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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市政工程的建设中,工程测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工程测量,市政工程能够获得基本的数
据资料信息,有助于了解工程建设的综合环境与工程细节；在制定工程建设规划以及实施工程建设管理
时,测量信息也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为此,需要对工程测量在市政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性给予充分认识
与研究。基于此,本文对市政工程建设中工程测量的应用策略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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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surve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rough
engineering survey, municipal engineering can obtain basic data informa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details. In the formulation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can also play a key ro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importance of engineering survey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engineering survey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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