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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测绘工程作为一项基础工程对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推动我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明显,但是测绘工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对特殊地形测绘技术的应
用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加强对测绘工程中特殊地形测绘技术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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