。

3 结束语
总 而 言 之 ,地 形 测 绘 工 程 当 中 无
人机的具体应用需要融入其他先进的
科学技术,并且需要通过地空飞行的
方式来规避不良天气因素带来的一系
列影响,这样才能够获得最为精准的
数据信息。同时,可通过实时数据传输
的方式来保证工程测绘数据的精准
性。在综合卫星遥感技术、航空测绘
技术的基础上,促使当前的地形测绘
工作质量、测绘数据的精准度得到进
一步提高,从而为地形测绘工程的高
效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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