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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目前我国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发展的现状来说,我国工业技术也在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因为
各国以及各地区所居住的环境不同,人文差异又有所差异,所以房屋的建筑风格和居住方式也大不相同。
房屋住所是人类精神的支撑,所以在房屋建造时都会花费建筑工程师以及房屋所有者的大部分心血,各
地在建设的过程中,房产测绘面积和质量控制也存在着一些较大的问题,本文就是针对房产测绘面积中
存在的问题及质量控制进行的一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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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quality control existing in the area of property surveying and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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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trength, 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improving. Becau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liv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living style of houses
are also very different. Housing and residence is the support of human spirit, so most of the effort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s and housing owners will be spent during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there are also some major problems in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rea and quality control.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area and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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