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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发展进程中三维数字城市建模成为重点课题,在科技的发展下,我国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已
经成为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测量技术之一。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能够提升测量的质量与水准,也能提
升政府的实际服务与管理水平,增强城市的管理效率,对节约城市资源有所作用。基于此,在本文中则主
要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与分析,探析了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下的三维数字城市建模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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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3D digital city modeling has become a key topic, and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he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measurement, also can promote the actual service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government, enhanc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the city, and save urban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carries out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probes into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3D digital city modeling
under the tilt 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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