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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我国社会的科技水平正在不断的提升,促使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速度也
是越来越快,在土木工程建设施工的建设中,混凝土的施工技术在施工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整个工程中,混
凝土施工是重要环节,所以土建施工中混凝土施工的质量决定着土建工程的质量。由于当今经济快速发
展,建筑施工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所以在施工时对混凝土施工要格外重视。本文主要针对混凝土施工技术
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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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our
society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sp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lso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oncre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In the whole project, concret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so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in civil construction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wadays, and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is in full swing, concret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during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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