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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事业的不断发展。建筑工程检测行业也在建筑工程建设的带动下迅速成长起来,
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不可缺少的项目。因此,在检测管理中建立更加完善的检测体系就
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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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spection industry has also grown rapidly, drive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has now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item in China'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However, the existing
quality inspection management may not be able to meet the quality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lete detection system in the dete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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