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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绘图技术在工程测量中的应用频率和应用深度也在不断提高。数
字化测绘技术在工程测绘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它关系到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和总体质量。数字化测绘
技术的应用,在提高工程测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工程测绘的精度,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整个工程的
质量,使工程测绘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为此,工程单位应重视数字测绘技术,并将其实时地应用到工程
测绘中,以提高工程建设质量。与此同时,数字测绘技术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并积极应用于工程测绘实践,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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