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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测绘工程的主要工作是采集与测量国家地理与空间具体分布情况的数据,在获取完整的有效
信息之后,对数据进行专业的分析与评估,得出最终结论。得出来的结论,大部分被工程建设所采用,成为
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重要的参考数据,这样能够保证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同时还可以提高工程的安全性。
[关键词] 测绘工程；质量控制；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P25 文献标识码：A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ystem Control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Cheng Wan
Dalian Intelligent Nebula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The main work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engineering is to collect and measure the data of the
specific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y. After obtaining complete and effective information,
it conducts profession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data and draws the final conclusion. Most of the
conclusions are adopted b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become important reference data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hich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ut
also improve the safety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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