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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在实际测量应用中不仅具有测量速度快、精度高、能够自动连续测量以
及数据量大等特征优势,而且在城市规划以及文物监测与保护、地理测绘等各项工程领域中的应用也较
为广泛,十分受欢迎。本文在对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的系统结构分析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针对地面三
维激光扫描仪性能检定的理论研究及主要方法,围绕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的扫描精度检定进行研究,以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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