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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以及网络通信的技术都有全面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建筑行业而言,其
现代测绘技术引进被广泛地运用到水利工程建设之中来,不断地加强现代测绘技术的运用和优化,成为
当前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通过对当前现代测绘技术进行分析,希望能对当前的现代化建
设行业的发展带来帮助,从而推进现代化测绘技术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广泛应用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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