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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生活中各个产业的进步。信息化、机械化、自动
化技术已经成为主流的工业技术,这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可以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同时也促进了建筑工
程施工技术的现代化创新。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不断提升建筑施工的质量、效率、
安全,就需要不断对施工技术进行改进与优化。因此,本文以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意义分析入手,进一步
阐述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为促进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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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y country has driven the
progress of various industries in life. Informatization,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come
mainstream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The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n such an era of fierce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optimiz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further elaborate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field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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