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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建设中,建筑工程项目规模明显扩大,工程数量也随之上升,工程施工中存在多学科交
叉问题,为此,施工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施工质量控制工作。现阶段的市场竞争中,建筑企业需切实加强施
工管理,严控施工成本,增大工程效益。本文就将分析建筑工程施工技术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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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measure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Junzhang Ying
[Abstract]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significantly expanded,
and the number of projects is also rising. There are 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refore, construction units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urrent
market competitio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rictly control
construction costs, and increase project benefit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oncrete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quality control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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