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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新技术的应用为测绘行业带来了一次新技术的改革,测量成图的方法也发生了重大
的改变。从原始的全野外测图方法到如今多样的测图方法,航天成图、卫星影像成图、无人机成图等多
种成图方法,全面的代替了传统的测量方法,为测量人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本文针对航测成图、
卫星影像成图、无人机成图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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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 new technology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the reform of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mapping to major changes from the
original total field mapping method to now a variety of mapping method of space mapping satellite image map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mapping and other mapping method, comprehensive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methods, save a lo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measuring personnel based on aerial mapping satellite
images into a figur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mapping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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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用的卫星及卫星影像主要参数如下：
卫星名称
SPOT5

地面分辨率(m)

几何特点

全色影像 2.5 米,多光谱影像 10 有两个 HRG 高分辨率几何成像装置,一个 HRS 高分辨率立
米
体成像装置。每个传感器只有一个线性阵列

产地
法国

全色影像 2.5 米

用卫星推扫成像方式,有两个全色传感器,可实现在一个
条带上连续拍摄,接收长度无限制。

印度

IKONOS

全色影像 1 米,多光谱影像 4 米

有传感器 CCD 数字相机

美国

GeoEye-1

全色影像 0.41 米,多光谱影像
1.65 米。

全色和多光谱同时（全色融合）单全色单多光谱可任意
角度成像

美国

QuickBird

全色影像 0.61 米,多光谱影像

有传感器 CCD 数字相机,感光器扫描线有 5 个光谱通道,

美国

2.4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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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色影像 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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