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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展,土木工程传统的建筑施工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当下时代的需求,应结合土木工
程建筑施工对各项技术以及相关创新进行研究,加深相关人员对各项技术和创新策略的了解,灵活应用
技术,继而提高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质量。基于此,本文对建筑施工技术的特点、对土木工程建筑的施工技
术进行创新的现状以及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的创新途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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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nnovative Ways in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Qijian Wei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ivil engineering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era. Therefore, various technologies and related innovations should be studi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flexibly apply the technology, and then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ent innov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way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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