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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越来越多先进技术都被广泛应用到不动产测绘领域,倾斜摄影
测量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在国土测绘测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数据收集速度快、结果精确等优势,对
于传统不动产测绘技术而言,是一种技术层面的颠覆性变革。基于此,本文对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不动产
测绘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以便为本行业从业者后期工作开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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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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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m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With
the advantages of fast data collection and accurate results, It is a subversive change at the technical level for the
traditional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so
as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work of practitioners in thi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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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殷新颖.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不

面信息；综合处理用于航飞准备试照的

4.4数据预处理

动 产 测 绘 中 的 应 用 策 略 [J]. 冶 金 与 材

航拍气象特殊影像,为正式飞行做好准

对航摄3架次的影像进行重命名,以

料,2021,41(06):121-122+124.

备；(3)航摄人员应全面考虑到气候条件,

更好的分辨每次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精

[2]方青,周飞.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

对可能出现的降雨、雾霾、大风等气候

确设置相机参数,保证POS数据的真实

农村不动产测绘项目中的应用及精度分

进行预测,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暂停飞行。

性；使用5镜头部分照片进行空中三角测

析——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J].经纬天

量计算,以获得更为精确的相机焦距。

地,2021,(06):22-24+29.

3.2分析事项
在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的过程中,

4.5地籍图测绘及编辑

[3]齐磊刚,荆田芬,王巍,等.无人机倾

为了保证测量的精确性,可以在被测区

利用EPS软件进行地籍图测绘,由于

斜摄影测量技术用于农房不动产测绘[J].

域内选择一个明显的物体,对其进行高

利用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得到的数据体量

有色冶金设计与研究,2021,42(06):41-44.

精度倾斜检测,并将获得的数据和实际

比较大,类型多样,加载时需要更长时间,

情况进行对比,掌握误差情况,同时确保

如果利用传统的DOM+DEM方式,数据转换

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农村房地一体化

满足高精度的三维模型要求。此外,还可

效率比较低。因此,在测绘和编辑过程中,

测量中的应用[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自

选择多个不同的检测点,控制好各检测

一般利用OSGB格式的模型进行；如果在

然科学版),2021,38(03):129-134.

点之间的距离,对采集得到的结果、数据

建模过程中,发现模型变形严重,或是存

[5]马煜斌.倾斜摄影测量在农村不

等予以对比分析,以保证测量精度。

在着严重的数据遮挡,在必要的情况下

动 产 测 绘 中 的 应 用 [J]. 住 宅 与 房 地

可以进行外业补充采集。

产,2021,(19):221-222.

4 案例验证
4.1测区踏勘及资料收集
测区位于某省农村,地势平坦,四周
有高山,房屋密度大,居民人数比较多。

4.6精度检测评价
要保证地籍图成果精确度符合要求,
这是其能够得到合理应用的关键。对于

[4]何湘平,梁运强,黎志坚,等.无人

[6]刘勤.浅谈不动产测绘中倾斜摄影
测量技术的应用[J].居舍,2021,(17):59-60.
[7]魏国辉.不动产测绘中倾斜摄影

4.2像控点布设及采集

本次测量得到的数据,可对其边长精度、

测 量 技 术 的 应 用 探 讨 [J]. 决 策 探 索

为了进一步提升测量精度,在该地

点位精度等进行检验,一般会使用到全

(中),2020,(11):92.

区内每200m布设了一处平高点,在范围

站仪设备,在被测区域内随机采集30个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