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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步伐,城市在建筑用地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加大,土地勘测
定界工作是建筑用地管理项目前期,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审查与土地批下的重要依据内容,土地勘
测定界内业工作的流程是十分复杂的,任务量非常大。数据处理技术具有高精度、效率高、实时检测的
特点,在土地勘测定界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本文就土地勘测定界内业数据处理技术展开有效分析,探究出
土地勘测定界内业数据处理的实践措施,给相关技术人员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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