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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至今日,我国建筑技术与材料水平飞速进步,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各式新型材料的使用,
既能使得建筑质量更上一层楼,又能符合生态发展、节能减排的时代新需求。本文首先集中论述了新型
建筑材料的具体概念及应用价值,并以其不同的分类和使用效果、适用范围为据点,分析其应用现状,希
望能够为我国建筑行业新型材料与技术的价值最大化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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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building materials and the related qualit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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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p to now, the rapid progress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level has long been
different, especially the use of all kinds of new materials, which can not only make the building quality to a
higher level, but also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ew needs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specific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new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analyzes its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application effect and application scope, hoping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new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in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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