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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测绘工程中对无人机遥感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该
技术的出现不仅大大提升了测量工作质量,同时还带动了工作效率的整体提高。和其他技术手段相比,
无人机遥感技术的特点优势较为显著,具备信息处理快、测量精准度高的特点,所以在测量工作中也得到
了十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对此,本文将以无人机遥感技术作为研究重点,进一步分析在测绘工程测量期
间的具体应用,并在相关分析过程中,为测绘工程发展提供必要帮助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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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remote sensing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appearance of this technology not only great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work, but also
drives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work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of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has the advantages of rapi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high
measurement accuracy, so it has been widely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measure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UAV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focu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 and provide necessary help and sugges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ject in the proces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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