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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目前主流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作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主要材料之一,其质量水平对于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影响重大。把握好钢筋质量检
测、检查大关,是建筑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任务之一。本文对建筑钢筋原材料的检测内容作出简要概述,
以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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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urban buildings have sprung up like mushrooms. At present,
mainstream buildings use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and steel bars are one of the main materials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and their quality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one of the basic task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production activities to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steel bar quality inspection and inspection.This article giv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testing content of
construction steel bar raw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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