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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对于建筑工程功能性和质量的要求逐渐升高,建筑工程建造的复杂性也在不断提高,
这给建筑工程建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工程测量是建筑工程开展施工的重要基础工作,其能够为工程质
量的提升提供充足的依据和资料。但是在实际工程测量过程中,测量技术的应用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从而使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后续工程施工的质量。为了更好的发挥工程测
量技术应用的作用,就要加强对工程测量技术要点和控制措施的分析,使工程测量技术的应用更加科学、
有效。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工程测量技术要点与控制措施,希望能够给工程测量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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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functionality and quality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the complexity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also increasing, which brings great difficulty
to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urvey is an important basic work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which can provide sufficient basis and data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qual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measurement technology will b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subsequ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he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of the key point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so as to make the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engineering survey technolog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survey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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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程测量效率的提升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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