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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中,土木工程行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使得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也被逐渐的优化和改进。不再是以往的相对落后的施工技术,而是引进了先进的施工技术,并且在施工过
程中能够与土木工程设计、管理等诸多部门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合作关系,这样在良好的协作配合中才能
够将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的作用和性能最大化的发挥出来。本文主要对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和优化的
措施进行了浅略的分析,以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管理；优化措施
中图分类号：S969.1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Xin Chen
The 223 Geological Team of Jiangxi Geological Bureau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industry has
made good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optimized
and improved. It is no longer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past, but the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can establish a goo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many departments such as civi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o as to
maximize the role and performance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good coopera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easure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for pract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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