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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测绘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地质、矿山、水利、煤矿等工程
上。近年来,以计算机、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不断运用于地质工程测量,极大地提高了测量的
质量和效率,测量数据更加精确化,促进了测绘和地质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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