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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过程中社会改革也逐渐深入,现阶段关于预应力房屋结构施工
技术的相关探讨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想实现高效的工程管理对于建筑行业发展的积极促进
作用,就需要重视并且应用严谨的技术。本文对预应力房屋结构施工技术进行了简要分析,以促进现代建
筑工程行业不断提升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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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ocial reform has gradually
deepened. At this stag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restressed housing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promotion of efficient project
manage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apply rigorous
technolog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restressed housing struc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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