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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进行建筑工程施工的整个流程中,建筑测量工作对整个工程进度及施工质量都产生了重大
影响。在现实的施工建设的过程中,施工测量的精度是很难合理地掌握,尤其是由于一些外部环境的因素,
还有人为操作的偏差都很容易使施工测量的精确度发生改变。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工程测量的精度越
来越重要,工程测量对整个工程施工过程的科学性与工程质量方面,也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基于此,本
文着重探究了在施工测量过程中,有关精度方面的几个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影响得到有效
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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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survey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progress schedule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difficult to reasonably grasp the accuracy of construction survey, especially because of som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deviation of human operation, which are easy to change the accuracy of
construction survey.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accuracy of construction surve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on survey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cientificity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of the enti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several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in the construction survey process, and how to avoid these effects to obtain
effective measuremen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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