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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愈加关注能源问题,并且进行了许多节约能源的工作,但工作的实施效果与一些发
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要想在建筑工程领域进行全面的环境保护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就需要扩
大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的应用范围,保温材料也将逐渐成为我国建筑材料的重点发展方向。将保温材料应
用于建筑工程项目中,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利于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土建工程领域的
良性发展。基于此,本文就保温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及其质量控制措施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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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of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i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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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ergy issues, and has carried out a
lo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work, bu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work is still far behind that of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energy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new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s, and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in my country. The application of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not only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health, but als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ivil engineering fiel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its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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