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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RTK技术结合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数据通信技术特点,这项技术操作便利、实时监测精度
高,在现代矿山工程测量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矿产资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矿产经济发展核心已转移到矿产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利用方面,为矿山工程测量的有效实施提
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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