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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可以用于房屋不动产测量的全新技术,随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投
入逐渐增大,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相关技术人员也加大了研究力度,在房屋不动产的测绘中也已经得到
了较为普遍的利用,帮助该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提高了相关测绘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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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inintegrated survey of rural real estate
Bo Yang
hina Coal Aerial Survey Remote Sensing Group Co., Ltd
[Abstract]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s a new technology that can be used in real estate surveying.
With the increasing investment of the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levant technical personnel of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have also increased their research efforts, 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has helped the industry to achieve great development, It improves the effect of
relat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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