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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高层建筑的数量也明显增多,城市建设与发展对气
象探测环境安全的影响也更为凸出。若无法维持气象探测环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则数据的可靠性也会
大打折扣。故此,务必认真分析城市发展对气象探测环境的影响,以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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