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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项目信息的调查麻烦又复杂,数据管理水平决定项目质量。本文讨论了数据库技术在工
程测量项目数据管理中的应用,希望进一步普及数据库技术的应用,提高测绘技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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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investigation of project information is troublesome and complicated, and the level of
data management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technology in the data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 projects, hoping to further popularize the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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