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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档案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进行提升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只有将工程档案工作标准化和科学化,才能提高工程项目管理质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工程档案也应向着信息化方向发展,实现工程档案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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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in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Zhengqin Xiao
[Abstract] Engineering archive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ject manage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management. Only by standardizing and scientific engineering
archives work can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be impro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ge, engineering archives should also develop towards informationization, so as to realize
information sharing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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