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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机遥感技术广泛应用于整个工程测量中,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具有操作简单、精度
高等优点。正是由于这些优势,无人机遥感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测绘技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工作
效率也很高。随着我国工程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
文主要分析了无人机遥感技术的优势以及无人机遥感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为我国测绘
工程的发展提供一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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