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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无人机处理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也越
来越广泛,对于高空拍摄、测绘测量工作、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三维
建模逐渐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热点,工作人员将多种先进技术引进城市三维建模中,以期能够提高建模
的质量,从而有效的改善传统城市建设中的弊端,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本文主要分析了无人
机倾斜摄影测量在三维建模中的应用,希望能够为三维建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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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in 3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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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AV processing technolog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perfec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which plays a very good role in many fields, such as aerial photography, surveying and mapping,
urban construction and so on. In recent years,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Staff introduce a variety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o urban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odeling,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powerful help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in 3D modeling, hoping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3D model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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