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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大城市高层建筑所面临的火灾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超高层建筑火
灾的扑救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面对日益复杂的任务,担负着灭火救援任务的消防部队所面临
的危险也越来越多。本文围绕无人机在消防救援中的实际应用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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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in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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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high-rise buildings, and the fire safety problems
faced by high-rise buildings in big cit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Fire fighting in super-high-rise
buildings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roblem. Faced with increasingly complex tasks, the firefighting force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tasks,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dange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UAVs in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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