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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本项目采用基于地面的三维激光扫描方法,对明远楼的建筑外立面进行测量,并进行精细
化三维建模,进而获取高精细度的明远楼外立面模型,为古建筑的保护性规划提供详尽的建筑测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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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Mingyuan Building Based on Ground 3D Laser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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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roject, the ground-based 3D laser scanning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the facade of
Mingyuan Building, and the refined 3D modeling is carried out, so as to obtain a high-precision facade model
of Mingyuan Building, which provides detailed architectural mapping data for the protective planning of ancient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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