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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设备的发展,测绘方法有了很大的更新和进步。如何选取合适的作业方法,
对缩短项目工期和提高项目效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作为一种新型的测绘方法,在测绘
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通过分析无人机倾斜摄影在农村房地一体确权测绘中的应用,对农村房
地一体测绘的作业方法选取提供一定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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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UAV Tilt Photography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the Rural Real
Estat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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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methods have been greatly updated and improved. How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operation method plays a key
role in shortening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improving the project efficiency. As a new surveying and
mapping method, UAV tilt photograph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UAV tilt photography in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the
rural real estate integration ownership and provides certain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of
operation method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the rural real estat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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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成图软件采用SV360智能三维测绘
系统。作业前,制定严密的作业流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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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所示。
2.3外业像控与航飞作业。像控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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