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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工程测量技术的水平也越来越高,GPS技术在精密工程测量中的应
用更是为工程测量带来了一次重大变革,相比传统的测量技术,GPS具有精准度高、效率高、抗干扰性强、
保密性强等优势,因此在精密工程测量中应用十分广泛。应用GPS技术可以保证精密工程测量过程的连
续性、实时性、完整性,提高测量工程的效率及结果的准确性。文章主要探讨精密工程测量中GPS定位
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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