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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建筑项目工程建设施工的混凝土裂缝控制是保证现代建筑安全的重要手段,其不仅关系
到现代建筑项目工程安全使用,还对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此,本文首先简述了现代建筑项目工程建设施工的混凝土裂缝控制必要性,对现代建筑项目工程建设施
工的混凝土裂缝产生原因及其控制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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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rol of concrete crac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modern buildings.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afe use of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so its analy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irst briefly describes the necessity of concrete crack control in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concrete crack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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