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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之中,混凝土是建造现代建筑工程建设的重要材料之一,因为其具有成本
低、粘结性好以及加工简单等多种优势,所以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工程建设中。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推
进,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建筑工程的质量要求也逐渐提升,而提升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
能保证建筑工程使用更加安全。并且在建筑工程的实际施工中,只有对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问题有了足
够的了解,并且提出解决对策,才能保证建筑工程质量,从而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建
筑混凝土工程的施工质量问题及其原因展开了对应的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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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Concrete Engineering
Bing Yang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cret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building engineering. Because of its low cost, good cohesiveness and simple processing,
it is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become larger and larger, and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crete projects can ensure safer us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projects, only if we have a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of concrete projects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 can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 ensured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an be promot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has launched a corresponding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of building concrete
projects and their causes,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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