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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我国社会中,建筑行业发展越来越好,建筑规模逐渐增大,在建筑企业中也是越来越重视
现场施工技术管理,建筑工程在建设的时候需要不断优化现场技术管理,同时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从施工技术角度来讲,它对建筑工程施工作业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现阶段我国
建筑工程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基于此,以下对现场施工技术管理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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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developing better and better, the
scale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on-si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on-site technical manage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t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project,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our country is in the fast development
stage now.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on si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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