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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在持续的发展以及进步,进而测量技术的先进性也得到了日益的提高。在
这其中,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属于一种比较先进的测量技术。航空摄影测量主要是在空中获取地面上的一
些相关图像,进而设置相应的地面模型,然后在计算机软件的基础上完成所构建模型的设置,最终可以获
得一系列比较准确的数据,进而完成航空摄影测量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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