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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想要让建筑项目可以达到合格的标准,就需要将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质量当做重点。建筑工程
的主体结构质量和所使用的人民生命以及财产安全有着较大的联系,并且它和社会稳定、国家建设与安
全也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需要在建筑工程中重视主体结构质量的检测,找到合理的检测方法,对结构质
量进行控制,从而保证所使用的人民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建筑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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