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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有效的竣工测绘,能够实现对竣工档案的完善,并且对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竣工测绘
工作的把握,还涉及到了城建档案的完善工作以及工程建设质量。本文从竣工测绘的主要内容及在规划
验收上的作用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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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completed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planning and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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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ffective comple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it i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completion files
and update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base. The grasp of comple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also
involve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files and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of completi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its role in planning accept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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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测绘在对测量工作应用过程中,注重

3.3促进工程地理信息库的更新

同时,城建档案信息库得到了完善,搜集

对信息化技术进行利用,而为了满足这

工程地理信息库反映了一个工程的

到了缺失的建筑信息,促进了城建信息

一要求,竣工档案也必须实现信息化发

规划状况,对于提升工程建设水平发挥

系统的快速发展,进而提升了建筑工程

展。竣工档案搜集数据信息后,对数字信

了重要的作用。竣工测绘工作对建筑工

的质量,更好的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切身

息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其在规划验收方

程的详细情况进行了反馈,为工程地理

利益。

面,均反馈了真实、可靠的基础数据信息,

信息库的更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加强

[参考文献]

竣工测绘工作在规划验收中的应用,实

[1]胡玉祥,张洪德,熊文辉,等.基于

[4]

现了每一份数据信息的有效更新,将规

三维激光点云的地铁竣工规划验收测

3.2进一步提升了建筑工程质量

划资料与城建信息进行了紧密结合,使工

绘及工程应用[J].测绘通报,2020,(S1):

建筑工程规划验收的主要目的在于

程地理信息系统的更新具有更好的实时

53-58+64.

这些信息也都在竣工档案中进行了有效
体现 。

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通过对数据信息

性,真实的反映出了工程地图的状况[5]。

[2]杨铭.新型测绘技术在道路竣工
规划验收测量中的应用研究[J].测绘通

的有效搜集和整理,可以如实的反馈建

4 结论

筑工程的具体情况。在进行操作过程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竣工测绘

竣工测绘对建筑工程情况进行了全面的

工作在当下建筑工程规划验收中起到了

反馈,从建筑工程各个环节入手,对其实

至关重要的作用。竣工测绘工作真实、

际建设情况与规划情况进行比对,从而

可靠的反映了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实

对建筑工程的效果进行分析和判断。竣

现了对建筑工程的验收,并将建筑工程

工测绘与工程规划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

的具体信息进行了反馈,将其有效的存

[5]王惊鸿.浅谈规范竣工测量对城

性,进一步保障了建筑工程的质量,对于

储到城建系统当中。在这一过程中,竣工

市规划管理的重要性[J].建材与装饰(下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说,具

测绘工作提供的信息帮助了工程地理信

旬刊),2008,(05):75-76.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息数据库的更新,使工程地图更加完善。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报,2019,(S2):226-229+234.
[3]傅凌云.竣工测绘在规划验收中的
作用[J].黑龙江科学,2018,9(12):124-125.
[4]俞云群.浅谈竣工测绘在规划验
收上的作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3,
(01):34.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