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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材料是建筑工程在建设时使用的材料,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整个工程的质量,是整个工
程质量控制的基础与保障。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建筑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质量的问题,建筑质量的好
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何通过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以及严格的控制成为了建筑质量控制的一个重
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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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materials are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projects.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project and is the basis and guarante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entire project.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main problem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quality.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How to detect and strictly control construction
materia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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