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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应逐渐完善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建筑工程质量提升在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支模安装、拆除全过程与施工方案均须落实因地制宜的理
念,施工人员须科学应用建筑高支模施工的施工工艺、方案和管理制度,基于建筑工程施工的现场实际情
况,不断完善建筑高支模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加强对高支模施工的管理和检验工作,以提升建筑工程的
实用性能、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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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should
be gradually improved,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installation, the removal of high form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should implement the
idea of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should scientifically desig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cheme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high formwork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site,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cess of high formwork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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