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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稳步增长,我国科学技术也在不停的成长,这直接带动了计算机技术
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速度。ArcGIS技术在林业资源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ArcGIS
模拟分析之后,ArcGIS主要运用于生态系统管理以及环境执行协调管理等方面。基于此,本文对ArcGIS
软件在林业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介绍,以期为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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