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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屋建筑施工中强化质量是大事,技术质量对施工质量影响大,实际建设中要做好控制,以确保
房屋建筑安全可靠,各项技术契合相关标准,促进此类建筑事业发展。文章主要分析房屋建筑施工技术质
控不足,包括技术监督不够严格、技术管理组织不完善、技术管理能力不足等,针对加强施工技术质量介
绍对策,通过提高技术质量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技术质量管理制度、全过程进行技术质量管理等,达成终
极目标,保证整个过程中技术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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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quality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is a major event, and technical quality has a great
impact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actual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of control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various technologies meet relevant standard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construction undertakings. The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lack of quality control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insufficient technical supervision, imperfect technic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technic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t introduces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echnical quality management,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technic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rry out technical quality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etc.,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and ensure that the technical quality in the whole process is qua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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