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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施工技术在工程建设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施工技术的运用,可以保证工程的质量,节省
人力物力,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在各项创新模式支持下避免土木工程建筑施工出现问题,进一步推
进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良性开展。基于此,本文对土木工程建筑的施工技术进行创新的必要性、土木工程
建筑施工要求以及土木工程建筑中对施工技术进行创新的具体策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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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t can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save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reduce costs and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With the support of various innovative modes, problems in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an be
avoided, and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on i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s, and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of innovation i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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