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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建筑工程规模日益变大,如何保证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十分关键。一般而言,由于建筑工程
项目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很多不同方面的因素干扰,特别遇到雨水的时候,非常容易产生渗水的情
况,妨碍建筑物功能的有效运用,并且产生极大的人身安全威胁。为此,合理选择防水材料,积极开展防水
性能的检测工作,可以保证防水材料的质量合格,提高建筑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能力,充分发挥出建筑防
水材料的良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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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How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very crucial. Generally speak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easily disturbed
by many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case of rain, it is very easy to produce water
seepage, hinder the effective use of building functions, and pose a great threat to personal safety. Therefore,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waterproof materials and active testing of waterproof performance can ensure the quality
of waterproof materials,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good
role of building waterpro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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