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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新型传感器与遥感平台等方面的成熟度
也在不断提高,获取相关遥感数据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这也给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遥感数据带来了一些
挑战。所以,对遥感技术以及摄影测量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一定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基于遥感数
据应用的挑战。为此,本文将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应用的基础上,分别对遥感技术和摄影测量的发展现状和发
展趋势进行简要分析,以期能对相关行业人员进行更好的培训和指导,为我国测量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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