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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现代地籍测量工程的复杂化发展对于测绘技术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各种各样的
前沿科技以及地理测绘仪器的引入使用,也使得地籍测量工程的作业越来越依赖先进的技术支持。本文
基于对于地籍测量和测绘技术基本概念的解释,说明现代测绘技术应用于地籍测量中的优势,从而分析
现代测绘技术的主要内容及其核心技术的地籍测量应用,希望能够推动地籍测量作业的整体技术质量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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