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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得以运用与发展,以同一物体为对象,通过多个传
感器的相互影响作用,能够迅速的采集数据,整理信息,并将物体的真实面貌全面反应到位,此种方式下弥
补了传统航拍技术与测量技术的不足,保证了数据测量的准确性和信息获取的高效性,因而具有良好的
价值性,基于此,本文首先讲解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含义,随后从两个方面论述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不动
产测绘中的应用策略。以此供相关人士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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