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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三维建模时,为保证建模的可行性与精准度,可采取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严格执行技术应用
标准,如空三测量、影像匹配、密集匹配、纹理映射、三维建模等,完成三维建模的预期工作目的,发挥
出该技术应用的现实价值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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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3D model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modeling, UAV tilt photography
technology can be used, and technical application standards should be strictly implemented, such as aerial
triangulation, image matching, dense matching, texture mapping, 3D modeling model, etc., to complete the
expected purpose of 3D modeling, and to bring out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advantag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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