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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建筑工程的规模以及数量不断增加。所以还需要从建筑
主体结构工程施工的技术入手,不断对技术进行更新和完善,以满足当下对于建筑建设的要求。基于此,
本文对建筑主体施工技术的相关概念、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前的准备工作以及应用意义以及建筑主体结
构工程施工技术要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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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Key Points of the Building Main Structure
Engineering
Yaming Tang
Guil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scale and quant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technology of the main building structur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tantly update and improve the technology, so as to meet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building main structur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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