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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测量在我国建筑建设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测量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保障工程测量的
精确性和测量结果的可靠性,为工程的后续规划以及实施予以有力的数据支持。三维测绘技术是一项先
进的测绘技术手段,在工程项目中的应用由设计环节、施工环节再到竣工环节都能保证工程测量的有效
性,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建筑工程领域的发展,使得建设工程规模不断拓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
市化建设的顺利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三维测绘技术的发展前景、应用进行分析,并提出
了工程测量和三维测绘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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