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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许多煤产区都出现了塌陷的情况,对于采煤塌陷地的治理以及生
态环境恢复也就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随着GPS RTK(实时动态测量)技术的出现,该技术发展至
今已经成为地形测量工程中最常见的技术之一,对于采煤塌陷地的治理测量,其也能够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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