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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因此人们对于居住的环境也有着更
加严格的要求,而这也导致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现场技术控制与优化作为建筑工程土建施工的核
心执行内容,加强建筑工程土建施工技术现场的优化控制,其对建筑施工的整体施工进度、施工安全、施
工质量、施工效率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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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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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residents' living standard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so people have more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ield technology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are the core implementation content of construction
civil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optimization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gress, construction safety,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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