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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建筑工程带来的影响。而在这其中,工程质量就变得尤为重要,关
乎着人们的人身安全,以及人们的财产安全。如何提高工程质量就成为了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不仅需要
考虑人为因素,也需要对环境、材料等因素进行考虑,重视施工中每一个阶段的工作,尤其是安全因素,逐
步发现其中的问题,从而确保建筑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时,对于管理、监管等工作,领导也要发挥重
要的作用,改善建筑工程管控措施,有效提高工程质量,减少施工时间,扩大施工安全性,由此帮助施工的
进步与发展。由此可见,专业技术人员应该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实施建筑工程,确保其能够逐步发展,把建
筑工程行业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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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can't live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their daily life. Among them,
the project quality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ich is related to people's personal safety and people's
property safety. How to improve the project quality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we must think about. We need
to consider not only human factors, but also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 and material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k at each stage of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safety factors, and gradually find out the problems,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for management,
supervision and other work, leaders should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effectively improving project quality, reducing construction time and
expan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so as to help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should study and implemen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t a deeper level to ensure its
gradual development and carry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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