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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技术的升级创新,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也随之出现,并获得快速发展,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同
样在城市规划中获得重点应用。无人机航测,分辨率、精度等方面优势明显,是传统航空摄影测量的创新
升级与补充延伸。文中以城市规划为中心,对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的应用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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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in Urban Planning
Qian He
Yinchuan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UAV aeri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has also emerged and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and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has also
obtained the key application in urban planning. UAV aerial surve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resolution and
precision, which is an innovative upgrade and supplementary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aerial photogrammetry.
Taking urban planning as the center,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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