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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建筑工程作为供人们工作、学
习、生产、居住的重要载体,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新型工艺和技术在我国建筑工程领域工程项目中
的应用克服了传统技术的限制,保障了工程质量、效益。以高支模技术为例,这一技术在我国工程项目中
的应用越来越多,高支模技术在确保现代建筑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和建筑质量、稳固性、承载力等方面获
得全方位提升。为保障其优势充分发挥,应深入探讨现代建筑工程中高支模技术的具体应用。本文简要
介绍高支模施工技术,并分析其具体应用和技术质量控制措施,希望能为建筑工程中该技术的科学运用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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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people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eople to work, study, produce and liv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processes and technologies in
China's construction projects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ies and ensures the project
quality and benefits. Taking high formwork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used in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hina. High formwork technology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in ensur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building quality, stability and bearing capacity.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high formwork technology in moder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hould be deeply discussed.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gh formwork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analyzes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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