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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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周海丰
重庆建工工业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4.3782
[摘 要] 基于当前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
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但随着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复杂难度的提升,出现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以及几率也
在随之增加。至于过去的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来看,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安全事故发生,造成不必要的人员
伤亡以及经济损失,所以对现如今建筑工程项目施工中的安全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预防举措是
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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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However, bu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mplex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 the possibility and probability
of safety accidents are also increasing. As for the past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 were a lot of safety accidents
occurring every year, causing unnecessary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safety acc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day and put forward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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