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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站仪和RTK的传统房产测量方法的不足,探讨了利用高分辨倾斜摄影技术
实现房产测量的可能性,最后用一个案例进行了验证,案例结果表明倾斜摄影测量可以满足房产测图的
要求,并且该方法可以显著提高房产测量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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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real estate measurement methods based on total station
and RTK,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high-resolution tilt photography technology to realize real estate
measurement. Finally, it is verified by a case. The case results show that tilt photography measuremen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al estate mapping, and this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al estat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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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6210张,在本次试验中,我们在研究

表1 地籍图与对应的检查点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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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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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获取的倾斜影像、相关参数,和外业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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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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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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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4

区布设了24个像控点和10个检查点。

软件中进行空中三角测量计算、三维重
建、模型修饰、模型输出等工序,获得三
维实景分块模型数据和真正射影像图分
块数据,模型细节的成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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