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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现代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变了以往航测过程中遥感摄影只能从垂
直角度拍摄图片的局限。它可以通过多个传感器从不同角度收集数据,快速高效地获取丰富的数据资源,
真实客观地反映被摄物体的情况,满足3D信息获取需求,广泛应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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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production. It has changed the
limitation that remote sensing photography can only take pictures from a vertical angle during aerial surveys in
the past. It can collect data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rough multiple sensors, and obtain rich data resources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As a result, it can truly and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meet the needs of
3D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be widely used in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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