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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是在无人机技术、GPS定位技术、通讯技术、倾斜航空摄影技术等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新兴测绘技术,斜摄影技术合理地将定位、图像、摄影等多方面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在速度
极快的物体上捆绑摄影、定位设备,可以更加全面、快速、精准地采集相关地理信息。所以无人机倾斜
摄影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基于此,文章就无人机倾斜摄影在城市三维建模中的应用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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