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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项目测量工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测量结果的精确度往往决定了整个水利工程
的施工质量。如今,数字测量技术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越来越成熟。将数字测量技术拓展应用到水
利工程测量中,既可以弥补传统水利工程测量技术存在的缺陷,又可以显著提高水利工程测量工作效率。
针对此,本文围绕数字测量技术的优势特征,以及其在水利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形式展开系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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