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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测绘行业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一种测绘新
技术,因其精度高、工作效率高、适应性强而被广泛的应用于地籍测绘中。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有
效的改善了传统测绘技术中单一方向获取影像的缺点,使得地籍测绘工作更加高效,而且测绘精度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本文主要对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地籍测绘中的应用研究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工
作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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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dustry has also
been greatly developed. Tilt photogrammetry is a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because of its high precision, high efficiency and strong adaptability. The
application of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in obtaining images in a single direction, makes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more efficient, and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curac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Cadast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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