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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工程行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在工程测量中,现代测绘
技术也得到了优化,目前被广泛的应用在了工程测量领域,为了更好的保证测量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要对
现代测绘技术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测绘方案进行不断的完善,使测量工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社会的
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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