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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山井下作业具体开展时,相应工作人员以施工方案与设计图纸为依据,将两个巷道接通,确
保促进矿山生产发展进程得以加块,这一工作原理就是贯通工程。做好贯通测量是贯通工程顺利开展
的重要基础,因此,在进行贯通工程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首先需要对矿山测绘中贯通测量应用重要性予
以高度认知,同时还应该在进行贯通测量工作时保持认真和仔细的开展工作,确保贯通测量得以快速
且准确的完成。本文就贯通测量在矿山测绘中的应用展开分析,希望能够更好的指引相关人员测量工
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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