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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土建在进行施工时,其质量控制工作不仅对整个土建工程的质量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严重
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在进行土建工程施工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存在,仍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严重
阻碍了我国土建工程建设的发展。因此,本篇文章探讨了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分析质量控制的因素,并提
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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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its quality control work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civil engineering, but also seriously affects people's life safety. In the proces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ue to various objective reasons, there will still be many problems, which serious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control,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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