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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遥感技术的概念出发,对其在地质灾害调查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详细说明,进而在此基
础上,就遥感技术在地质灾害调查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研究,以期推动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保障地区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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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完善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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