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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倾斜影像中,经常性存在重叠度高和倾角大的问题,对于整体的测量精度有着一定的影响。为
此,本文针对倾斜航空摄影控制三角测量技术开展研究分析,首先对倾斜航空摄影空中三角测量技术的
相关概念简要介绍,之后分析其技术原理,通过实际案例,来提出该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采取
多种方法措施来对数据指标的精度进行检验,综合分析下,对倾斜航空摄影空中三角测量技术的作业方
式以及精度控制方法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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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由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IMU管道
图1 倾斜摄影测量示意图

系统三轴陀螺回合空间辅助坐标系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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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夹角,所以通过乘以转角矩阵的形式便

表 1 空三平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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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就是基于特征匹配。基于特征的影

3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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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空中三角测量技术精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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