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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量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建筑结构的
施工质量也越来越严格,为了更好的检测评定建筑工程质量,就需要对建筑物的结构进行检测,检测出建
筑物结构是符合技术标准,还是存在安全隐患,从而保障建筑物的安全性。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建筑结
构检测内容和检测方法,提出提升检测能力的措施,为建筑结构安全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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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ing a high-quality stag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accelerating, a large number of buildings are springing up,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building structur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ict. In order to better detect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detect the structure of buildings. Detect whether the building structure meets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r has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build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detection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building structures, and provides reliable basis for the safety of buildi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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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主体结构质量检测的要
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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