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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测绘技术也随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
一种新型的科学高效的测绘技术。由于它具有高精度和高适应性等优良特征,它在地籍测绘中被广泛使
用,但是由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测绘技术,因此在该技术的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因
此,本文主要分析讨论了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在地籍测绘中的应用和使用过程,以期促进我国地籍测绘水
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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