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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动产权籍调查是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自我国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以
来,加强房屋登记、林地登记、土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工作成为了加强不动产规范化管理的主要形式。
在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过程中,对相应的不动产内容进行摄影和定位明确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是其主
要工作,既往这一工作广泛采用二维平面测量方式进行,而各种类型不动产为三维立体事物,采用二维平
面测量方法,不仅需要更长的测量时间以获取详细参数,而且其登记复杂程度也相对较高。三维倾斜摄影
作为一种为三维建模服务的高新影像技术,其在结合卫星定位技术及其它地理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能够
更好的提升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水平。本文将针对三维倾斜摄影进行介绍,并重点分析其在不动产权籍
调查中的具体应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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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real estate owner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ified registration of real estat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fied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n China, strengthening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such as
house registration, forest land registration and land registr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real estate. In the process of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nvestigation, photographing the
corresponding real estate content and positioning and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real estate
are its main work. In the past, this work was widely carried out by two-dimensional plane measurement, while
various types of real estate are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Using two-dimensional plane measurement method
not only needs longer measurement time to obtain detailed parameters, but also has relatively high registration
complexity. As a high-tech image technology for 3D modeling, 3D tilt photography can better improve the
level of real estate title investig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satellit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ree-dimensional tilt photography, and focus on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forms in real estate ownership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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