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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建筑工程从开始进行地形勘察与设计到开始施工的整个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进行研讨,首先指出何为质量管理,怎样进行各个阶段的具体质量管理并指明细节操作,通过研究讨论,阐
明施工维修全阶段质量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缺少必要的施工全阶段维修与质量管理,那么工程的质量会
大大下降,对于使用者来说,这也是需要极力避免的隐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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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from topographic
survey and design to construction. Firstly, it points out what is quality management, and how to carry out
specific quality management in each stage and specify detailed operat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stage of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s clarified. If the
necessary maintenance and quality management are not necessary,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which is also a hidden danger to be avoided for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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