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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用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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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所运用到的摄影测量技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拍摄下来的资料都存在一些不足。经济发展促使所

运用到的技术以及设备更加先进，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应运而生，该项技术在进行拍摄时能够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
拍摄，并且运用多个传感器将图像的数据进行采集，从图像的每一个角度进行拍摄并准确、仔细地将所有的数据
进行收取，再将其所有的数据进行反映，从而使相关单位能够得到更加精确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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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断地更新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快速

对图片比例进行相应的调节，并在其中选择出最合适

发展，同时先进的技术也能够使人们工作得更加简捷

的图片再进行下一项工作，这样便能将图片更加直观

便利，使人们的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相应地

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与此同时，该项技术还能够对所

也提高了整个企业的经济效益。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

需要的事物进行定位并提取所需的信息，从而使其在

先进技术的出现，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也被广泛运用起

实际运用中具有一定的发展 [1]。

来，该项技术替代了以往的测量技术，该项技术在进

1.2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特点

行拍摄时跟以往的技术相比更加的全面，从每一个角

该项技术在实际运用时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并且

度出发进行拍摄，其主要是运用无人机作为拍摄器具，

依靠自身的特点使得到的数据更加的直观、准确、快

并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增强其拍摄数据的准确性，跟

捷等。首先，该项技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在实际

以往相比更加的简便、快捷。但是就目前实际运用以来，

拍摄时所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实际景物而来的，这也

相关人员发现该项技术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也就

保证所得到的信息具有直观性以及科学性，同时还能

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仔细地研究探讨，并进行

够很好地将事物周边的实际情况进行非常真实地反映。

相应的完善工作，使其能够在后期运用得更加顺利，

其次，该项技术在运用时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其能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测量技术的整体水平，从而

够对单张图片进行准确的测量，主要是使用合适的软

更好地促进测绘行业的快速发展。

件对所需要测量的事物进行工作，并对其整体的纬度

1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分析

以及高度进行准确的测量，同时该项技术在使用时还

1.1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的应用原理

能够减少三维建模的资金投入，在进行大规模成图工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就目前而言是较为先进的一项
测量技术，其主要是运用在测绘方面以及对于影视拍
摄过程中，在进行工作时主要是运用无人机作为相应

作时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最后，该项技术还能够将所
得到的信息进行资源共享。

2 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

的器件，从而很好地发挥出倾斜摄影的效果，该项技

该项技术主要是需要运用一种飞行设备并带有多

术在实际使用时主要是运用到相应的传感器将所需要

个传感器，对所需要拍摄的事物进行垂直的、倾斜的

的信息进行合理的收集、保存等工作。同时其在进行

拍摄，并收集其所有的信息，再根据拍摄所得到的数

拍摄工作时能够对所需要拍摄的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航

据建立三维建模，从而将该区域的地势地形更加直观

拍能力，并且将所拍摄到的数据进行记录，无论是所

地显现出来。

拍摄事物的坐标，还是高度等信息都会进行记录，并
将其所拍摄的图片进行共享，同时还能将拍摄中出现

2.1 运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进行三维
建模的工序

重叠的图片进行合理地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

该项技术在进行三维建模工作时主要是从其内部

果相关工作人员想要对需要的事物进行分析就只需要

以及外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对其进行内部建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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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工作人员需要按照相应的步骤进行，以免其工作
出现失误。首先，对其坐标进行计算，先找到所需要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各大企业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增加
了所获得数据的准确性，但是在该技术实际运行的过

测量区域的地面控制点，再根据其特点采用立体测绘

程中相关人员发现其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也对测

技术将该区域的平面坐标计算出来。其次，对其稠密

量技术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相关人员必须要找

度进行相应的匹配工作，对所需要测量区域的图像点
的相同特征进行相应的匹配，并将图像之间模型的变

出其存在不足的地方并加以完善。首先，在进行测量
工作时其准确度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在对图像数据

换方式进行计算。最后，进行图像拼接工作，按照之

进行勘测时，该项技术还是能够进行准确的测量的，

前所计算出来的图像模型对其进行相应的拼接处理，

但是如果在对其图像进行成像工作时，其所应用的尺

从而找到其相同的特征进行重叠，这样才能很好地将
图像尺寸不同以及分辨率不同的问题进行解决 [2]，同时

寸比例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该
技术进行拍摄工作时会出现被遮掩的问题，在后期想

也减少了该类问题对于三维模型的影响。

要在不磨损所得到的数据的状况下进行去除工作是很

2.2 无人机外部数据收集

难进行的。其次，在对其进行三维建模工作时，有时

首先，要对无人机飞行的高度加以控制，那么为
了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以及图像更加的直观，在进行

会使其出现图像失真的状况，如果想要很好地解决该
类问题，无论是相关工作人员对其事物进行再一次的

摄像之前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所需要测量的区域进行

测量，还是运用大量的劳动力对其进行后期的修补工

实际勘测考察工作，比如说需要测量的区域属于居住
房屋较多的区域，那么考虑到该区域住房的复杂性，

作，都无法使其清晰度达到所需要的标准，同时还会

在对其进行数据收集时，所运用到的无人机在飞行高

耗费较多的时间进行工作，增加工作的时长，减少企
业的经济效益。最后，在使用该项技术时还需要搭配

度上一定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其摄影所用的图像

无人机才能进行工作，但是目前我国的无人机飞行的

分辨率是根据无人机飞行的高度来决定的，那么在选
择合适的分辨率时工作人员可以套用相应的公式计算
出合理的数值范围。其次，布置好相应的控制点，在
进行该项工作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按照其相关的标准
以及要求来工作，再将相应的技术运用在需要测量的
范围内，从而使得照片控制点能够很好地分布在航拍
以及侧面重叠照片区域内。最后，需要设置好航拍所

时长并不是很长 [4]，如果想要其能够长时间地飞行就需
要不停地给其更换电池或者充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该项技术的发挥。

4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之后的发展前景
该项技术在以后的运用中也具有一定的发展，随
着时代的发展只用将其所需器件中的硬件进行提升，

需要的参数，那么相关工作人员就需要根据该区域的

从而使无人机的飞行时间有所加长；同时该项技术所
形成的实时技术在以后也会更加地实用等，并且在以

场景来决定所需要运用的参数，从而很好地进行数据
采集工作，但是由于无人机在进行拍摄工作时主要是

会开展出更多更合适的应用方式。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将图像的数据进行收集，因此在运
用无人机时需要给其设置专门的参数 [3]。

2.3 内部数据进行处理工作
首先，其可以对所需图像进行预处理工作，当无

后在该技术现有的模式上再进行合理地开展工作，只

4.1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运用在移动地图以及
导航中
在该技术运用的过程中使用无人机等飞行器作为
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减少了企业成本的过多投入，
同时也使其所运用的器件更加的轻便、微型。同时三

人机运用该项技术对所需要拍摄区域完成相应的摄影
工作后，该技术还能够对其所收集到的图像进行相应

维建模制作也越来越民间化，在使用该项技术的基础

的质量检测，找出其中拍摄不合格或者重叠等问题的

上城市化模型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

图像，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处理并将其删除。其次，

是无人机快递、汽车等都能够很好地利用三维建模对
其进行导航，同时，如今我们所运用到的一些导航地图

布置室内相应的控制点，在设置其控制点的精度时一
定要选择合适的大小进行工作，同时运用在同名或者相
邻的图像上时，其控制点必须要较为清晰且容易看见。

3 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该项技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也在各大企业中运用起来，该技术的运用在

多是以 2D 地图的形式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遇到
三维形式的地图。在以后相关企业将不断地运用新技术
以及设备，将会建立出更加先进的三维模式数据 [5]。

4.2 运用在城市可视化模型以及城市大脑中
城市已经朝着智慧化的方向发展，而这种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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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需要较大规模的数据吞吐量，在这种情况下该

进行准确的传达，这样应用起来会更加的快捷、便利。

项技术也发挥出了很大的效果，同时有一些城市中已

尤其是在火灾较为严重，相关人员无法进入的情况下，

经开始运用城市交通网，该项技术给其提供相应的数

便可以运用无人机在该区域进行合理的勘察等 [8]，检测

据，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数字化城市的管理方式，在

该区域的地势地形，并传达信息到卫星地图上，让相

生产模型时能够更加的精准；并在模型中加入更加准

关人员能够很好地掌控到火灾的实际情况，也方便相

确的地理信息；同时运用合适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其进

关人员在地图上找到合适的通道进行救援的部署工作，

行分析判断，从而使得该项技术能够更好地应用在地

将灾情尽快地解决。同时该项技术还能够运用在工程

理信息以及数字化城市建设中。并且为了能够更好地

选择地址、小区重新规划中，能够很好地提高人们工

减少工程重复更改的概率，在对相关工程进行动工之

作的效率。

前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找清楚施工的定位，这就可以
借助三维建筑模型对该工程进行模拟，在其中进行互
联网、下水道等设施的铺设工作。同时该模型还能够
让工作人员观察到有些区域拆迁完成后的状态，并且
还能够在特定区域设立相应的信息点，并将这些地点
安装相应的摄像头对其数据进行实时的导入，这样更
加方便于工作人员对该区域进行观察，从而使得监控
管理工作由以往的宏观深入转变成为微观的形式 [6]，使
其观察的结果更加的详细、立体，除此之外该项技术
的应用还能够对生活中的日照情况、水文情况等进行
合理的分析。

4.3 运用在古迹保护方面以及旅游中

5 结语
时代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先进的技术以及设备应
运而生，以往的一些测绘技术在实际运用中还是具有
相应的局限性，因此各大企业在工作中都开始运用倾
斜摄影测绘技术，在该技术使用时必须要与无人机类
航拍器件进行搭配，对事物从垂直的角度以及各个倾
斜的角度进行拍摄，并建立三维建模，使相关人员能
够更加直观地观察所需建造的事物。但是在其运用的
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那么就需要相关人员找
出其不足，并随着先进技术以及设备的诞生，使其不
足的地方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使得倾斜摄影测绘
技术能够在未来得到发展。

在生活中大自然的景观是难以被人们运用人工三
维建模进行原貌再现的，主要是由于该类景观具有一
定的特性，那么为了能够更好地记录下大自然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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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能够很好地将其原貌反映出来，因此在进行古迹保
护工作时运用该项技术可对其数据进行准确的搜集以
及三维建模工作，同时也有很多地方已经对城市中运
用三维建模进行合理的记录。并且该项技术中的三维
建模不仅仅只是完成恢复原貌的工作，它还能对其进
行之后的处理工作，这样所建设呈现的模型会更加的
美观，并且相关人员在该模型中还加入了主观视点飞
行的特技，这样可以让来旅游的人员能够对所观赏的
景区进行直面的欣赏，并且在一些景区中该方式也成
了一大特色项目 [7]。

4.4 运用在应急救援工作中
相关人员可以运用该项技术对战争的场景进行建
设，使人员能够在其中进行模拟演练，并对所经历的
战争情况进行相应的分析，合理地设置兵力。相同情
况下如果是发生火灾等灾害情况时，也可以运用该项
技术进行应急救援工作的实施，首先可以运用该项技
术对事发区域的场景、地形等进行全面的分析了解，
并使用无人机对其进行实时的拍摄，将其有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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