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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塑料管材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工业、水利、市政和农业领域。通过检测发现,塑料管材的质量
如果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工程建设质量。塑料管材质量不合格引起的变形、泄漏﹑甚至大面积爆管等
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为了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必须做好工程施工前材料的检测工作。基于此,本文
就塑料管材检测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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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stic pipes are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water conservancy, municipal and agricultural
fields. Through testing, it is found that if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plastic pipe, i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Problems such as deformation, leakage, and even large-scale pipe
explosion caused by unqualified plastic pipe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inspection of materials befo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plastic pipe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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