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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工程项目在数据的录入及数据分析方面,需要加以必要的管理运用分析,以便减少项目数
据分析不够全面所引发的项目管理问题,数据缺乏总体分析等数据管理运用问题增加了项目工程的质
量建设风险。因而,数据库技术在测绘工程的应用上,是极为重要的应用研究方向。除此之外,数据库技
术还能在数据的整合与分析上科学调整项目工程的测绘工程效率,其通过工程项目的数据整合分析来
控制项目建设工作的数据管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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