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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对于房屋建造也在不断的改进。
现阶段我国的房屋建造更加频繁,对相关部门房产测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房产测绘工作中,
相关部门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创新升级,保障测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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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housing construction is also constantly improved. At present, China's housing construction is
more frequent,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the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work, the technology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needs further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Key words] Real Estate Surveying and mapping technology; surveying and mapping quality contro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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