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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领域转型发展的进程逐步加快,我国建筑行业发生很大改变,装配式技术被广泛
地应用于现代化建筑工程中,并且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随着我国装配式建筑不断发展,其施工现场管理
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基于此,本文首先说明装配式建筑的内涵与特点,再叙述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问
题及原因分析,最后对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优化措施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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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accele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field,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ssembly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oder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achieved good development result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the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also follow.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hen describes the problems and
cause analysi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and finally expounds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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