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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在测绘工程测量领域,由于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应用,使得测绘工程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进步。随着无
人机遥感技术逐渐被大众认可,并深入的运用到工程测量中,大大的提高了工程测量的工作效率,也提高
了测绘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扩大了测绘的目标范围,无人机遥感技术可以在测绘工程中发挥这样大的
作用,这与其自身特有的诸多优势是分不开的,无人机可以完成自然条件非常复杂的地形测绘工作,大大
的降低了自然环境因素对工程测量的限制,随着无人机遥感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工程测量工作
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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