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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建筑业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国内的建筑技术已处于成熟阶段,但依然存在诸多的技
术性问题,若不对这类问题进行较好的解决,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同时人们的生命财产产生严重的安全隐
患。为此,于建筑施工期间,务必对建筑技术施行有效的管理。此次综述市政土建结构工程的施工关键技
术和安全性,以对我国工程建筑施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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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domestic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n the mature stage,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technical problems. If this kind of
problems are not solved well, they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project qu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will have serious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Therefor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ust be implemented du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key technology
and safety of municipal civil structure engineering, so as to provide favorabl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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