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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在陆地地形、地貌信息数据方面较为丰富,但对于水下地形数据,无论是在采集手段、
覆盖范围,比较单一与薄弱。在获取水下地形信息数据时,无人测量船系统具有得天独厚的明显优势。无
人测量船应用在水下地形测量中,显著提高了水下地形测量的工作效率与测量精度。无人测量船系统,
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现代测绘技术,集成了无人船系统、GPS定位系统、测深仪器、雷达
系统、无线通讯系统、计算机、电子罗盘等诸多先进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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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relatively rich in the land terrain and landform information data, but for the
underwater terrain data, it is relatively single and weak whether in the collection means and cover scope. The
unmanned measuring ship system has unique advantages when obtaining underwater terrain information data. The
application in underwater topographic measure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working efficiency and measurement
accuracy. And unmanned measurement ship system integrates unmanned ship system, GPS positioning system,
sounding instrument, radar system,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computer, electronic compass and many other
advanced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through computer technology, 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modern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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