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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数字化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勘测技术的应用程度已经不断的加深,目前在我国的产
业发展中,数字化测绘技术对于地质勘测的应用意义非常重大。数字化测绘技术凭借其成像速度快、图
片质量高、测绘精准化、自动化、高效率化以及更新快的巨大优势,为我国的地质勘测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促进了我国地矿产业的不断发展。文章中介绍了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质勘探中的重要作用和应用,
也分析出数字化测绘技术在地质勘测领域的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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