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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对当前室内定位的主要技术方法、优缺点以及室内定位的作用价值进行了介绍,并探
讨了室内定位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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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main technical method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value of indoor positioning,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door position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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