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地质测绘中的影像定位技术应用分析
郑光明 王帅 刘登飞
河南省自然资源监测院 河南省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实验室
DOI:10.12238/btr.v4i3.3726
[摘 要] 当前在各个行业当中,影像技术都被广泛接受、使用,并且获得了高度评价。影像技术在行业当
中的运用促进了行业发展的高效化和便捷化,技术本身也被普遍认可。在地质工程当中,普遍使用的技术
就是影像定位技术,地质工程运用影像定位技术,提升了测绘效率和精度,避免了人为记录造成的误差,尤
其是部分岩层和矿产的岩性分析当中。运用影像定位技术,可以快速确定地质的基本属性,划分地质类型,
保证地质测绘工作的进展。本文重点分析了地质测绘中的影像定位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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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mag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accepted, used and highly evaluat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application of imaging technology in the industry has promoted th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technology itself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In geological engineering, the commonly
used technology is the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which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avoids the error caused by human records, especially in the lithologic analysis of some strata
and minerals.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an quickly determine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geology, divide geological types, and ensure the progress of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 geologic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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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像定位技术在地质测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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