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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工程建设中,框架结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建筑结构形式。而且,这种框架结构具有极高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加上其自重轻,空间分割非常灵活。因此,越来越受到建筑企业的青睐。建筑工程框架
结构施工是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并且建筑工程框架结构工艺的创新也是建筑业稳步发展的
目标。为了当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建筑工程框架结构的施工技术必须进
行有效的创新,以适应当前新的发展环境和要求,为建筑工程领域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鉴于此,
文章就建筑项目工程中的框架结构施工的特点及技术要点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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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urr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rame structure is a very commo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form.
Moreover, this kind of frame structure has high stability and safety, and its self-weight is light, and its space
division is very flexible. Therefore, it is increasingly favored b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frame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link that affects the quality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the innovation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frame structure technology is also the goal of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he frame structure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n China must be effectively innovated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requirements, and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points of frame 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of frame structure;Technica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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