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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节能建筑材料能够减轻建筑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提高利用率以及增加效益,是目
前建筑行业较为推荐、优先选择的绿色节能材料,在平衡经济、建筑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促进其
发展上做出了贡献。本文主要是对建筑材料检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
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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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energy-saving building materials can reduce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mprove utilization and increase benefits. They are green energy-saving materials
recommended and preferred b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t present. They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to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rchitec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i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detection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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