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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城市建筑数量越来越多,建筑工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受到人们的广
泛关注。其中建筑工程主体结构在建筑工程施工建设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提升
我国建筑工程施工建设的质量水平。新时代下,虽然我国整体的建筑技术水平有了突破性发展,但是也给
我国建筑建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如果要想最大限度地保证我国建筑施工技术能够满足现阶段的
时代发展要求,那么建筑施工技术就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以建筑主体结构的关键技术作
为具体的出发点,严格根据相关的施工建设要求来完成施工建设,最大限度地保证建筑的施工质量符合
相关标准。建筑工程主体构造指的是建筑地基上方和地质部分,是建筑工程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同时,
它对整体工程建设施工中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建筑主体结构的建设施工技术能够直接对整个建筑工程
的建设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建筑的美观性产生影响等。在目前建筑工程中,建筑
主体结构施工能够直接对客户的居住利益产生影响,所以,从根本上提高建筑主体结构工程施工技术水
平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针对建筑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关键技术展开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从而不断促进我
国建筑业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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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number of urban buildings in China is more and
mor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widely concerned by people. Among them, the main
structur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lays a very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quality level of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China's overal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evel has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China's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has brought a certain degree of challenge. If you want to maximize the guarantee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of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tage, then it
i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building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ncrete,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on to complete construction,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meets the
relevant standard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refers to the
building foundation above and geological part, is the most critical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very large role in the overall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also
affect the aesthetics of the whole build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residential interests of customers,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series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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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Key words] Main structure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ke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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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充分结合实际的绑扎区域的具体情

程建筑的相关标准。混凝土应当充分结

料的采买,保证所有在供应厂家内的钢

况对领到的钢筋半成品进行全方位的核

合现实使用的具体原材料,进行合理的

筋材料都是通过安全的检测运送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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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物的功能运用试验方法标准展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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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实验,要从根本上时期符合混凝土

要及时将上面的灰尘和杂物清理掉。要

进的发展,各个地区的建筑工程数量都

那就行和安全性的具体要求。相关工作

制定合理的排水和防水方案。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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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中,极大程度上会应用到混凝土、

本的要求,尽可能的选择成本比较低质

时进行清洗,确保其表面不能存在积水。

模板和钢筋进行施工建设,从建筑工程

量,比较好的混凝土材料。在进行混凝土

如果遇到天气比较恶劣的时候,就不应

建设方面来讲,混凝土、模板和钢筋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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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与配合比的设计数值存在一定的差

作。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混凝土浇

工建设中对这三部分的建设管理要求也

别,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在混凝土进行搅

筑完毕后,要充分保证混凝土的密实性

更加的严格,因此,在进行建筑主体工程

拌之前就对砂石的含水量进行相关的测

使其充满整个模板空间保证。新的混凝

结构工程施工建设中,要明确工程建设

试,然后根据具体的测试结果进行混凝

土和旧的混凝土相接程度良好,在进行

的重要性,科学合理的选择相关的建筑

土材料用量的进一步改进和调整。

拆模工作后,要保证混凝土的表面整洁。

材料,并严格根据施工建设要求,开展各

4.2严格把控混凝土浇制工作质量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混凝土的整体

个阶段的建筑施工工作,这样才能够极

在开展混凝土浇筑工作之前要做好

性水平,相关工作人员在对混凝土展开

大程度地提升建筑工程的建设质量,从

相关的准备工作,要及时对模板的位置

建筑工作时应当连续进行,如果需要间

根本上保障人民生活,有助于社会长治

高低,尺寸大小和强度高低等进行检查,

歇,那么间歇时间不能过长,应当控制在

久安的发展。

查看其是否符合具体的工作标准。应当

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并且要在前层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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