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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建筑的修复需要具体的信息资料,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够借助激光扫描的方式了解古建筑
的内部结构而不破坏古建筑的现有状态,通过三维建模方式对受损古建筑进行数字建模,为古建筑的保
护奠定参数和模型基础。本文分析并探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古建筑保护领域中的应用,希望为促进古
建筑保护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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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3 D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in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Xiaoxing Wang
Survey,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itute in Yinchuan City
[Abstrac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buildings requires specific information. Three-dimensional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can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ancient building without destroying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e ancient building, and digital model the damaged ancient buildings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to lay the parameters and model found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building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3 D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hoping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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