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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居民越来越重视居住房屋的采光、通风、视域权等,传统的二维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土地管
理的需求,针对这一特征,本文分析了传统的二维技术在土地管理中的不足,探讨了利用三维技术进行土
地管理的方法,并分析三维技术在土地管理中的优势,最后利用一个实例对三维技术在土地管理中的应
用做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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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resident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lighting, ventilation and sight right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the traditional two-dimensional technology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land management. For this
fe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2 D technology in land management,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using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 for land managementand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3 D
technology in land managementFinally, an example is given to verify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 in 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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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日照分析示意图
经过分析在该楼房的设计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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