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建筑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措施探究
张中鹏
青岛滨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3.3716
[摘 要] 伴随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企业在市场当中需要竞争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而如何在激烈市
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是每个建筑公司所奋斗的目标。而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只有严格
控制每个施工阶段的施工质量,打造质量过硬的建筑,才能为建筑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从而为公司增加
经济效益。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一个完善的质量控制方案可以为建筑行业带来巨大的好处和方便,所以建
筑企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于建筑施工人员的监管与控制。只有对建筑工程
施工阶段质量管理进行完善,才能够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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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laces wher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compete in the market, and how to occupy a place in the fierce market and
obtain more market resources is the goal of every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nly by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t each construction stage and creating excellent buildings can we
bring more markets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nd increase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company.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 perfect quality control scheme can bring great benefits and conveni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refor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hould formulat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quality
control scheme,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Only by
perfect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ca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be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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