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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市政工程的管理范围不断加大,市政工程建设的项目越来越多,如何保证项
目质量成为市政工程建设中的关键问题。质量控制技术是保证市政工程质量的关键,关乎市政工程的整
体质量,是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进行加强和改进。本文分析了市政工程建设的主要特点,
并根据市政工程的特点要求简要分析了如何加强市政工程设计质量控制的关键技术,希望为市政工程
的建设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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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the management scop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an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rojects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project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quality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quality management, which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how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hop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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