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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激光雷达在众多领域都实现了发展,作为一项现代化科学技术也逐渐受到了森林工作
者的欢迎和喜爱,并且在实际应用中,激光雷达还能发挥良好的森林参数测量作用。和传统的光学遥感并
不相同,激光雷达的成像机理在于则能对森林地形和植被分布形态进行有效勘测。特别是在对森林高度
进行探测过程中,这一技术更能发挥出显著优势,是很多技术手段和遥感设备不具备的优势特点。基于此,
本文就将进一步论述林业科学研究中激光雷达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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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gress of Lidar in Forestry Science Research
Hongyun Wang
Heilongjiang Daxing’anling Technician Colleg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idar has developed in many fields. As a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gradually welcomed and loved by forest worker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t can also play a good role in
measuring forest parameters. Unlike the traditional optical remote sensing, the imaging mechanism of the laser
radar is the effective survey of the forest terrain and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form.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detecting forest height, this technology can play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which is an advantage characteristic that
many remote sensing means and equipment do not hav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laser radar in forestry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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