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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和管理等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实景三维模型构建中的应用,使构建过程更加的高效,而且能够使三维模型与实
际情况更加相符。在实际构建过程中要注重加强对各个环节的质量把控,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更有效
的帮助。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构建实景三维模型,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
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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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al 3D model based on oblique Photogrammetry
Junwei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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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3D IVR model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oblique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3D IVR modelmak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more efficient, and makes the 3D model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each link,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help for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3D IVR modelbased on oblique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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