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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国际测量技术中一种高新技术,在测量过程中,无人机倾斜
摄影测量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测量工作的效率。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测量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改
进,本文对城市化建设中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快速三维建模方式进行了研究,能够在日常的工作以及讨
论中形成相应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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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s a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measurement, UAV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measure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here are more improvements in measure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st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method
of UAV tilt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which can form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basis in daily work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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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第一位,保证后续工作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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