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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基础建设需求,建筑行业的进步也在日益增长。建筑工程运用到城市建设
的各个领域,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建筑安全与建筑质量问题的
频发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促使建筑安全与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随着建筑工程项
目的不断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导致工程项目的管理涉及了更多的学科、技术以及部门,受到了诸多不可
预见因素影响。本文主要从事建筑工程的管理方面入手分析,以期可以通过强化管理模式来提高建筑工
程的效率、质量以及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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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infrastructur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lso increasing.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s a basic project, which is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owever,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building safety and building quality problems has
caus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society, which makes building safety and quality problems at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scal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involves more disciplines, technologies and departments, and is affected by many
unforeseen factors. This articl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y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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