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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2015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 014) 189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

本规定;4.混凝土结构;5.砌体结构;6.钢结构;7.钢管混凝

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8.木结构;9.既有轻型围护

结构。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明确区分了结构工程质量与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和评定;
2.将结构工程材料强度、材料性能和构件检测结论的合格评定

改为符合性判定;3.增加了混凝土长期性能、耐久性能和装配

式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检测和符合性判定;4.增加了砌体强度标

准值、砌筑块材性能和强度等级的检测和符合性判定;5.增加

了钢结构节点、稳定性、低温冷脆、累积损伤和钢一混凝土组合

结构的专项检测;6.规定了结构工程能力评定的规则和方法，

改善了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7.增加了结构抗倒塌能力和抵抗

偶然作用能力的评定;8.提出了基于可靠指标的构件承载力分

项系数的评定方法;9.规定了混凝土悬挑构件、抗冲切构件和

压弯剪构件承载力模型的调整措施;10.增加了既有结构适用性

评定方法;n.增加了既有结构剩余使用年数推定方法;12.增

加了轻型围护结构的评定;13.提出了基于可靠指标确定荷载分

项系数的方法。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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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统一建筑结构检测和评定方法，做到技术先进、数

据可靠、评定科学，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结构的检测和建筑结构的评定。

1.0.3 文物建筑和受到特殊腐蚀性物质影响的结构或构件可按·

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测。

1.0.4 建筑结构的检测和评定，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结构检测 inspection of building structure
    为评定建筑结构工程的质量或鉴定既有建筑结构的性能等所

实施的检测工作。

2.1.2 检测批 inspection lot
    检测项目相同、质量要求和生产工艺等基本相同，由一定数

量构件等构成的检测对象。

2.1.3 抽样检测 sampling inspection
    从检测批中抽取样本，通过对样本的测试确定检测批质量的

检测方法。

2.1.4 测区 testing zone

    按检测方法要求布置的，有一个或若干个测点的区域。

2.1.5 测点 testing point

    在测区内，取得检测数据的检测点。

2.1.6 非破损检测方法 method of non-destructive test

    在检测过程中，对结构既有性能没有影响的检测方法。

2.1.7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 method of part一destructive test
    在检测过程中，对结构既有性能有局部和暂时的影响，但可

修复的检测方法。

2.1.8 回弹法 rebound method

    通过测定回弹值及有关参数检测材料抗压强度和强度均质性

的方法。

2.1.9 超声回弹综合法 ultrasonic--rebound。ombined method

    通过测定混凝土的超声波声速值和回弹值检测混凝土抗压强

度的方法。



2.1.10 钻芯法 drilled。ore method

    通过从结构或构件中钻取圆柱状试件检测材料强度的方法。

2.1.11 超声法 ultrasoni。method

    通过测定超声脉冲波的有关声学参数检测非金属材料缺陷和

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2 后装拨出法 post一install pull-out method
    在已硬化的混凝土表层安装拔出仪进行拔出力的测试，检测

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3 贯人法 penetration method
    通过测定钢钉贯人深度值检测构件材料强度的方法。

2.1.14 原位轴压法 the method of axial compression in situ on
brick wall

    用原位压力机在砖墙体上进行抗压测试，检测砌体抗压强度

的方法。

2.1.15 扁式液压顶法 the method of flat jack

    用扁式液压千斤顶在砖墙上进行抗压测试，检测砖墙压应

力、弹性模量、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6 原位单剪法 the method of single shear
    在砖墙上沿单个水平灰缝进行抗剪测试，检测砖墙抗剪强度

的方法。

2.1.17 双剪法 the method of double Shear

    在砖墙上对单块顺砖进行双面抗剪测试，检测砖墙抗剪强度

的方法。

2.1.18 点荷法 the method of point load

    在砂浆片大面上施加点荷载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

2.1.19·砂浆片局压法 the method of local compression on
mortar flake

    采用局压仪对砂浆片试件进行局部抗压测试，根据局部抗压

荷载值推定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也可称为择压法。

2.1.20 筒压法 the method of column



    将取样砂浆破碎、烘干并筛分成一定级配要求的颗粒，装人

承压筒并施加筒压荷载后，测定其破碎程度，用筒压比来检测砌

筑砂浆抗压强度的方法。

2.1.21超声波探伤 ultrasonic inspection

    采用超声波探伤仪检测金属材料或焊缝缺陷的方法。

2.1.22 射线探伤 radiographic inspection
    用X射线或Y射线透照钢工件，从荧光屏或所得底片上检

测钢材或焊缝缺陷的方法。

2.1.23 磁粉探伤 magneti。partide inspection

    根据磁粉在试件表面所形成的磁痕检测钢材表面和近表面裂

纹等缺陷的方法。

2.1.24 渗透探伤 penetrant inspection
    用渗透剂检测材料表面裂纹的方法。

2.1.25 标高 normal height

    建筑物某一确定位置相对于士0.000的垂直高度。

2.1.26轴线位移 displacement of axies
    结构或构件轴线实际位置与设计要求的偏差，也可称为轴线

偏差。

2.1。27 垂直度 degree of gravity vertical

    在规定高度范围内，构件表面偏离重力线的程度。

2.1.28 平整度 degree of plainness
    结构构件表面凹凸的程度。

2.1.29 尺寸偏差 dimensional errors

    实际几何尺寸与设计几何尺寸之间的差值。

2.1.30 挠度 deflection

    在荷载等作用下，结构构件轴线或中性面上某点由挠曲引起

垂直于原轴线或中性面方向上的线位移。

2.1.31 变形 deformation

    作用引起的结构或构件中两点间的相对位移。

2.1.32 蜂窝 honev。omb



    构件的混凝土表面因缺浆而形成的石子外露、疏松等缺陷。

2.1.33 麻面 pockmark
    混凝土表面因缺浆而呈现麻点、凹坑和气泡等缺陷。

2.1.34 孔洞 cavitation

    混凝土中超过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孔穴。

2.1.35 露筋 reveal of reinforcement

    构件内的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的缺陷。

2.1.36 龟裂 map cracking

    构件表面呈现的网状裂缝。

2.1.37 裂缝 crack

    从建筑结构构件表面伸人构件内的缝隙。

2.1.38 疏松 loose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的缺陷。

2.1.39 混凝土夹渣 concrete slag inclusion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的缺陷。

2.1.40 焊缝夹渣 weld slag inclusion

    焊接后残留在焊缝中的熔渣。

2.1.41 焊缝缺陷 weld defects

    焊缝中的裂纹、夹渣、气孔等。

2.1.42 腐蚀 。orrosion

    建筑构件直接与环境介质接触而产生物理和化学的变化，导

致材料的劣化。

2.1.43 锈蚀 rust

    金属材料由于水分和氧气等的电化学作用而产生的腐蚀

现象。

2.1.44 损伤 damage

    由于荷载、环境侵蚀、灾害和人为因素等造成的构件非正常

的位移、变形、开裂以及材料的破损和劣化等。

2.1.45 均值 mean

    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水平，本标准中也称之为0.5分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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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 方差 variance

    随机变量取值与其均值之差的二次方的平均值。

2.1.47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随机变量方差的正平方根。

2.1.45 样本均值 sample mean

    样本XI，⋯，XN的算术平均值。
2.1.49 样本方差 sample variance

    样本分量与样本均值之差的平方和为分子，分母为样本容量

减 1。

2.1.50 样本标准差 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样本方差的正平方根。

2.1.51 样本 sample

    按一定程序从总体 (检测批)中抽取的一组 (一个或多个)

个体。

2.1.52 个体 item

    可以单独取得一个检验或检测数据代表值的区域或构件。
2.1.53 样本容量 sample size

    样本中所包含的个体的数目。

2.1.54标准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随机变量具有95%保证率的特征值，本标准也称之为分布

函数0.05分位值。

                        2.2 符 号

2.2.1 材料强度

    五— 砌筑块材强度;

  fl，m— 砌筑块材抗压强度样本均值;

  fcu，e— 混凝土强度的推定值;
    几r— 芯样试件换算抗压强度。

2.2.2 统计参数
    m— 样本均值，

  6



      5— 样本标准差;

    产— 均值或检测批均值;
      二 检测批标准差。

2.2.3 计算参数
    乙— 修正量;

    犷一一修正系数。
2.2.4 可靠指标

    几—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

    凡— 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

2.2.5 变异系数

    入—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兔— 作用效应的名义变异系数。

2. 2.6 分项系数

    寿— 作用的综合分项系数;
    yR—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



3 基 本 规 定

3.1 建筑结构检测分类

3.1.1 建筑结构的检测应分为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

性能的检测。

3.1.2 遇有下列情况时，应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结构工程

质量的检测:

    1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检测;

    2 结构工程送样检验的数量不足或有关检验资料缺失;

    3 施工质量送样检验或有关方自检的结果未达到设计要求;

    4 对施工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5 发生质量或安全事故;

    6 工程质量保险要求实施的检测;
    7 对既有建筑结构的工程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8 未按规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的结构。

3.1.3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应进行检测结论的符合性判定。

3.1.4 既有建筑需要进行下列评定或鉴定时，应进行既有结构

性能的检测:

    1 建筑结构可靠性评定;

    2 建筑的安全性和抗震鉴定;

    3 建筑大修前的评定;

    4 建筑改变用途、改造、加层或扩建前的评定;
    5 建筑结构达到设计使用年限要继续使用的评定;

    6 受到自然灾害、环境侵蚀等影响建筑的评定;

    7 发现紧急情况或有特殊问题的评定。

3.1.5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应为结构的评定提供真实、可靠、
有效的数据和检测结论。



3.1.6 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可采取结构工程质量检

测和既有结构性能检测相结合的方式。

3.2 检测工作基本要求

3.2.1 建筑结构检测前应进行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

3.2.2 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收集被检测结构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竣工图或设计施

工图、施工质量验收记录等资料;
    2 收集建筑结构使用期间的维修、检测、评定、加固和改

造等资料;

    3 调查被检测建筑结构缺陷、损伤、维修和加固等实际

状况;

    4 调查被检测建筑结构环境、用途或荷载等的实际状况;

    5 向有关人员调查委托检测的原因以及资料调查和现场调

查未能显现的问题。

3.2.3 应在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的基础上编制建筑结构检测方
案，建筑结构检测方案应征求委托方的意见。

3.2.4 建筑结构的检测方案宜包括下列主要技术内容:

    1 工程概况或结构概况;

    2 检测目的或委托方的检测要求;

    3 检测依据;
    4 检测项目、选用的检测方法和检测的数量;

    5 检测人员和仪器设备;
    6 检测工作进度计划;

    7 所需要的配合工作;

    8 检测中的安全措施和环保措施。

3.2.5 建筑结构检测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检测项目的要求;

    2 检测时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并应处于正常

状态。



3.2.6 建筑结构检测的原始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始记录应记录在专用记录纸上，并应信息完整、字迹

清晰;

    2 原始记录的笔误应进行杠改;

    3 当采用热敏输出记录时，宜附有原件的复印件;

    4 原始记录应由检测和记录等人员签字。

3.2.7 建筑结构检测现场取样的试件或试样应予以标识并妥善

保存。

3.2.8 当发现检测数据数量不足或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补

充检测或重新检测。

3.2.9 局部破损检测方法宜选择结构构件受力较小的部位;建

筑结构现场检测工作结束后，应及时修补因检测造成的结构或构

件的局部损伤。

3。2.10 对文物建筑和受到保护的建筑进行检测时，应避免对结

构造成损伤。

3.2.n 建筑结构检测数据计算分析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提出检测

报告。

3.2.12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报告应做出所检测项目与设计文件

要求的符合性判定。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报告应给出所检测项目

的检测结论。

3.2.13 建筑结构检测报告应结论准确、用词规范、文字简练，

对于当事方容易混淆的术语和概念可书面进行解释。

3.3 检测方法和抽样方案

3.3.1建筑结构的检测应根据检测目的、检测项目、建筑结构

状况和现场条件选择适用的检验、测试、观测和监测等方法。

3.3.2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宜选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直

接测试方法;当选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间接测试方法时，

宜用直接测试方法测试结果对间接测试方法测试结果进行修正。

3.3.3 直接测试方法对间接测试方法的修正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

3.3.4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当检测和评定为同一机构时，可

采用下列方法进行:

    1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方法;

    2 扩大第1款方法适用范围的检测方法;

    3 调整第1款操作措施的检测方法;

    4 检测单位自行开发或引进的检测方法。

3.3.5 当采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间接测试方法且该方法

已经超出了适用范围或对检测操作进行调整时，应采用直接测试

方法测试结果对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进行验证或修正。直接

测试方法对间接测试方法的验证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有关

规定。

3.3.6 调整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操作措施时，尚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检测单位应有相应检测操作的检测细则;

    2 检测单位应事先告知委托方。

3.3.7 采用自行开发或引进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该方法必须通过技术鉴定，并应具有工程检测实践经验;

    2 该方法应事先与已有成熟方法进行比对试验;

    3 检测单位应有相应的检测细则;

    4 在检测方案中应予以说明，必要时应向委托方提供检测

细则。

3.3.8 建筑结构检测宜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检测项目的特点综

合下列方式确定检测对象和检测的数量:

    1 全数检测方案;

    2 对检测批随机抽样的方案;

    3 确定重要检测批的方案;

    4 确定检测批重要检测项目和对象的方案;

    5 针对委托方的要求采取结构专项检测技术的方案。

3.3.9 下列项目的核查检查宜采取全数检测方案:



    1 结构体系的构件布置和重要构造核查;

    2 支座节点和连接形式的核查;

    3 结构构件、支座节点和连接等可见缺陷和可见损伤现场

检查;

    4 结构构件明显位移、变形和偏差的检查。

3.3.10 检测批的计数检测项目宜按表3.3.10规定的数量进行

一次或二次随机抽样。

            表3.3，10 建筑结构抽样检测的最小样本容量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样本

  最小容量

A}B}c

检测批

的容量

检测类别和样本

    最小容量

A}B Ic

80
125
200
315
5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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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80
125
200
315
5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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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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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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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1~ 150000

150001~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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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9~ 15

  16~ 25

26~ 50

51~ 90

91~ 150

151~ 280

检测类别A适用于一般项目施工质量的检测;可用于既有结构的一般项目

检测;

检测类别B适用于主控项目施工质量的检测;可用于既有结构的重要项目

检测;

检测类别C适用于结构工程施工的质量检测或复检;可用于存在问题较多

既有结构的检测。

3.3.n 检测批构件材料强度的计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抽样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检测批材料强度的标准值和平均值的抽样数量应满足

          本标准关于推定区间的限制要求。

    2 当不能满足推定区间的限制要求时，可进行单个构件材

料强度的推定。



    3 构件材料强度的测区或取样位置应随机布置在检测批的

构件上。

3.3.12 检测批材料性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性能检测的取样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试样取样的组数应根据检测的需要与委托方协商确定;

      2) 每组试样的数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试样的取样位置应随机布置在检测批的结构构件上。

    2 材料性能的无损检测测区应随机布置在检测批的构件上，

检测数量宜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也可与委托方协商

确定。

3.3.13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应将存在下列问题的检测批确定为重

要的检测批:

    1 有质量争议的检测批;

    2 存在严重施工质量缺陷的检测批;

    3 在全数检查或核查中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检测批。

3.3.14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应将存在下列问题的构件确定为重

要的检测批或重点检测的对象:

    1 存在变形、损伤、裂缝、渗漏的构件;

    2·受到较大反复荷载或动力荷载作用的构件和连接;

    3 受到侵蚀性环境影响的构件、连接和节点等;

    4 容易受到磨损、冲撞损伤的构件;
    5 委托方怀疑有隐患的构件等。

3.3.15 当为下列情况时，检测对象可以是单个构件或部分构

件，但检测结论不得扩大到未检测的构件或范围:

    1 委托方指定检测对象或范围;

    2 因环境侵蚀或火灾、爆炸、高温以及人为因素等造成部

分构件损伤时。

3.3.16 建筑结构的全数检查或核查发现委托项目以外的问题

时，应通过协商调整检测项目和检测批的检测对象。

3.3.17 建筑结构检测应针对结构存在的问题选择适用的结构层



面的检测技术。

3.4 结构和构件的检测

3.4.1 建筑结构的检测可分为结构检测和构件检测。

3.4.2 结构层面的检测可分为结构体系和构造的核查、结构的

监测、结构动力性能测试、结构振动测试，以及结构沉降、倾

斜、位移和变形的观测等。

3.4.3 结构体系的构件布置和构造的核查应采取依据设计要求

或有关标准的规定对实际情况进行核对的方式。

3.4.4 建筑结构动力性能的测试宜按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

执行。

3.4.5 当需要确定建筑结构振动的原因和影响程度时，宜按本

标准附录C的规定进行振源的振动特征和既有建筑振动的测试

或监测。

3.4.6 在分析确定振动源对建筑装修或建筑结构的影响时，应

区分建筑原有的损伤与结构振动造成的损伤;当不具备区分的条

件时，应在报告中予以明确说明。

3.4.7 当需要确定建筑的沉降、主体倾斜、水平位移和日照变

形时，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S规定的适

用方法进行检测。主体倾斜宜按本标准附录D的免棱镜全站仪

方法进行检测。

3.4.8 在分析不均匀沉降与建筑位移或变形关系时，应区分施

工偏差和建筑的位移或变形。

3.4.9 当分析确定不均匀沉降造成的损伤时，应区分建筑物原

有的损伤和由不均匀沉降造成的损伤。不均匀沉降造成损伤的判

定宜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JGJ/T 317

的有关规定执行。

3.4.10 当需要获取实时、多次或连续的数据时，可采取观测或

监测的技术，也可采取观测与监测并用的方式。建筑结构的监测

宜选择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规定的适用方法。

3.4.n 结构构件的检测技术应包括构件的截面尺寸与偏差、构
件的轴线位置、构件位移与变形、构件的动力特性和构件的静力

荷载检验等。

3.4.12 构件截面尺寸的检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具备相应条件的构件截面尺寸应采取直接量测的方法;

    2 不具备直接量测的构件可采用局部打孔量测、超声测厚

仪测试或其他方法以及多种方法综合的检测方法;

    3 截面形式复杂的构件宜按本标准附录D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4 构件截面尺寸的偏差应为设计施工图标注的尺寸与实测

尺寸的差值。

3.4.13 构件轴线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轴线位置测定可采用直接量测的方法，也可采用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测定;

    2 构件轴线的偏差应为设计施工图标注的基准轴线的距离

与实测距离之间的差值。

3.4.14 建筑结构水平构件跨中点的挠度可按本标准附录D规
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在检测时，应考虑施工偏差和施工起拱等的

影响。

3.4.15 当需要确定水平构件适用性极限状态的挠度时，宜采用

静力荷载检验的方法。结构构件静力荷载的检验应按本标准附录

F的规定执行。

3.4.16 结构垂直构件的倾斜宜按本标准附录D规定的方法进

行检测。在检测中应区分尺寸偏差与构件倾斜之间的差别。

3.4.17 在结构的评定中不得将垂直构件的倾斜作为层间位移

使用。

3.4.18 构件的层间位移应通过计算分析确定。

3.4.19 构件的动力特性可结合结构动力特性的测试方法、构件
荷载的检验方法和构件应力的测试方法等确定。



3.5 检测结论与判定

3.5.1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应提供计数检测、材料强度的计量

检测和材料性能检测的结论;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应对检测结论进

行符合性判定。

3.5.2 结构工程质量的计数检测结果应按结构设计要求和结构

工程施工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符合性判定。

3.5.3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计数抽样检测批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计数抽样检测批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一次抽样应按表3.5.3一1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表3.5.3一1主控项目正常一次抽样的判定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样本
}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2~ 5

8~ 13

  20

  32

  50

0

l

2

3

4

l

2

3

4

5

}80
{ ‘25
1 “00

一理5

7

l0

l5

22

8

ll

l6

23

2) 正常二次抽样应按表 3.5.3一2的规定进行符合性

    判定。

表3.5.3一2 主控项目正常二次抽样的判定

抽样次数与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抽“数与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1)2~6 0 1 }“，，。
】 (2，100

3

8

6

9

(1)5

(2) 10

0

1

2

2
一“，8。
} (2)16。

5

l2

9

l3



续表3.5.3一2

抽样次数与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抽样次数与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1)8

(2)16

(1)125

(2)250

l1

l9

7

l8

内
七

O
U

叹
1

八
乙

，
1

弓
‘

1
1

0
乙

(1)13

(2)26

(1)200

(2)400

八
J

，

曰

0
乙

月
性

n
o 

1
1

︸卫
孟

孟
任

(1)20

(2)40

(1)315

(2)630

(1) 32

(2) 64

注:(1) 和 (2) 表示抽样次数，(2) 对应的样本容量为二次抽样的累计数量。

  2 一般项目计数抽样检测批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正常一次抽样应按表3.5.3一3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表3.5.3.3 一般项目正常一次抽样的判定

7 
10 
14

21

样本

容量

2~ 5

  8

  l3

  20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样本

容量

  32

  50

  80

)125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8

  11

  15

  22

2) 正常二次抽样应按表3.5.3一4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表3.5.3一4 一般项目正常二次抽样的判定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

﹃

乃
/

﹃b 

tl

-
.匕

月了

1 

1
1

n

26
-n

26

工火
口

-
)

n
︶

-
尸勺

n

侧
王

-
n
U

朴且

一
林
叭

︸认

吧
︸

-
︺叭

﹃b

-
0
山

-b

权

-
s

h

-
U

双

麟
竺
(1)
竺
(1)
(2)

抽样次数}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勺

自

Q
口

1

，

目

q
白

n
 

1
1

-

n

，
1



续表 3.5.3一4

抽样次数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1抽样
}次数

样本容量
符合性

判定数

不符合

判定数

(1)

(2)

5

10

0

3

3

4 一:;:
200

400

l1

26

16

27

(1)

(2)

8

l6

1

4

3

5 一:;:
315

630

ll

26

l6

27

(1)

(2)

13

26

2

6

5

7 一:;:
500

1000

1l

26

l6

27

(1)

(2)

20

40

3

9

6

10 一:;:
800

1600

l1

26

16

27

(1)

(2)

32

64

5

12

9

l3 一:;:
1250

2500

ll

26

l6

27

(1)

(2)

50

100

7

18

l1

l9 一:;:
2000

4000

1l

26

l6

27

注:(1) 和 (2) 表示抽样次数，(2) 对应的样本容量为二次抽样的累计数量。

3.5.4 既有结构性能检测可将计数抽样符合性判定结论用于结

构性能的分析。

3.5.5 结构工程材料强度计量检测结果的符合性判定应以建筑

结构施工图的要求作为评定的基准。

3.5.6 材料强度计量抽样检测批的检测结果宜提供推定区间;

推定区间的置信度宜为0.90，错判概率和漏判概率均宜为0.05。

推定区间的置信度也可为0.85，漏判概率宜为0.10，错判概率

宜为0.05。

3.5.7 结构材料强度计量抽样检测批推定区间的上限值与下限

值之差值，不宜大于材料相邻强度等级的差值和推定区间上限值

与下限值算术平均值的10%两者中的较大值。

3.5.8 当检测批的检测结果不能满足本标准第 3.5.6条和第

3.5.7条的要求时，可提供单个构件的检测结果。

18



3.5.9 检测批中的异常数据可予以舍弃;异常数据的舍弃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

断和处理》GB/T4883的规定。

3.5.10检测批的标准差a为未知时，材料强度计量抽样检测批

0.5分位值的推定区间上限值和下限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产1=m+ks (3 .5.10一1)

                        产2=m一ks (3.5.10一2)

式中:产1— 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产2— 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m— 样本的平均值;

        5— 样本标准差;

        k— 推定系数，应符合表3.5.10的规定。

表3.5.10 0.5分位值标准差未知时推定区间上限值与下限值系数

            } 。.5分位值
样本容量

k (0.05) k(0.1)

0.953

0.823

0.734

0.670

0。620

0.580

0.686

0.603

0.544

0.500

0.466

0.437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19

20

0。546

0.518

0。494

0.473

0.455

0.438

0.423

0.410

0.398

0.387

0.414

0。394

0。376

0.361

0.347

0.335

0.324

0.314

0。305

0.297



续表3.5.10

样本容量
。.5分位值

k(0.05) k(0.1)

2l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376

0.367

0.358

0。350

0.342

0.335

0.328

0.322

0.316

0.310

0.289

0.282

0.276

0.269

0.264

0.258

0.253

0.248

0.244

0.239

3l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0.305

0。300

0.295

0.290

0.286

0.282

0.276

0.274

0.270

0.266

0.235

0.231

0.228

0.224

0.221

0.218

0.215

0.212

0.209

0.206

4l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0.263

0。260

0.257

0.253

0.250

0.248

0.245

0.242

0.240

0.237

0.204

0.201

0。199

0.196

0.194

0.192

0。190

0.188

0.186

0.184

2O



续表3.5.10

样本容量
。.5分位值

k(0.05) k(0.1)

3.5.n 检测批的标准差。为未知时，材料强度计量抽样检测批

具有95%保证率标准值的推定区间上限值和下限值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

xk.1=m一kls

xk.2二m一跳5

(3.5.11一1)

(3.5.11一2)

式中:xk，1— 标准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xk，2— 标准值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二 样本的平均值;

        一 样本标准差;

    kl，kZ— 推定系数，应符合表3.5.n的规定。

表3.5.n 0.05分位值标准差未知时推定区间上限值与下限值系数

样本容量
0.05分位值

kl(0.05) kZ(0.05) kl(0.1) kZ(0.1)

5

6

7

8

9

10

4.203

3.708

3。399

3.187

3.031

2.911

3.400

3.092

2。894

2。754

2.650

2.568

21



续表3.5.n

样本容量
0.05分位值

kl(0.05) kz(0.05) kl(0.1) kZ(0.1)

l1

l2

l3

14

15

16

l7

18

19

20

1.041

1.062

1.081

.1.098

1.114

1.128

1.141

1.153

1.164

1.175

2.815

2.736

2.671

2.614

2.566

2.524

2.486

2.453

2.423

2.396

1.163

1.180

1.196

1。210

1.222

1.234

1.244

1.254

1.263

1.271

2.503

2.448

2。402

2.363

2.329

2.299

2.272

2.249

2.227

2.208

2l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O

1.184

1.193

1.202

1.210

1.217

1.225

1.231

1。238

1.244

1.250

2.371

2.349

2.328

2.309

2.292

2.275

2.260

2.246

2.232

2.220

1.279

1.286

1.293

1.300

1.306

1.311

1。317

1。322

1.327

1.332

2.190

2.174

2.159

2.145

2。132

2.120

2。109

2.099

2.089

2.080

3l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255

1.261

1.266

1.271

1.276

1.280

1.284

1.289

1.293

1.297

2.208

2。197

2.186

2.176

2.167

2.158

2.149

2.141

2.133

2.125

1.336

1.341

1.345

1.349

1.352

1。356

1.360

1.363

1.366

1.369

2.071

2。063

2.055

2.048

2.041

2.034

2.028

2.022

2.016

2.010

22



续表3.5.n

样本容量
0.05分位值

kl(0.05) kZ(0.05) kl(0.1) kz(0.1)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1.300

1.304

1.308

1.311

1.314

1.317

1.321

1.324

1.327

1.329

2.118

2.111

2。105

2.098

2.092

2.086

2.081

2.075

2.070

2。065

1.372

1.375

1.378

1.381

1.383

1.386

1.389

1.391

1.393

1。396

2.005

2.000

1.995

1.990

1.986

1.981

1.977

1.973

1.969

1.965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54

1.374

1.390

1。403

1.414

1.424

1。433

2.022

1.990

1。964

1.944

1.927

1.912

1.899

1.415

1.431

1.444

1。454

1.463

1.471

1.478

1.933

1.909

1.890

1.874

1.861

1.850

1.841

3.5.12计量抽样检测批的判定，当设计要求相应数值小于或等
于推定上限值时，可判定为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要求相应数值

大于推定上限值时，可判定为低于设计要求。

3.5.13 既有结构的检测可将材料强度的检测结果用于结构性能

的评定。

3.5.14 结构工程的构件材料性能检测结果应按设计施工图的要

求和结构建造时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3.5.15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存在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判定结论且需
要确定影响程度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对结构工程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进
行评定。



3.6 建筑结构的评定

3.6.1 建筑结构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应以结构设计的要求或结构设计依据的国家有

关标准的规定为基准对结构能力的实际状况进行评定;

    2 既有结构应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基本规定为基准对结

构性能的实际状况进行评定;

    3 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的建筑结构应对其受到影响的程

度进行评定。

3.6.2 建筑结构抵抗偶然作用的能力应为在偶然作用发生后防

止结构出现整体倾覆、局部坍塌和连续倒塌的能力;建筑结构抵

抗偶然作用能力评定所考虑的偶然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评定应为结构施工图明示的或结构设计依据的

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偶然作用;

    2 既有结构除应考虑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偶然作用外，

尚应考虑可能出现的爆炸、碰撞、洪水、火灾等偶然作用;

    3 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应考虑设计依据的国家有

关标准规定的偶然作用。

3.6.3 对于结构不可抗御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岩崩、地面坍

陷等自然和人为灾害，不得按本标准进行抵抗偶然作用能力的

评定。

3.6.4 建筑结构承载能力的评定可分成结构体系和构件布置、
构件的连接和构造、作用与作用效应的分析、构件和连接的承载

力4个评定项目。

3.6.5 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结构的连接与构造宜采用现场核

查的方式进行评定，核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的核查应以结构设计施工图的要求或设计依据

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为基准;

    2 既有结构的核查应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基本规定为

基准;



    3 受到影响的结构的核查应为受到影响的部分或结构的

整体。

3.6.6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评定应为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与作

用效应评定值之间的比较。

3.6.7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作用和作用效应分析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作用或荷载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结构工程的作用或荷载应采用结构设计施工图和设计
          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值中的较大值;

      2) 既有结构的作用或荷载应采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值和结构经历过的荷载值中的较大值;

      3) 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宜采用设计依据的国家

          有关标准规定值。

    2 作用或荷载系数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和受到影响的结构系数应取结构设计施工图

          或设计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值中的较大值;

      2) 既有结构作用或荷载的分项系数不应小于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

          规定。

    3 作用或荷载应先进行组合，后计算作用效应;作用效应

的评定值应考虑作用效应的不定性。

    4 作用效应的评定值也可采用所有可能出现不利组合效应

的包络。

3.6.8 当采用材料强度的分项系数时，构件承载力的分析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构件的材料强度应取实测数据推定的具有95肠保证率特

征值，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检测判定材料强度的长期性能受到影响时，

        应分别采用检测得到的强度值和推断设计使用年限强

        度的衰减值;



      2) 既有结构应考虑不可恢复性损伤对材料强度的影响;

      3) 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材料强度未达到设计要

          求时，应进行专门的说明。

    2 构件的尺寸参数应取实测值，对于既有结构应考虑不可

恢复性损伤的影响，当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尺寸参数与

设计要求存在明显偏差时应进行说明。

    3 构件系数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和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应采用设计

        施工图标注的系数和设计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值

          中的较大值;

      2) 既有结构材料强度的系数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确定。

    4 构件承载力计算模型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和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可采用设计

          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计算公式;

      2) 既有结构应采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构件承载力计算

          公式，当发现计算公式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时，可进行

          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

3.6.9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既有结构构件，可采用现行国家标
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倡导的基于可靠

指标调整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评定方法:

    1 可靠指标对应的随机变量可近似用正态分布予以描述;

    2 该类构件具备批量的构件承载力试验数据。

3.6.10 基于可靠指标分析确定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的荷载分项系数对应的作用效应可靠指标凡宜确定
为2.05。

    2 作用效应的变异系数兔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yP=1+风么 (3.6.10一1)



式中:价— 作用的综合分项系数，由永久荷载分项系数1.3及

            永久荷载的权重和可变荷载分项系数1.5及可变荷

            载的权重计算确定;当永久荷载与可变荷载的比例

            为2，1时，介为1.37;

      凡— 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对应于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1·3和楼面可变荷载分项系数LS的凡约为2.05;

      傀— 作用效应的名义变异系数。
    3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宜按下式计算确定:

                  yR=1/(1一风入) (3.6.10一2)
式中:八—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

      风—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由可靠指标月和作用效应
            的可靠指标召5分解得到;

      人—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4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风和变异系数人可按本标准附录

E规定的方法计算确定。

3.6.n 基于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构件承载力评定值的计算分

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强度可取实测值的平均值，但应考虑不可恢复性损

伤对材料强度的影响;

    2 构件的尺寸应取实测值，但应考虑不可恢复性损伤的

影响;

    3 构件承载的计算公式，当采用分析变异系数的模型时，

应附加考虑模型的不定性因素;当采用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计算

公式时，应将公式中材料强度设计值改为实测平均值;

    4 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应为第3款的分析结果除以构件承

载力的分项系数。

3.6.12 结构构件的承载力也可采用实荷检验的方法进行评定，
实荷检验宜符合本标准附录F的规定。

3.6.13 建筑结构的适用性评定应包括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结构

维系建筑功能的能力两个评定分项。



3.6.14 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和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结构，应以结构设计

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关于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限值为基准，

对结构构件位移、变形等的状况或能力进行评定;

    2 既有结构应以现行国家有关标准关于构件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的限值为基准对结构构件位移、变形等的状况或能力进行

评定。

3.6。15 结构构件的变形、位移和开裂等状况可通过现场检测确

定;现场测定时应区分施工偏差和构件的变形等。

3.6.16 当结构构件的变形或位移不能通过现场检测确定时，应

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计算结构构件的位移和变形，或采用荷载检

验的方法确定构件的变形能力。

3.6.17 建筑结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位移与变形的计算分析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对于不可逆的位移和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和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应采用结构

          设计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标准组合;

      2) 既有结构应采用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标准组合，

          但参与组合的荷载应取结构经历过的荷载最大值和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的荷
          载值中的较大值。

    2 对于可逆的位移和变形可采用准永久组合或频遇组合。

    3 对于既有结构宜单独进行多遇地震的变形与位移分析。

    4 各种计算分析均应考虑作用效应的不确定性。

3.6.18 当结构构件的位移或变形已经使建筑的围护结构、装饰

装修或设备设施出现损伤或影响正常使用时，应评定为结构构件

存在适用性问题，当通过计算分析或荷载检验判定可能出现这些

现象时，可评定为结构构件维系建筑功能的能力不足。

3.6.19 当对计算分析结果有怀疑时，可按本标准附录F的规

定进行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实荷检验。



3.6.20 结构工程质量判定为存在影响结构抵抗环境侵蚀能力或

长期性能的结论时，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定量的评定:

    1 从现场取样进行快速检验或放置观测;

    2 用工程施工的原材料在试验室制备试样进行快速检验或

放置观测。

3.6.21为既有结构耐久性评定所实施的现场检测应确定既有结

构的下列状况:

    1 确定已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标志或达到耐久性限值的构

件和连接;

    2 测定构件材料性能劣化的状况和有害物质的含量。

3.6.22 对于已经出现耐久性极限标志的构件或连接，应进行构

件承载能力的评定和适用性评定，在评定时应考虑不可恢复性损

伤对构件性能的实际影响。

3.6.23 对于未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标志或未达到限值的构件和

连接，可采用下列方法推定耐久年数或剩余使用年数:

    1 经验的方法;

    2 依据实际劣化情况验证或校准已有模型的方法;

    3 基于快速检验的方法;

    4 其他适用的方法等。



4 混凝土结构

4.1 一 般 规 定

4.1.1混凝土结构和其他结构中的混凝土构件应按本章的规定

进行检测和评定。

4.1.2 混凝土结构可分成下列检测项目:

      1

      2

      3

      4

      5

      6

4。1。3

      1

      2

调整;

      3

      4

原材料质量及性能;

构件材料强度;

混凝土的性能;

构件缺陷与损伤;

构件中的钢筋;

装配混凝土结构的预制构件和连接节点等。

混凝土结构应进行下列专项评定:

使用构件分项系数的构件承载力的评定;

悬挑构件、有侧移框架柱等承载力评定时计算模型的

多遇地震的适用性评定;

混凝土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

4.2 原材料的质量及性能

4.2.1对混凝土结构工程的钢筋、混凝土原材料、配合比或拌

合物等的质量存在异议时，应采取下列方式进行检验:

    1 当工程中尚有与结构中同批、同等级的剩余原材料时，

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存在异议的原材料进行检验;

    2 当结构工程没有剩余原材料时，应按本标准的规定从结

构中取样对原材料的质量或性能进行检验。

4.2.2 钢筋质量或性能的取样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批钢筋每组的取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规定;

    2 钢筋质量或性能的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筋

混凝土用钢材试验方法》GB/T28900的规定;
    3 钢筋质量与性能的检验结果应按设计选定钢筋对应的国

家有关标准进行符合性判定。

4.2.3 对硬化混凝土的水泥安定性有疑义时，可按本标准附录

G的规定对水泥中游离氧化钙的潜在危害进行检测。

4.2.4 对硬化混凝土中的碱含量有疑义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4.2.5 当发现混凝土存在碱一骨料反应生成物或混凝土碱含量超

过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的
限值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784的规定从硬化混凝土中取样并破碎，并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

规定进行骨料膨胀性检验。

4.2.6 当对硬化混凝土骨料体积稳定性有异议或碱含量超过限

值且骨料具有碱活性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

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从硬化混凝土中取样和加工，

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GB/T 50082的规定进行试件膨胀率的观测。

4.2.7 试件膨胀率的观测结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

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soo82进行判定。
4.2.8 硬化混凝土已经出现骨料体积稳定性造成的损伤时，宜

采取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从硬化混凝土中取样并破碎，宜按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

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规定，进行骨

料体积稳定性的检验;

    2 从混凝土中取样宜按本标准附录G规定的方法进行试样



中骨料潜在危害的检验。

4.2.9 对硬化混凝土中的氯离子含量有疑义时，宜取样按下列

规定测定混凝土中氯离子的含量:

    1 水溶性氯离子可按本标准附录H规定的方法或现行国家

标准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规定的方法进

行测试;

    2 酸溶性氯离子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

检测技术规程》JGJ/T32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3 测试结果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

标准》GB/T 50784的规定转换成氯离子与硅酸盐水泥用量的百
分数或与胶凝材料用量的百分数。

4.2.10 当对水泥的质量、混凝土的配合比以及拌合物的质量有

异议时，可对混凝土的强度或性能进行检验。

4.3 构件材料强度

4.3.1 既有结构钢筋的强度宜采用取样检测方法，对于同品种

的主筋取样数量不宜少于两个。当检验结论最小值大于国家有关

标准的标准值或标准强度时，结构验算时可使用该品种钢筋的标

准值或标准强度。

4.3.2 既有结构中钢筋品种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判别:

    1 直读光谱仪测试钢筋主要化学成分的方法;

    2 按本标准附录J的规定测试钢筋表面硬度的方法;

    3 采取本条第1款和第2款相结合的方法。

4.3.3 混凝土强度可分为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劈裂抗拉强度，且
应区分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4.3.4 既有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弹法的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回弹法检测混

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的规定，遇有下列情况时应

采用钻芯验证或修正的方法:

      1) 混凝土的龄期超出限定要求;



      2) 混凝土抗压强度超出规定的范围;

      3) 采用向上弹击或其他方式的操作时。

    2 对于强度等级为C50一C100的混凝土，宜采用现行行业

标准 《高强混凝土强度检测技术规程》JGJ/T294规定的适用方

法进行检测，遇有下列情况时应采用钻芯验证或修正的方法:

      1) 混凝土的龄期超出限定要求;

      2) 混凝土抗压强度超出规定的范围;

      3) 采取了不同的操作措施时。

    3 超声一回弹综合法的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的有关规定，遇有下列

情况时应采用钻芯验证或修正的方法:

      1) 混凝土抗压强度超出规定的范围;

      2) 采取了不同的操作措施时。

4.3.5 既有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可按本标准第3章的规定进行

具有95%保证率的特征值和平均值的推定。
4.3.6 进行构件承载力分析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将混凝土抗压强度具有95%保证

率的特征值换算成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和轴心抗拉强度的标

准值。

4.3.7 既有结构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后装拔出法检测时，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并应把

检测结果转换为劈裂抗拉强度;

    2 采用后锚固法检测时，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后锚固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08 的规定，

并应将检测结果转换成劈裂抗拉强度;

    3 采用拉脱法检测时，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拉

脱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378的规定，并应将

检测结果转换成劈裂抗拉强度或抗拉强度。

4.3.8 既有结构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的检测可进行直接测试方



法测试结果的验证或修正。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的直接方法测试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执行。

4.3.9 既有结构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可进行平均值的推定。

4.3.10 结构工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钻芯法检测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时，检测操作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384的
规定。

    2 采用下列间接方法时，宜采用钻芯修正或同条件混凝土

立方体标准试块修正的方法:

      1) 回弹法;

      2) 超声一回弹综合法;

      3)后装拔出法;

      4) 后锚固法;

      5) 拉脱法;
      6) 剪压法。

4.3.n 结构工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设计要求的是混凝土强度等级时，宜按本标准第3章具

有95%保证率的特征值进行符合性判定，也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SOIO7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2 设计要求的是混凝土标号时，应按设计依据的国家有关

标准进行符合性判定。

4.3.12 当进行结构工程构件承载力的评定时，应按结构设计依
据的国家有关标准，将本标准第4.3.n条第1款的判定值转换

成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或轴心抗拉强度的标准值。

4.3.13 结构工程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的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384的规定;也可

采用后装拔出法、后锚固法和拉脱法等与钻芯修正相结合的

方法。



4.3.14 结构工程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的检测结论可用于施工缝

和叠合面等抗拉强度的判定。

4.4 混凝土的性能

4.4.1 混凝土性能可分为抗渗性能、抗冻性能、抗氯离子渗透

性能、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等检测分项。

4.4.2 结构工程混凝土的下列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从结构中钻取芯

样，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GB/T 50082和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GB/T 50081等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1 混凝土抗渗性能;

    2 混凝土抗冻性能;

    3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

    4 混凝土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4.4.3 结构工程混凝土性能应以结构施工时国家有关标准的规

定为基准进行符合性判定。

4.4.4 对于既有混凝土结构，也可采用取样方法测定混凝土的

抗渗性能、抗冻性能、抗氯离子渗透性能和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等。既有结构工程混凝土性能符合性判定时，应去除受到冻融、

氯离子渗透和硫酸盐侵蚀影响的表层混凝土。

4.4.5 结构工程混凝土的抗碳化性能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规定的方法从结

构中钻取混凝土芯样，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规定的方法进行快速

碳化的试验。

4.4.6 当需要判定结构工程混凝土实际的抗碳化能力时，可按

下列规定采用现场取样快速碳化试验的方法进行检测和判定:

    1 现场取样宜保留混凝土的装饰层;

    2 快速碳化箱内的碳化时间应与混凝土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相匹配;

    3 快速碳化深度小于受力主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时，可判

定结构混凝土具有相应的抗碳化能力。

4.4.7 当结构工程混凝土抗硫酸盐侵蚀性能、抗氯离子渗透性

能和抗冻融性能的判定为不符合设计要求，且构件表面设有专用

保护性面层时，可采用带面层的试件进行抗硫酸盐侵蚀能力、抗

氯离子渗透能力和抗冻融能力的快速试验检测。试验时应将芯样

试件的侧面进行封闭处理，留有带面层和不带面层的两个端面进

行试验与比较。

4.4.8 混凝土的抗冻能力可根据年等效冻融循环次数和混凝土

的饱水时间进行推断。

4.4.9 混凝土的抗渗能力可根据实际的最大水压和检验结论进

行评定，不应考虑设计确定的外部防水层的实际作用。

4.5 构件的缺陷与损伤

4.5.1 混凝土构件的缺陷可分为外观缺陷、内部缺陷和裂缝。

4.5.2 混凝土的外观缺陷可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检测。

4.5.3 混凝土构件的内部缺陷可采用超声波综合因子判定法或

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和

《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JGJ/T 4n规定的超声

波法、电磁波反射法或冲击回波法进行探测。

4.5.4 混凝土内部缺陷探测结果应进行局部钻孔、开凿等方法
验证。

4.5.5 当需要确定缺陷处混凝土的强度或性能时，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进
行检测。

4.5.6 工程质量的检测应按工程施工时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对
缺陷进行符合性判定，对构件性能或能力进行评定时，宜考虑缺

陷的实际影响。



4。5。7

      1

数量;

      2

      3

4。5。8

结构构件的裂缝可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测:

检测应包括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深度、形态和

裂缝深度可采用超声波法或钻取芯样方法进行检测;

记录可采用表格或图形的形式。

混凝土结构工程的裂缝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裂

缝防治技术规程》JGJ/T317判定裂缝的原因。

4.5.9 混凝土结构的损伤可分为构件的裂缝、混凝土表面的损

伤和未封闭锚夹具和金属件等的锈蚀、损伤。

4.5.10 混凝土结构的裂缝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裂缝防

治技术规程》JGJ/T317的规定，进行下列识别和判定:

    1 施工阶段裂缝与使用阶段裂缝的识别;

    2 使用阶段裂缝开裂原因的判定。

4.5.n 使用阶段开裂原因判定后，应分别进行下列检测和

评定:

    1 骨料体积膨胀造成的开裂应按本标准第4.2节的规定进

行检测和判定。

    2 钢筋锈蚀造成裂缝的检测和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锈蚀部位混凝土碳化情况进行检测;

      2) 应对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进行测定;

      3)应对钢筋锈蚀量、锈蚀钢筋力学性能进行测试。

    3 重力荷载造成的受弯构件开裂的检测与评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对构件经历荷载进行核查;

      2) 应对构件挠度进行检测;

      3) 应对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分析评定;

      4) 应对构件承载力进行分析评定。

4.5.12 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

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的规定进行检测。

4.5.13 构件混凝土的表面损伤应采用观察和量测的方法进行



检测。

4.5.14 构件混凝土表面出现环境作用损伤、化学物质侵蚀、生
活和生产的磨损、气蚀损伤时，应判断为构件混凝土达到耐久性

极限状态。

4.5.15 结构早期受冻损伤与混凝土遭受冻融损伤可按本标准附

录K的规定进行判定。

4.5.16 受到火灾影响的结构，应通过全面的外观检查将构件的
损伤识别为下列五种状态:

    1 未受火灾影响;

    2 表面或表层混凝土性能劣化;

    3 构件损伤;

    4 构件破坏;
    5 局部坍塌。

4.5.17 对于不同火灾损伤状态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的有
关规定执行。

4.5.18 对于未封闭在混凝土内的预应力锚夹具和金属件等的损

伤和锈蚀，可用卡尺、钢尺等直接量测。

4.5.19 结构构件性能评定时，宜考虑结构构件的损伤对构件性

能的不利影响。

4.6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

4.6.1混凝土中钢筋检测可分为钢筋位置、钢筋间距或数量、
钢筋直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和钢筋锈蚀状况等检测分项。

4.6.2 混凝土中钢筋应采用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

测技术标准》GB/T 50784和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

JGJ/T 15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4.6.3 对重要的检测分项应按下列规定进行直接方法的修正或

验证:

    1 钢筋直径的无损测试结果应采取剔凿量测或取样称重的



方法修正或验证;

    2 梁、柱加密区的箍筋间距可采取打孔的方法修正或验证;

    3 保护层厚度可采取打孔直接量测的方法修正或验证。

4.6.4 当有检钡吐要求时，可对钢筋的锚固与搭接和混凝土柱与
墙体间的拉结筋等进行检测。钢筋的搭接检测应采取剔凿或打孔

的方法进行修正或验证。

4.6.5 工程质量的钢筋检测结果应按结构施工时国家有关标准
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当钢筋间距存在偏差较大的现象，但钢

筋的数量符合设计要求时，应进行专门的说明。

4.6.6 既有结构构件性能评定时，可使用钢筋实测结果转化的

参数。

4.6.7 混凝土中钢筋可按本标准附录L或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

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JGJ/T152规定的方法进行锈蚀状况的

无损检测。

4.6.8 钢筋的锈蚀量宜采用直接量测的方法确定;可量测的项

目包括锈蚀后钢筋的直径、锈蚀深度和长度、锈蚀物的厚度等。

当钢筋锈蚀量较大时，宜取样测试钢筋强度的损失情况。

4.6.9 新建结构工程出现钢筋严重锈蚀现象时，应对混凝土中

氯离子的含量进行测定。

4.6.10 当发现钢筋出现锈蚀现象时，应检测封闭混凝土中预应

力锚夹具和钢筋连接器的锈蚀情况。

4.6.11 既有结构性能评定时，应考虑钢筋锈蚀的实际影响。

4.7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4.7.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可分成预制混凝土构件、局部现浇混

凝土和连接节点等检测专项。

4.7.2 装配式结构预制混凝土构件可分成构件质量、构件性能

和安装质量等检测分项。

4.7.3 预制构件进场验收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和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 I的有关规定;当发现异常或者存在异议时，可根据本

标准第3章的抽样方法和本章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构件有关质量

的检测。

4.7.4 预制构件性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受弯构件的结构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2 其他预制构件的结构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试验方法标准》GB/T50152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3 组合预制构件的其他性能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进行检测。

4.7.5 预制构件的安装质量应采用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和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JGJ I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4.7.6 局部现浇混凝土可分成现浇混凝土质量和结合面质量等

检测分项。

4.7.7 装配式结构节点局部现浇混凝土内部的缺陷可采用超声

波综合因子判定法、超声波法、电磁波反射法或冲击回波法结合

局部打孔开凿的方法进行检测。

4.7.8 梁、板等叠合构件的混凝土结合面可按下列方法进行

检测:

    1 混凝土结合面的缺陷可采用雷达法和冲击回波法进行

检测;

    2 结合面混凝土粘结强度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采用拉脱法检测结合面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2) 采用钻芯法检测结合面混凝土的劈裂抗拉强度。

4.7.9 套筒灌浆连接节点灌浆料强度、灌浆饱满度、连接钢筋

埋置深度和接缝处防水性能等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浆料强度可在注浆口和出浆口取出圆柱体试样进行劈

裂抗拉强度或抗压强度的测试;

    2 灌浆饱满度可在套筒出浆口采用内窥法检查或预埋阻尼



振动传感器方法进行检测;

    3 连接钢筋埋置深度可在套筒出浆口进行钻孔检查;

    4 接缝处防水性能可采用原位淋水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4.7.10 浆锚搭接节点灌浆料强度、灌浆内部缺陷和接缝处防水

性能等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浆料强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灌浆口等部位应进行回弹测试，并应用同条件试块
          抗压强度检测结果对回弹结果进行修正;

      2) 可在注浆口和出浆口等部位钻取小直径芯样，进行劈

          裂抗拉强度或抗压强度测试。

    2 灌浆内部缺陷可采用冲击回波法或超声波综合因子判定

法等无损的方法进行检测，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测结果应进行打孔

验证或钻芯验证。

    3 接缝处防水性能可采用原位淋水试验方法进行检测。

4.7.n 螺栓连接节点和焊缝连接节点实体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和 《钢结构现场

检测技术标准》GB/T50621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4.8 混凝土结构性能评定

4。8。1

      1

既有混凝土结构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宜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人和对应的可靠指标风可
按表4.8.1规定的数值确定;

    表4.8.1混凝土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凡和对应的可靠指标几

构件 受拉 纯弯 大偏压 小偏压 轴压 受弯斜截面 压弯剪

帐 0.06 0.08 0.10 0.10 0.10 0.13 0.16

人 3.90 3.30 3.01 3.63 3.63 3.41 3.38

刀 3.20 3.70

注:召为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

  2 当具有足够的构件承载力试验数据时，构件承载力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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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系数可按本标准附录F规定的方法分析确定;

    3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可取本标准附录E规定方法计算

得到的较小值;

    4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应按本标准式 (3 .6.10一2) 计算
确定。

4.8.2 使用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时，构件承载力评定值应按下

式计算:

            Rd，。=R(几刀卜八m，a。，。，as⋯)/yR (4.8.2)

式中:尺d，。— 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

  尺(·)— 混凝土构件承载力函数;

      几 — 由实测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均值转换得到的混

              凝土轴心抗压或轴心抗拉强度的计算值;

      了谕— 钢筋强度检验平均值或最小值;

      ac，二— 混凝土构件几何量的实测值;

        as— 由钢筋公称直径转换的钢筋截面面积;

        八—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

4.8.3 单个混凝土受弯或悬挑构件的承载力可按本标准附录E

的规定进行实荷检验，或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

标准》GB/T5O152的规定进行试验。

4.8.4 使用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

公式对构件承载力进行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侧移框架柱应使用考虑压弯剪共同作用的计算公式。

    2 当使用简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公式对悬挑构件支座截

面进行评定时，宜按下列规定使用构件承载力的折减系数:

      1) 承受均布荷载悬挑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折减系数不宜

        大于0.8;
      2) 集中荷载造成的剪力不小于悬挑构件支座总剪力的

          75%且计算剪跨比不小于1.5时，构件承载力的折减

        系数不宜大于0.7;
      3)集中荷载造成的剪力不小于悬挑构件支座总剪力的



        50%且计算剪跨比不小于3时，构件承载力的折减系

        数不宜大于0.8。

    3 当使用抗冲切的公式对板柱结构柱顶区域的承载力进行

评定时，宜按下列规定对冲切承载力使用折减系数:

      1) 当柱顶区域的弯矩达到受弯承载力的90%时，冲切承

        载力的折减系数不宜大于0.4;

      2) 当柱顶区域的弯矩达到受弯承载力的50%时，冲切承

        载力的折减系数不宜大于0.8;

      3) 当柱顶区域的弯矩为受弯承载力的50%一90%时，冲

        切承载力的折减系数可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确定;

      4) 当柱顶区域存在着不平衡力矩时，应取最大力矩作为

          分析比较的弯矩。

4.8.5 既有混凝土结构多遇地震的适用性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震动参数宜取50年超越概率约为63%地震动加速度

或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规定的有关

参数确定;

    2 地震特征周期可取当地抗震规划提供的周期或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n规定的设防烈度地震周期

延长后的数值;

    3 地震作用分项系数玩的取值应为1.0;

    4 自重荷载和可变荷载分项系数的取值应为1.仇

    5 楼面可变活荷载可取频遇值或准永久值且可不考虑风、

雪荷载的组合;

结构分析宜采用弹性分析方法;

当分析之值小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一‘
U

7

50011的限定值时，可评定为符合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8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评定结构保障建筑功能的能

力不足:

      1)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SOOn的限定

        值不能保证建筑的装饰装修、围护结构、设备设施不



          受到损伤;

      2) 在小于或等于多遇地震的作用下已出现装饰装修、围
          护结构或设备设施的损伤。

4.8.6 稳定氯离子侵入环境的氯离子侵人深度剩余年数可采用
下列基于实测数据调整已有扩散公式的方法推定:

    1 结构混凝土表面氯离子含量和氯离子侵人深度的平均值

应取样测定。

    2 氯离子侵人参数可分别用下列方法表示:

      1) 氯离子侵人深度的平均值可用D，表示;

      2) 混凝土受环境中氯离子影响的实际年数可用tl表示。

    3 选定待调整的氯离子扩散公式中的可测定参数宜取样

测定。

    4 将氯离子侵人深度测值D;和氯离子影响年数tl代人扩散

公式，并应按下列公式对扩散公式进行调整:

      1) 当扩散公式中扩散系数的参数为可测定时，应调整扩

          散公式时间参数t的指数;

      2)当扩散公式中扩散系数的参数为不可测定时，应调整

          扩散公式的扩散系数。

    5 将设定的氯离子侵人深度限定值C代人调整后的扩散公

式，可估计出时间参数tZ。

    6 氯离子侵人到设定深度C的剩余年数t3可按下式计算

确定:

                          t3=tZ一tl (4.8.6)

式中:t3— 氯离子侵人到设定深度C的剩余年数 (年);

      tZ— 氯离子侵人到设定深度C的总估计年数 (年);

      t;— 混凝土已受氯离子侵人的年数 (年)。

4.8。7 基于现场实测混凝土碳化数据调整已有碳化公式的混凝

土剩余碳化年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

标准》GB/T 50784规定的方法进行推定。

4.8.8 混凝土的剩余碳化年数可采用下列快速碳化的方法进行



推定:

    1 从结构中钻取的芯样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芯样应从环境情况相似、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相同的

        构件上钻取;

      2) 芯样的长度应大于预期测定碳化深度的3倍;

      3)芯样的数量不宜少于6个;

      4) 芯样的内侧端面应切割成平面。

    2 芯样的碳化参数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每个芯样碳化深度代表值应取芯样实测碳化深度的平

          均值;

      2) 芯样碳化深度的代表值DI可取全部芯样碳化深度代表

          值的平均值;

      3) 芯样的实际碳化年数可用tl表示。

    3 混凝土实际碳化深度达到限定值C的预估碳化年数tZ.e

和预估剩余碳化年数九，。，可按本标准第4.8.7条规定的方法进

行推定。

    4 芯样在碳化箱内的下列快速碳化时间宜进行预测:

      1) 芯样试件内侧端面碳化深度达到Dl时的时间TI;

      2)芯样试件内侧端面碳化深度达到限定值C的时间T:;

      3)芯样试件外侧端面碳化深度达到限定值C的时间T3。

    5 将芯样试件分成2组一3组，每组芯样实际碳化深度代

表值应接近代表值D，。

    6 芯样试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

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SOO82的规定进行快速碳化试验。

    7 为预测快速碳化时间TI，进行芯样试件破型测试时，应

进行下列调整:

      1) 比较该组芯样试件内侧端面碳化深度的代表值DI，N与

        DI的差别;

      2)当DI，N与D;的比值大于0.8且小于1.2时，可认为快

          速碳化时间TI约相当于自然碳化时间t，;



      3)当Dl.N与DI的比值小于0.8或大于1.2时，可对TI

        进行不超过士1的调整。

    8 为预测快速碳化时间毛，进行芯样试件破型时，应进行

下列调整:

      1) 比较该组芯样外侧端面碳化深度的代表值D3，w与限制
          碳化深度C值的差异;

      2) 当从.w与C的比值大于0.8且小于1.2时，可认为快
          速碳化时间兀约相当于自然碳化的剩余碳化年数t3;

      3) 当D3，w与C的比值小于0.8或大于1.2时，可对Ta进

          行不超过士1的调整。

    9 该批混凝土在自然环境中的剩余碳化年数t3可按下式计

算确定:

                      t3=Ts X(t，/TI) (4.8.8一1)

式中:t3— 混凝土碳化到限制值C时的推定剩余年数 (年);

    兀— 快速碳化到限制值C时的时间，当有调整时，几为

            调整后的碳化天数 (天);

      tl— 混凝土碳化到代表值D;的实际碳化年数 (年);

      TI— 快速碳化对应于代表值D，的时间，当有调整时，

            TI为调整后的碳化天数 (天)。

    10 芯样试件在预测快速碳化时间爪的破型应进行下列测

试和推定:

      1) 比较该组芯样内侧端面碳化深度的代表值DZ，N与限制

        碳化深度C值的差异;当其差异明显时，可对几进行

          不超过士1的调整;

      2) 自然碳化至限定值的碳化年数tZ可用下式表示:

                      t:=几 X(tl/T，) (4.8.8一2)

式中:tZ— 混凝土碳化到限制值C的年数 (年);

    爪— 混凝土芯样试件内侧端面快速碳化到限制值C时的

            时间 (天)。

      3)t3也可用下式表示:



                          t3=tZ一tl (4.8.8一3)

    11 实施推定时可取式 (4 .8.8一1) 和式 (4 .8.8一3) 两者中

的较小值。

4.8.9 混凝土冻融损伤剩余使用年数可采用下列取样快速检验

的方法进行推定:

    1 从结构中钻取的混凝土芯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芯样应从环境情况相似、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相同的

          构件上钻取;

      2) 芯样的数量不宜少于6个;

      3) 芯样内侧端面应切割平整;

      4)切割后的芯样试件长度不宜小于70mm;

      5)芯样试件外侧端面的实际冻融年数可用tl表示。

    2 芯样试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回弹测试:

      1) 回弹测试宜使用里氏回弹仪;

      2) 回弹测试应避开粗骨料;

      3) 回弹测试的对象应为芯样试件的外侧和内侧两个端面;

      4) 回弹测试时，芯样试件两个端面应处于表干状态，且

          弹击时芯样不应出现移动;

      5) 回弹仪应采用水平弹击方式。

    3 芯样试件的参数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1) 每个芯样的每个端面弹击次数不宜少于5次，弹击点

          的间距宜相同;

      2) 记录每次弹击的回弹值，并应取回弹平均值作为该端

          面的回弹代表值;

      3)芯样试件外侧端面的回弹代表值Lw应取所有外侧端面

          回弹代表值的平均值;

      4)芯样试件内侧端面的回弹代表值LN应取所有内侧端面

          回弹代表值的平均值;

      5) 混凝土在实际冻融环境中已使用的年数可用tl表示。
    4 当Lw低于LN时，可按下列方法进行芯样试件的快速冻



融比对试验:

      1) 芯样试件的侧面应进行封闭;

      2)快速冻融的试验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

        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的有关规定;

      3)应定期取出芯样试件，并应在表干的状态下对试件的

          内侧和外侧端面进行回弹测试。

    5 冻融循环次数与回弹值之间的关系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当内侧端面的回弹代表值降低至外侧端面回弹代表值

          初始水平时，此时的标准冻融循环次数N;的效应可与

          实际冻融年数t，的效应相当;

      2) 当外侧端面回弹值降低到无法测试或芯样试件出现表

          面损伤时，此时的标准冻融循环次数从的效应可与实

          际冻融循环年数t3的效应相当;

      3) 当内侧端面回弹值降低到无法测试或芯样试件出现表

        面损伤时，此时的标准冻融循环次数N。的效应可与实

          际冻融年数t:的效应相当。

    6 混凝土出现冻融损伤的剩余年数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标准冻融循环次数从和N:的冻融损伤剩余年数t3，1可

          用下式表示:

                      t3.1=tl XNZ/NI (4.8.9一1)

式中:t3，:— 混凝土冻融损伤剩余年数的推定值之一 (年);

        tl— 混凝土实际经历冻融循环的年数 (年);

      NZ— 芯样试件外侧端面出现冻融损伤或回弹值接近零

            时的标准冻融循环次数;

      NI— 芯样试件内侧端面回弹代表值降到外侧端面回弹

            初始代表值水平时的标准冻融循环次数。

      2) 标准冻融循环次数N。和NI的冻融损伤剩余年数t3，2

          可用下式表示:

                  t3，:=t;XNu/N;一t; (4.8.9一2)



      3)实施推定时可取式 (4 .8.9一1) 和式 (4 .8.9一2) 两者

          中的较小值。

4.5.10 混凝土硫酸盐侵蚀结晶损伤剩余年数可采用下列快速试

验的方法进行推定:

    1 从结构中钻取混凝土芯样，芯样的回弹测试和回弹测试

数据的表示方法宜符合本标准第4.8.9条的有关规定。

混凝土在硫酸盐侵蚀环境中的使用年数可用tl表示。

当芯样试件外侧端面的回弹代表值Lw低于内侧端面回弹

，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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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值LN时，可按下列方法进行硫酸盐快速侵蚀的比对试验:

      1) 芯样试件的侧面应进行封闭;

      2) 硫酸盐快速侵蚀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

          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的有关规定;

      3) 应定期取出芯样试件，且在表干的状态下对试件的内

          侧和外侧端面进行回弹测试。

    4 芯样试件干湿交替硫酸盐侵人的试验次数N与回弹测试

值的关系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当内侧端面的回弹代表值降低至外侧端面回弹代表值

          初始水平时，可认为此时的干湿交替试验次数NI的效

          应与实际侵蚀年数tl的效应相当;

      2) 当外侧端面回弹值降低到无法测试或芯样试件出现表

          面损伤时，可认为此时的干湿交替试验次数N:的效应

          与实际环境中该端面混凝土出现硫酸盐侵蚀损伤的年

          数t3的效应相当;

      3) 当内侧端面回弹值降低到无法测试或芯样试件出现表

        面损伤时，可认为此时的干湿交替试验次数Nu的效应

        与该端面在实际环境中t:的效应相当。

    5 混凝土出现硫酸盐结晶损伤的剩余年数可按下列方法

确定:

      1) 标准干湿循环次数N:和N，的硫酸盐结晶损伤剩余年



        数t3，1可用下式表示:

                    t3，1=tl XNZ/Nl (4.8.10一1)

式中:九，，— 混凝土硫酸盐结晶损伤的剩余年数的推定值

              (年);

        t，— 混凝土实际经历硫酸盐侵蚀的年数 (年);

      NZ— 芯样试件外侧端面回弹值接近零时对应的干湿循

              环次数;

      NI— 芯样试件内侧端面回弹代表值降到外侧端面回弹

            值初始水平时对应的干湿循环次数。

      2) 标准干湿循环次数N。和NI的硫酸盐结晶损伤剩余年

          数匀，2可用下式表示:

                  t3，:=t;XNu/NI一tl (4.8.10一2)

式中:ts.2— 混凝土硫酸盐结晶损伤的剩余年数的推定值

              (年);

      Nu— 芯样试件内侧端面回弹值降到零时或出现损伤的

              干湿循环次数。

      3)实施推定时可取式 (4.8.10一1)和式 (4.8.10一2)两

          者中的较小值。



5 砌 体 结 构

5.1 一 般 规 定

5.1.1砖砌体、砌块砌体和石砌体结构以及其他结构中的砌筑

构件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检测和评定。

5.1.2 砌体结构可分为砌筑块材、砌筑砂浆、砌体力学性能、

砌筑质量、构造要求和结构损伤等检测项目。

5.1.3 砌体结构检测批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筑块材的品种、规格和设计强度等级应相同;

    2 砌筑砂浆品种和设计强度等级应相同;

    3 砌体应为同一施工单位在同一时期砌筑;

    4 检测批砌体的总量不宜超过250m“;

    5 砌筑基础可分成一个或若干个检测批。

5.1.4 既有砌体结构应进行下列专项评定:

    1 存在砌筑质量和构造问题结构的罕遇地震鉴定;

    2 具有爆炸或碰撞可能时的抗倒塌能力评定;

    3 使用构件分项系数的砌体受压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评定;

    4 多遇地震的适用性评定;

    5 侵蚀环境砌筑块材剩余使用年数推定。

5.1.5 砌体结构的检测和评定中存在下列现象之一时，必须采

取避免造成人员伤亡的有效措施:

    1 受压构件出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

    2 砌筑墙体出现平面外的变形或位移;

    3 装饰装修具有脱落的危险;
    4 基础存在明显的不均匀沉降且沉降还在继续发展;

    5 建筑内部存在危害人身健康的气体或粉尘。



5.2 砌 筑 块 材

5.2.1 砌筑块材可分为块材质量、块材性能、块材强度和强度

等级等检测分项。

5.2.2 既有结构砌筑块材的尺寸和可见缺陷可直接从砌筑构件
上量测。

5.2.3 砌体工程砌筑块材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检测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实心砌筑块材的尺寸偏差和可见缺陷可直接在砌筑构件

上量测;

    2 检测块材应随机抽取，抽检数量应大于有关标准规定的

进场验收的数量，也可按本标准第3章计数抽样检测一般项目B

类或C类抽样确定检测数量;

    3 非实心砌筑块材的不可量测尺寸应采用取样或打孔的方

法进行量测;

    4 砌筑块材尺寸和缺陷的量测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5 砌筑块材质量和尺寸的符合性判定宜符合本标准第3章

一般项目计数抽样检测的规定。

5.2.4 砌筑块材性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筑块材的性能应采用取样的方法进行检测;

    2 既有结构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墙砖试

验方法》GB/T2542和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4111

等规定1组试样;

    3 砌体工程检测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墙

砖试验方法》GB/T 2542和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

4111等规定2组试样;

    4 工程中与结构中同品种、同规格的剩余块材可作为试样

使用;

    5 砌筑块材的性能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砌墙砖试验方法》



GB/T 2542和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 4111等的适

用方法进行检测。

5.2.5 砌筑块材的现场取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取样应为砌体受力小的窗下墙、女儿墙等部位;

    2 抽取试样时应避免造成试样表面缺损和内部损伤。

5.2.6 砌筑块材的性能和强度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砌墙砖试

验方法》GB/T 2542和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 4111

等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检测。

5.2.7 砌体工程砌筑块材的抗压强度可采用下列取样法对回弹

法检测结果修正的方法进行检测:

    1 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的回弹法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15的有关规定;

    2 混凝土小砌块的回弹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非烧结

砖砌体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T371的有关规定;

    3 取样法对回弹法检测结果的修正，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

的有关规定。

5.2.8 既有结构砌筑块材的抗压强度可采用回弹法进行检测，

烧结普通砖的抗压强度可按本标准附录M的规定进行检测。

5.2.9砌体结构石材强度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03的规定进行检测和符合性判定。

5.2.10采用钻芯法检测砌筑构件石材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芯样试件的直径可为70mm，高径比应为1.饥

    2 芯样的端面应磨平，加工质量和芯样试件抗压强度的测

试宜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JGJ/T384的有关规定;

    3 换算成70mm立方体试块抗压强度时，可将直径70mm

芯样试件抗压强度乘以1.15的系数。

5.2.n 砌体工程砌筑块材的强度等级应按结构施工时有关产品

标准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5.2.12 采用抗压强度标准值表示的砌筑块材强度等级，宜采用



下列方法进行检测和符合性判定:

      2

6个;

      3

抗压强度的测试宜采用取样修正回弹法测试结果的方式;

取样修正回弹法检测抗压强度的砌筑块材数量不宜少于

回弹法测试砌筑块材的数量应满足本标准第3章关于标

准差的控制要求;

    4 砌筑块材强度的标准值应按本标准第3章有关标准值上

限的规定推定;

    5 砌筑块材的强度等级应按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符合

性判定。

5.2.13 采用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表示的砌筑块材强度等级

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测和符合性判定:

    1 采用取样法检测时，每个检测批的取样组数不应少于2

组，取全部块材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和最小值进行强度等级的符合

性判定;

    2 采用取样法对回弹法测试结果修正的方法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取样检测块材组数宜为1组;

      2) 回弹测试的块材组数宜为3组一4组;

      3) 砌筑块材的强度等级应取修正后回弹法推定的砌筑块

          材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进行符合性判定。

5.2.14 采用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表示的砌筑块材强度等级或标

号，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测和符合性判定:

    1 采用取样法检测时，每个检测批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2

组，取全部块材试样抗折强度的平均值及最小值和全部块材试样

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及最小值进行块材强度等级的符合性判定。

    2 采用取样法对回弹法测试结果修正方法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取样检测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的砌筑块材宜为1组;

      2)回弹测试抗压强度的砌筑块材组数不宜少于4组;



      3) 砌筑块材的强度等级应取修正后回弹推定的砌筑块材

        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及最小值和取样测试砌筑块材抗折

        强度的平均值及最小值进行符合性判定。

    3 按本标准附录M检测得到的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可作

为标号的符合性判定值。

5.3 砌 筑 砂 浆

5.3.1 砌筑砂浆可分为砂浆强度、砂浆性能、损伤和有害物质

等检测分项。

5.3.2 烧结普通砖和烧结多孔砖砌体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

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砌体工程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选用筒压法、点荷法或砂浆片局压法进行检测;

      2) 选用筒压法、点荷法或砂浆片局压法修正回弹法检测

          结果的方法。

    2 既有结构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对回弹法检测结果进行

筒压法、点荷法或砂浆片局压法验证或修正的检测方法，也可采

用回弹法进行检测。

    3 筒压法、点荷法、砂浆片局压法和回弹法的检测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15的有
关规定。

5.3.3 石砌体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选用点荷法或砂浆片局压法进行检测;

    2 选用现行行业标准 《贯人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

规程》JGJ/T 136规定的贯人法检测结果进行点荷法或砂浆片局
压法修正或验证的方法;

      3

5.3。4

检测:

      1

既有砌体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贯人法进行检测。

非烧结类块材砌体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

可采用筒压法、点荷法或砂浆片局压法进行检测;



    2 可采用筒压法、点荷法或砂浆片局压法等取样检测结果

对回弹法检测结果进行修正或验证的方法;

    3 筒压法、点荷法、砂浆片局压法和回弹法的检测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非烧结砖砌体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T371的

有关规定;

    4 既有非烧结砖块材砌体的砌筑砂浆强度可采用回弹法进

行检测。

5.3.5砌筑砂浆强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砌筑砂浆的表层受到侵蚀、风化、剔凿或火灾等的影

响时，取样检测的试样应取自砌体的内部，回弹和贯入的测区应

除去受影响层;

    2 取样法对回弹法和贯人法的修正或验证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A的有关规定。

5.3.6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除应提供砌筑砂浆强度的测试

参数外，尚应提供受影响的深度、范围和劣化程度:

    1砌筑砂浆表层受到侵蚀、风化、冻害等的影响;
    2 砌筑构件遭受火灾影响;

    3 采用不良材料拌制的砌筑砂浆。

5.3.7 当具备砂浆立方体试块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砂

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70的规定进行砌筑砂浆抗冻

性能的测定;不具备立方体试块或既有结构需要测定砌筑砂浆的

抗冻性能时，可采用下列取样检测方法测定砂浆的抗冻性能:

    1 砂浆试件应分为抗冻组试件和对比组试件;

    2 抗冻组试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JGJ/T70的规定进行抗冻试验并测定抗冻试验后的

砂浆强度;

    3 对比组试件砂浆强度应与抗冻组试件同时测定;

    4 砂浆的抗冻性能应取两组砂浆试件强度值的比值进行

评定。

5.3.8 砌筑砂浆中的氯离子含量可按本标准附录H规定的方法



进行测定。

5.4 砌体的力学性能

5.4.1砌体的力学性能可分为弹性模量及应力状况、抗压强度、

抗剪强度等检测分项。在进行符合性判定和使用材料强度系数

时，应推定砌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值和抗剪强度的标准值。

5.4.2 砌体的弹性模量和应力状况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砌体
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规定的扁式液压顶法进行

测试。

5。4。3

      1

      2

砌体结构的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可采用下列方法确定:

用直接法检测确定;

利用砌筑块材、砌筑砂浆和砌筑质量等的检测结果推定

砌体强度;

    3 用直接法修正或验证推定强度。

5.4.4 砌体抗压强度直接法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烧结普通砖和多孔砖砌体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

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规定的原位轴压法、扁式液

压顶法或切制抗压试件法;

    2 非烧结普通砖和多孔砖砌体应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非烧

结砖砌体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T371规定的原位轴压法或切

制抗压试件法;

    3 切制的抗压试件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基本力学性

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o129的规定。

5.4.5 砌体抗剪强度直接法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烧结普通砖和多孔砖砌体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

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规定的原位单剪法或原位双

剪法进行检测;也可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砌体抗剪强

度及砌筑砂浆强度技术规程》JGJ/T 368规定的钻芯法进行

检测。

    2 非烧结普通砖和多孔砖砌体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



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规定的原位单剪法进行检

测;其中混凝土实心砖和混凝土多孔砖砌体可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砌体抗剪强度及砌筑砂浆强度技术规程》JGJ/T

368规定的钻芯法进行检测。

    3 非烧结普通砖和多孔砖砌体也可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非

烧结砖砌体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T 371规定的原位双剪法进

行检测。

    4 蒸压粉煤灰砖砌体可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砌

体抗剪强度及砌筑砂浆强度技术规程》JGJ/T 368规定的钻芯法

进行检测。

5.4.6 检测得到的砌体抗压强度或抗剪强度不宜用于推定砌筑

砂浆或砌筑块材的强度。

5.4.7 依据砌筑块材、砌筑砂浆的检测数据和砌筑质量检测结

果推定砌体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推定所用的计算公式应选用结构设计依据有关标准规定

的适用公式。

    2 计算公式中砌筑块材强度参数的取值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标准值表示强度等级的砌筑块材，

          宜取推定的标准值;

      2) 用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表示强度等级的砌筑块材，宜

        取检测得到的最小值;

      3) 石材的强度等级宜使用0.9的折减系数;

      4)当砌筑块材存在严重缺陷时，可附加使用0.9的折减

          系数。

    3 计算公式中砌筑砂浆强度系数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大于或等于80%时，砌筑砂浆

        强度参数宜取实测砌筑砂浆强度的平均值;

      2) 当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小于80%时，砌筑砂浆强度参

        数可在实测平均值的基础上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

      3)砌筑砂浆强度的折减系数可按实测饱满度的平均情况



        与80%的比值确定。

    4 当水平灰缝的平均厚度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的限值时，宜将砌筑砂浆强度

或计算得到的砌体强度乘以0.9的折减系数。

    5 当水平灰缝的平直度和竖向灰缝的饱满度不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的规定时，

宜将计算得到的砌体抗剪强度乘以0.9的折减系数。

    6 存在下列问题的砌体不宜单独采用推定砌体强度的方法:

      1)存在严重施工质量问题的砌体;
      2) 直接遭受火灾影响且已出现明显损伤的砌体;

      3) 受到侵蚀性物质影响且已出现明显损伤的砌体。
5.4.8 砌体抗压强度的直接法对推定法的修正或验证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有直接法对应的推定法试样的砌筑块材、砌筑砂浆和砌

筑质量应在直接法待测试件附近或待测试件上测试。

    2 每个检验批中直接法的试样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修正方法时，砌体抗压强度的直接法试样数量不

          应少于2个;

      2) 采用修正方法时，砌体抗剪强度的直接法试样数量不

          应少于3个;

      3) 采用验证方法时，直接法的试样数量可为1个。

    3 直接法的试样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

术标准》GB/T50315、《非烧结砖砌体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

T 371或 《钻芯法检测砌体抗剪强度及砌筑砂浆强度技术规程》

JGJ/T 368的规定进行检测。

    4 当采用材料强度系数或需要确定砌体强度标准值时，推

定法测试的数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抗压强度的推定法检测数量不宜少于10个;

      2) 砌体抗剪强度的推定法检测数量不宜少于15个。

    5 砌体强度的推定值宜按本标准第5.4.7条的规定确定。



    6 直接法对推定法的修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直接法对应的推定强度宜采用本标准附录A规定的

          综合系数和参数的一一对应方法进行修正或调整;

      2) 没有直接法对应的推定强度宜采用本标准附录A规定

          的综合系数和参数方法中规定的相应方法进行修正或

          调整。

    7 采用验证的方法时，直接法检测结果应高于推定强度。

5.4.9 当将砌体强度的直接法用于估计火灾后或遭受严重腐蚀

砌体强度损失时，直接法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设计砌筑块材强度等级和砌筑砂浆强度等级相同，且

施工质量相近的遭受影响区域和未遭受影响区域的砌体上，应分

别进行直接法的测试;

每一区域的直接法测试数量可为1个一2个;

砌体强度的损失情况可取两个区域的检测结果比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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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5.4.10 当采用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且无须进行砌体强度的符
合性判定时，同一检测批砌体强度代表值的确定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砌体工程直接法的检测数量不应少于2个，既有结构

          推定砌体抗压强度的检测数量不宜少于3个;

      2) 检测结果的变异性可用检测数据的级差与检测数据平

        均值的比值表示;

      3)当检测结果的变异性大于0.17时，应取检测数据的最

          小值作为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

      4)当检测结果的变异性小于或等于0.17时，宜取检测数

          据的平均值作为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

    2 砌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1) 砌体工程直接法的检测数量不宜少于3个，既有结构

          推定的砌体抗剪强度检测数量不宜少于4个;



      2) 检测结果的变异性可用检测数据的级差与检测数据平

          均值的比值表示;

      3)当检测结果的变异性大于0.20时，应取检测数据的最

        小值作为砌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

      4)当检测结果的变异性小于或等于0.20时，宜取检测数

          据的平均值作为砌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

    3 当既有结构的砌体抗压强度推定数量不少于5个时，砌

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可取检测批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4 当既有结构的砌体抗剪强度推定数量不少于6个时，砌

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可取检测批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5.4.n 砌体工程质量检测且采用直接法测试砌体强度时，同一

检测批砌体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抗压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批抗压强度的检测数量不应少于3个。

      2)检测批抗压强度的变异性可用检测结果的级差与检测

          结果的平均值的比值表示。

      3) 当检测批的变异性大于结构设计依据的有关标准的变

          异系数时，应取检测结果的最小值作为砌体抗压强度

          的代表值。

      4)当检测批的变异性小于或等于结构设计所依据有关标

          准的变异系数时，应取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砌体抗

          压强度的代表值。

      5)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用下式表示:

                几，。=fm，。X(1一1.645人) (5.4.11一1)

式中:几.e—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

      fm。e— 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
      人— 砌体抗压强度的变异系数，按设计依据的有关标

              准分析确定。

      6) 砌体抗压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将标准值的推定值

        几.e与设计依据的有关标准的标准值几进行比较。



    2 砌体抗剪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批抗剪强度的检测数量不宜少于4个。

      2)检测批抗剪强度的变异性可用检测结果的级差与检测

          结果平均值的比值表示。

      3)当检测批的变异性大于结构设计依据的有关标准的变

          异系数时，应取检测结果的最小值作为砌体抗剪强度

          的代表值。

      4) 当检测批的变异性小于或等于结构设计所依据有关标
          准的变异系数时，应取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砌体抗

          剪强度的代表值。

      5) 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用下式表示:

                fkv.。=‘几w，。X(1一1·645人，v) (5·4·11一2)

式中:fxv，e— 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

      几v，e— 砌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

      人，v— 砌体抗剪强度的变异系数，按设计依据的有关标
              准分析确定。

      6) 砌体抗剪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将标准值的推定值几v，。

          与设计依据的有关标准的标准值介，进行比较。

5.4.12 砌体强度设计值的推定值应在推定的标准值基础上除以
设计依据标准规定的材料强度系数确定。

5.4.13 砌体工程采用直接法对推定法修正的方法检测砌体强度
时，砌体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接法的测试数量和检测方法，推定法的检测数量和推

定方法，以及直接法对推定强度的修正和调整方法应按本标准第

5·4.8条的规定执行。
    2 砌体抗压强度或砌体抗剪强度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

系数应依据修正后样本的推定强度计算确定。

    3 砌体强度的代表值宜取检测批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下

限值。

    4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用下式表示:



                八，。=fm，。X(1一1.645人) (5.4.13一1)

式中:几，e—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

      fm.e— 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

      人— 砌体抗压强度的变异系数，取修正后推定强度样

              本的计算值。

    5 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用下式表示:

              几v，。=几v，。X(1一1.645入，v) (5.4.13一2)
式中:几v，e— 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

      几v，e— 砌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

      人，，— 砌体抗剪强度的变异系数，取修正后推定强度样

              本的计算值。
5.4.14 既有砌体结构采用材料强度系数时，砌体强度标准值的

推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抗压强度推定的数量不少于5个或抗剪强度推定的数

量不少于6个时，砌体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砌体强度的代表值宜取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2) 砌体抗压强度的变异系数人不宜小于。.17，砌体抗

        剪强度的变异系数人.v不宜小于0.20。
      3)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用下式表示:

                几.。=fm，。X(1一1.645人) (5.4.14一1)

式中:介，e— 砌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

      fm，e— 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

      4)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用下式表示:

              fkv，。=几，，。X(1一1.645入，，) (5.4.14一2)
式中:人v.e— 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

      fmv，e— 砌体抗剪强度的代表值。

    2 当砌体抗压强度推定的数量不少于10个或抗剪强度推定

的数量不少于巧个时，砌体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强度的代表值宜取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2) 砌体抗压强度或抗剪强度的变异系数可依据推定数据



          计算确定;

      3) 砌体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可分别按式

          (5.4.14一1)和式 (5.4.14一2)计算。

    3 当检测批推定强度的数量可以满足本标准第3章标准值

推定区间的控制要求时，砌体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砌体强度的代表值宜取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

      2) 砌体抗压强度或抗剪强度的变异系数可依据推定强度

          数据计算确定;

      3) 砌体标准强度的推定值可取0.05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

          限值。

5.4.15 当采用材料强度系数进行砌体承载力分析时，砌体强度
的评定值应为砌体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除以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规定的材料强度系数。

5.5 砌筑质量与构造

5.5.1 砌筑质量可分为砌筑方法、灰缝质量和砌筑偏差等检测

分项。

5.5.2 砌体结构砌筑方法的检测可分为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留搓、洞口和柱的包心砌法等。

5.5.3 砌体结构的上下错缝、内外搭砌和柱的砌法可依据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照砌筑构件实际情况进行检测。

5.5.4 砌体的留搓和施工洞口的处置措施可通过砌体开裂情况

进行判定。

5.5.5 砌体结构砌筑质量的符合性判定或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应按结构建造时的国家有关标准的

规定对检测结论进行符合性判定;

    2 既有结构的检测应在相关性能的评定中体现砌筑质量的

不利影响。

5.5.6 灰缝质量的灰缝厚度代表值、灰缝平直程度和灰缝饱满



程度等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灰缝厚度代表值和灰缝平直程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

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oZo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2 灰缝饱满程度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利用工具表面检查的方法;

      2)取样检测的方法。

5.5.7 砌体结构灰缝质量的检测结论应按下列规定进行符合性
判定或推定:

    1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应按结构建造时国家有关标准的规

定对检测结论进行符合性判定。

    2 既有结构的检测应在推定砌体强度时使用适当的折减

系数。

5.5.8 砌筑偏差、构件垂直度和轴线偏差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规定的方法或本标

准第3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5.9 在结构作用效应计算时，应考虑砌筑偏差对作用效应的

影响。

5.5.10 砌体结构的构造可分为基本构造、结构构造和配筋砌体
构造等检测分项。

5.5.n 砌体结构基本构造的构件高厚比、梁垫的设置、构件搁
置长度和构件间的连接可采用观察、剔凿检查、尺量和使用专用

仪器测试等方法进行检测。

5.5.12 结构构造中的圈梁、构造柱或芯柱的设置可通过观察、

测定构件中的钢筋和局部剔凿方法判定;混凝土构造的质量或性

能可按本标准第4章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测。

5.5.13 砌体中的钢筋，可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检测;

      2

钢筋的配置与锈蚀可按本标准第 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砌体中拉结筋的间距，应取2个一3个连续间距的平均

值作为代表值;



    3 化学植筋的锚固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5.14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应按结构建造时国家有关标准的规

定对结构构造的检测结论进行符合性判定;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

应把结构构造存在问题的部位作为重点评定的对象。

5.6 结构构件的损伤

5.6.1 砌体结构的损伤可分为裂缝、环境侵蚀损伤和灾害损伤、

钢筋和钢配件锈蚀等检测分项。

5.6.2 砌体结构的裂缝可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裂缝的长度可采用尺量、数砖的皮数等方法确定，裂缝

的宽度可采用裂缝卡、裂缝检测仪确定，裂缝的深度可通过观

察、打孔或取样的方法确定;

裂缝的位置、数量和实测情况应予以记录;

砌筑方法、留搓、洞口、线管及预制构件影响产生的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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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应剔除构件抹灰确定。

5.6.3 砌体结构的裂缝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

技术规程》JGJ/T 317的规定判定原因和后续检测项目。

5.6.4 当判定为地基不均匀变形造成的裂缝时，应进行下列

检测:

    1 进行结构沉降的观测，可按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方法进

行观测;

    2 进行结构倾斜的测量，可按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方法进

行测量;

    3 测定结构的累计沉降差;

    4 裂缝的发展情况，可采取监测或持续观察的方法。

5.6.5 当判定为结构承载力不足造成的竖向受压贯通裂缝时，

应进行构件承载力的验算。

5.6.6 对于判定为局部承压的裂缝，应进行砌体局部承压的

验算。



5.6.7 当判定为太阳辐射热裂缝时，应进行下列检测:

    1 局部防水渗漏的检查;

    2 屋面保温隔热层的检测;

    3 墙体局部倾斜的检测。

5.6.8 当判定为温度裂缝时，应进行下列检测和调查:

    1 调查当地气温的变化情况;

    2 调查墙体的保温情况;

    3 核查房屋伸缩缝的间距;

    4 核查建筑内部的热源等情况。

5.6.9砌体结构的侵蚀损伤可分为环境作用的损伤、化学物质
侵蚀的损伤和火灾等造成的损伤。

5.6.10 砌体结构的冻融损伤可在下列部位查找:
    1 容易出现积水和积雪的部位;

    2 砌体房屋勒脚出现破损的部位;

    3 墙体出现渗漏的部位;

    4 散水部位等。

5.6.n 土壤中有害物质侵蚀的影响可在砌体防潮层与室外地坪

之间查找。

5.6.12砌体结构的化学物质侵蚀损伤可在有相应侵蚀性物质处
查找。

5.6.13 当砌体结构出现环境作用和化学物质侵蚀损伤时，应判

定砌体结构已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的标志。

5.6.14 对于火灾的影响，应通过全面的调查将过火砌体结构识
别为下列五种状况:

    1 未遭受火灾影响;

    2 表层受到影响;

    3 表面出现损伤;

    4 构件出现破坏现象;

    5 局部倒塌。

5.6.15 砌体结构的损伤情况可采取下列检测方法:



损伤的部位可用轴线和楼层表示;

损伤的面积可用钢卷尺、测距仪测定;

损伤影响深度和程度可用游标卡尺等结合剔凿的方法

﹃1

，
1

凡J

o
 
 
 
 
 
 
 
 
 
 

定
 
 
 
 
 
 
 
 
 
 

确

5.6.16 对表层受到火灾影响的砌筑块材，可采用下列回弹法比

较的方法测试火灾的影响程度:

    1 对遭受火灾等影响和未遭受火灾等影响的同样使用环境、

同样设计强度等级的砌筑块材，可分别进行回弹法的测试;

    2 每个测试区域的砌筑块材回弹测试的数量可为 10个一

15个;

    3 测试时砌筑块材的干燥程度不应有明显的差异，且弹击

角度应相同;

    4 回弹测试值的代表值宜分别取各区域回弹测试值的总平

均值;

    5 当遭受影响块材的回弹代表值大于或等于未遭受影响块

材的代表值时，可评价为火灾对砌筑块材的影响不明显;
    6 当遭受影响块材的回弹代表值小于未遭受影响块材的代

表值时，可评价为影响明显，但尚未达到明显损伤的程度;

    7 砌筑块材表层强度受影响程度可用回弹代表值的比值

确定。

5.6.17 当砌体构件的水平灰缝存在膨胀性裂缝且灰缝对应有钢
筋时，应检查灰缝中钢筋的锈蚀情况。

5.6.18 当存在灰缝中钢筋的锈蚀现象时，应取样检测砌筑砂浆
中氯离子的含量。

5.7 砌体结构的评定

5.7.1 既有砌体结构存在下列问题时，应进行罕遇地震抗震鉴

定和偶然作用下抗倒塌能力的评定:

1 存在砌筑方法问题;

2 存在砌筑构造问题;



    3 存在结构构造问题;

    4 存在严重砌筑质量问题。

5.7.2 既有砌体抵抗罕遇地震能力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
震鉴定标准》GB 50023的有关规定进行鉴定;鉴定时可不考虑

存在严重问题构件的抗震作用。

5.7.3 既有砌体结构在爆炸和碰撞等偶然作用下的抗倒塌能力，

可按下列方法进行评定:

    1 可能遭受爆炸和碰撞直接影响的砌筑构件，部分或完全
丧失承载力;

    2 进行结构剩余构件抗倒塌或连续倒塌能力的评定。

5.7.4 砌筑构件受压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可按下列方法分析确定:

    1 在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风为2.05时，构件承载力的可

靠指标风不宜小于3.仇
    2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入宜按本标准附录F规定的方法

分析确定;

    3 当缺少试验数据时，构件受压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入可
取0·17;

    4 砌筑构件受压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应按本标准式(3 .6.10一2)

计算确定。

5.7.5 砌筑构件受剪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可按下列方法分析确定:

    1 当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凡为2.05时，构件承载力的可
靠指标风不宜小于3.0;

    2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入，v宜按本标准附录F规定的方
法分析确定;

    3 当缺少试验数据时，构件受剪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入，v可
取0.20;

    4砌筑构件受剪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应按本标准式(3 .6.1于2)

计算确定。

5.7.6使用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时，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中的

强度参数可取实测强度的代表值。



5.7.7 既有砌体结构宜按本标准第4.8节的规定进行多遇地震

的抗震适用性评定。

5.7.8 在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适用性的评定时，层间位移应通

过计算确定。

5.7.9直接受到环境侵蚀或化学物质侵蚀影响的砌筑块材，当

存在未受影响的同品种和同强度等级的砌筑块材时，可采用下列

回弹测试方法估计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剩余使用年数:

    1 受到侵蚀影响和未受侵蚀影响的砌筑块材应分别进行回

弹测试，并应以回弹测试的平均值作为代表值。

    2 当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回弹代表值明显低于未受侵

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回弹代表值时，可按下列规定进行分析:

      1) 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回弹代表值与未受侵蚀影响

        砌筑块材的回弹代表值的比值可记为夸;
      2) 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实际受侵蚀影响年数可记

          为tl。

    3 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标志的总年

数t:可按下式估算:

                    t:=t，/(1一芬) (5.7.9一1)
式中: tZ— 按线性规律预估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出现耐久性

            极限状态标志的年数;

      tL— 砌筑块材受侵蚀影响的实际年数;

      参-一回弹代表值的比值，小于1·0。
    4 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剩余使用年数t3可按下式计算

确定:

                      t3= (t:一t，)/2 (5.7.9一2)

式中:t3— 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的剩余使用年数估计值。

5.7.10 遭受冻融和硫酸盐侵蚀影响的砌筑块材，可采用取样比

对快速检验的方法推定剩余使用年数。



6 钢  结 构

6.1 一 般 规 定

6.1.1 钢结构可分为材料力学性能、连接、节点、尺寸与偏差、

变形与损伤、构造与稳定、涂装防护等检测项目。

6.1.2 钢结构检测的抽样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部缺陷、损伤、锈蚀、变形以及涂装等外观项目宜全

数检查;

    2 为验收实施的检测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SO205的规定;

    3 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宜符合本标准第

3章计数抽样的规定。

6.1.3 对于大型、复杂和新型钢结构，宜进行结构性能的实荷
检验和结构动力性能的测试。

6.1.4 既有钢结构除应进行承载能力等评定外，尚应进行抗火

灾倒塌、低温冷脆、疲劳破坏、累积损伤、抗震适用性、高耸钢

结构抗风适用性、有机涂装层的剩余使用年数等检测和评定。

6.2 钢材的力学性能

6.2.1 结构构件钢材的力学性能可分为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伸长率、冷弯和冲击功等检测分项。

6.2.2 当发现结构中的钢材存在下列状况时，应对钢材力学性

能进行检验:

    1 钢材有分层或层状撕裂;

    2 钢材有非金属夹杂或夹层;

    3 钢材有明显的偏析;

    4 钢材检验资料缺失或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等。



6.2.3 当工程尚有与结构同批的钢材时，可将其加工成试件，

进行钢材力学性能检验;当工程没有与结构同批的钢材时，可在

构件上截取试样，进行钢材力学性能检验。

6.2.4 在构件上截取试样检验钢材力学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等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2个;

      2)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的有关

          规定。

    2 冷弯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2个;

      2)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

          方法》GB/T 232和 《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方法》GB/T

        2653的有关规定。

    3 冲击韧性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3个;

      2)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

          冲击试验方法》GB/T229和 《焊接接头冲击试验方

        法》GB/T 2650的有关规定。

    4 抗层状撕裂性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3个;

      2)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厚度方向性能钢板》

        GB/T5313的有关规定。
6.2.5 当检验结果与调查获得的钢材力学性能参数或有关钢材

产品标准的规定不相符时，可加倍抽样进行检验。

6.2.6 从构件选取试样时，钢材的强度等级和钢材的品种可采

用表面硬度或直读光谱法进行辅助检测。钢材表面硬度的检测操

作应符合本标准附录N的规定。

6.2.7 发现明显的偏析、受到灾害的影响或需要了解钢材化学

成分时，应进行钢材化学成分的分析。



6。2。8

      1

钢材化学成分的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取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2的有关规定;

      2

试样;

      3

进行过力学性能分析的试样可作为钢材化学成分分析的

分析的操作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金属材料  顶锻试验方

法》YB/T5293的有关规定执行;
    4 检验结果应按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进行评定。

6.2.9 既有结构缺少钢材力学性能的数据时，应采取下列方法

进行测试:

    1 钢材的品种和强度等级可采用表面硬度附加直读光谱法

进行判别;

每一品种钢材的取样数量不应少于1组;

检验得到的最小值或钢材屈服强度标准值可作为分析用

2

3

数据。

6.2.10 既有钢结构取样难度较大时，也可采用表面硬度法附加

直读光谱法判定钢材的强度等级。结构验算时，材料强度的取值

不宜大于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强度标准值。

6.3 连 接

6.3.1 钢结构的连接可分为焊接连接、螺栓和铆钉连接、高强

螺栓连接等。

6.3.2 焊接连接的检测可分为焊缝外观检查、焊缝构造及其尺

寸、焊缝缺陷和焊缝力学性能等检测分项。

6.3.3 钢结构焊缝外观检查应选取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规定的适用方法。

6.3.4 焊缝的裂纹等可采用渗透探伤或磁粉探伤的方法进行

检测。

6.3.5 焊缝裂纹等的渗透探伤和磁粉探伤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SO621的有关规定。



6.3.6 焊缝尺寸应包括焊缝长度、焊缝余高和角焊缝的焊脚尺

寸。测量焊缝余高和焊脚尺寸时，应沿每处焊缝长度方向均匀量

测3点，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实际尺寸。

6.3.7 对设计上要求全焊透的一、二级焊缝和设计上没有要求

的钢材等强对焊拼接焊缝的缺陷，应采用下列超声波探伤的方法

进行检测:

    1 焊缝缺陷的超声波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的有关规定;

    2 焊缝缺陷分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检测 超

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GB/T 11345的有关规定。

6.3.8 钢网架中焊缝可采用超声波探伤的方法进行检测，检测

操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

JG/T 203的有关规定。

6.3.9 焊接接头力学性能的取样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接头力学性能的检验可分为拉伸、面弯和背弯等项

目，每个检验项目可各取2个试样;

    2 焊接接头的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接接头拉

伸试验方法》GB/T 2651和 《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方法》GB/T

2653等的规定;

    3 焊接接头焊缝的强度不应低于母材强度的最低保证值。

6.3.10 在截取焊接接头试样时，可采用表面硬度附加直读光谱
法的方法进行焊材与母材的判别。

6.3.n 对既有钢结构的焊缝和焊接接头焊缝的检查应包括焊缝

的锈蚀和开裂状况。

6.3.12 既有钢结构的焊缝和焊接接头存在锈蚀和开裂时，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的规定

采用渗透探伤或磁粉探伤等方法进行检测。

6.3.13 螺栓和铆钉连接质量检测的内容可分为连接的尺寸及构

造、螺栓和铆钉的等级、螺栓连接副力学性能等;既有钢结构螺

栓和铆钉连接可增加变形、损伤、腐蚀状况等检测项目。



6.3.14 螺栓和铆钉连接的尺寸和构造宜进行下列检测:

    1 螺栓和铆钉的规格、孔径、间距、边距;

    2 螺栓和铆钉的质量等级、数量、排列方式;

    3 节点板尺寸和构造;

    4 高强度螺栓连接的螺母数量、螺栓头露出螺母的长度、

节点板及母材的厚度。

6.3.15 螺栓和铆钉等级，可采用表面硬度结合直读光谱方法预

判。当不能确定等级时，可取样进行力学性能检验。

6.3.16 螺栓连接副力学性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栓材料性能、螺母和垫圈硬度等的检测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螺栓楔负载、螺母保证载荷以及螺母和垫圈硬度应按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

          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钢结构用扭剪

          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GB/T 3632和 《钢网架螺栓球

          节点用高强度螺栓》GB/T 16939规定的适用方法进

          行检测;

      2) 其判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

          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GB/T 3632、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用高强度螺栓》GB/T 16939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有关

          规定。

    2 普通螺栓的实物最小拉力等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栓实物最小载荷及硬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紧固件

        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3098.1和 《紧

          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GB/T 3098.2规定的适用方法

          进行检测;

      2)符合性判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



          能  螺母》GB/T3098.2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5的有关规定。

6.3.17 既有钢结构螺栓和铆钉连接的变形或损伤宜进行下列

检测:

    1 螺杆或铆钉断裂、弯曲;

    2 螺栓或铆钉脱落、松动、滑移;

    3 连接板栓孔挤压破坏;

    4 腐蚀状况。

6.3.18 螺栓和铆钉的松动或断裂等可采用锤击结合观察的方法
检测。

6.3.19 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连接副材料性能和扭矩系数的检验

方法和检验规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

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钢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和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

规程》JGJ 82的规定。

6.3.20 高强度螺栓的缺陷宜采用低倍放大镜观察、磁粉探伤或

渗透探伤方法进行检测。

6.3.21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材料性能和预拉力的检验方法
和检验规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

接副》GB/T 3632和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

6.3.22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质量可检查螺栓端部的梅花头数
量;工程质量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本标准第3章主控项目计数抽

样的有关规定。

6.3.23 高强度螺栓连接质量可检查外露丝扣;工程质量的符合

J性判定应符合本标准第3章一般项目计数抽样的有关规定。

6.3.24 当缺少检验报告或对检验报告有怀疑时，可采用下列方

法进行检测:

    1 当有剩余螺栓时，可作为检验用试样，但应进行剩余高

强度螺栓与构件上高强度螺栓的表面硬度和直读光谱的对照



检测;

    2 当没有剩余螺栓时，可从结构上替换出螺栓进行检验;

    3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

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GB/T 1231、《钢结构用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GB/T 3632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

6.3.25 既有钢结构高强度螺栓的腐蚀和损伤可采用低倍放大镜

观察、磁粉探伤或渗透探伤方法进行检测。

6.4 节 点

6.4.1 钢结构的节点可分成支座节点、吊车梁节点、网架球节

点、杆件平面节点、钢管相贯焊接节点、铸钢节点和拉索节

点等。

6.4.2 支座节点可分成下列检测项目:

    1 支座节点的整体与细部构造;

    2 支座加劲肋的尺寸、布置、制作安装偏差、变形与损伤;
    3 支座销轴和销孔的尺寸、制作安装偏差、变形与损伤;

    4 支座变形、移位与沉降;

    5 橡胶支座的变形与老化程度;

    6 支座节点的腐蚀状况等。

6.4.3 吊车梁节点可分成下列检测项目:

    1 连接板和加劲肋的尺寸与定位;
    2 制作安装偏差与变形;

    3 梁端节点位置;

    4 轨道中心与吊车梁腹板中心偏差;

    5 轨道连接状况;

    6 支座变形;

    7 支座垫板磨损;

    8 车挡变形;
    9 节点腐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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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架螺栓球节点和焊接球节点可分成下列检测项目:

节点零件尺寸;

锥头或封板变形与损伤;

球壳变形与损伤;

节点腐蚀状况。

杆件平面节点可分成下列检测项目:

杆件尺寸与偏差;

杆件轴线的偏差;

连接板尺寸与定位位置;

杆件与连接板的连接形式、损伤与腐蚀;

杆件与连接板的局部变形;

杆件出平面的位移与变形。

钢管相贯焊接节点的检测内容应包括下列项目:

主管和支管直径、壁厚、相贯角度;

搭接长度和偏心;

主管和支管的焊缝构造、焊缝长度和高度;

加劲肋和加强板的尺寸和位置;

节点板变形;

节点腐蚀状况。

铸钢节点可分成下列检测项目:

节点几何形状和尺寸;

节点材料特性;

节点外观质量;

节点内部缺陷;

节点腐蚀状况。

拉索节点的检测内容应包括下列项目:

拉索和锚具的材料特性;

锚具形状和尺寸;

拉索与锚具间的滑移;

拉索和锚具的损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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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6.4.9

      1

检查;

      2

      3

拉索断丝状况;

锚塞密实程度;

节点工作状态;

节点腐蚀状况。

各类节点的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尺寸与构造检查，宜采用直接测量和目视检测法进行

内部缺陷检测，可采用超声波方法进行检测;

材料等级判定与力学性能检测，应在保证结构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抽样检测;

    4 锈腐蚀和损伤等问题，可采用渗透探伤、磁粉探伤或直

接量测的方法进行检测。

6.4.10 钢网架焊接球节点、螺栓球节点的尺寸和壁厚的检测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球和螺栓球的尺寸应分别按现行行业标准 《钢网架

焊接空心球节点》JG/Tn和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JG/T10规

定的适用方法进行检测;

    2 焊接球的壁厚可采用超声测厚仪检测，检测前应清除饰

面层。

6.4.n 网架螺栓球节点的承载力可从结构中取出节点进行

检验。

6.4.12 厚度大于或等于smm钢材内部缺陷可采用超声波探伤

法进行检测，其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GB/T 11345的规定。

6.5 尺寸与偏差

6.5.1 钢结构的偏差应分为构件尺寸的偏差和构件的安装偏差。

6.5.2 钢构件尺寸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抽样检测构件的数量不宜少于本标准表3.3.10规定的最

小样本容量;



    2 构件的尺寸宜选择对构件性能影响较大的3个部位量测;

    3 构件的尺寸应按国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量测;

    4 构件钢材的厚度和钢网架等钢管的壁厚可采用超声测厚

仪测定;

    5 当设计要求的尺寸相同时，应取3个部位量测的平均值

作为代表值。

6.5.3 钢构件尺寸偏差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构件的尺寸应以设计文件要求值为基准;

    2 钢构件的尺寸偏差允许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既有钢构件尺寸偏差允许值的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

      2) 结构工程钢构件尺寸偏差允许值应按建造时有关标准

          的规定确定。

6.5.4 检测批钢构件尺寸的符合性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构件的重要尺寸可按本标准表3.5.3一1或表3.5.3一2进

行符合性判定;

    2 构件的一般尺寸应按照本标准表3.5.3一3或表3.5.3一4
进行符合性判定。

6.5.5 钢构件安装偏差的检测方法和偏差允许值的取值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有
关规定。

6.5.6 空间网格结构小拼单元偏差应按适用的检测方法进行检

测，偏差允许值的取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空间网格结构技术

规程》JGJ 7的有关规定。

6.5.7 钢网架中杆件的不平直度，可用拉线的方法或全站仪检

测，其不平直度不得超过杆件长度的0.1%。

6.6 变形与损伤

6.6.1 钢结构的变形可分成结构构件的挠度、倾斜、构件及其

腹板的侧弯和杆件的弯曲等。



6.6.2 钢结构构件的挠度、倾斜等变形与位移和基础沉降等可

分别按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6.3 构件出平面弯曲变形和板件凹凸等变形情况，可用观察

和尺量的方法进行检测。

6.6.4 钢网架球节点之间杆件的弯曲，可用拉线的方法或全站

仪检测，在既有结构的检测时，应区分杆件的偏差与受力后的

弯曲。

6.6.5 节点板的出平面变形和侧向位移可用全站仪或拉线的方

法检测。

6.6.6 构件的损伤应包括:锈蚀程度、碰撞变形与撞击痕迹、

火灾后强度损失与损伤，以及累积损伤等造成的裂纹等。

6.6.7 钢构件锈蚀程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前应清除待测表面积灰、油污、锈皮等;

    2 对大面积锈蚀情况，应沿其长度方向选取3个锈蚀较严

重的区段，每个区段应选取8个一10个测点测量锈蚀程度，锈

蚀程度的代表值应为取3个区段锈蚀最大值的平均值;

    3 对局部锈蚀情况，应在锈蚀区域选取8个一10个测点进

行测量，锈蚀代表值应取锈蚀测点的最大值。

6.6.8 钢材剩余厚度应为未锈蚀的厚度减去锈蚀的代表值，钢

材未锈蚀的厚度可在该构件未锈蚀区量测。

6.6.9 碰撞等造成钢结构构件的变形和钢材的撞痕可采用直尺

拉线或靠尺量测的方法进行检测。

6.6.10 普通热轧结构钢在高温下及高温过火冷却后的屈服强度

降低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

准》GB 5 1008的规定确定。

6.6.11 火灾后钢结构的损伤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

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规定进行检测。

6.6.12 碰撞等事故发生后，应对构件的连接、节点和紧固件的

损伤进行检查和检测。

6.6.13 当钢结构材料发生烧损、变形、断裂等情况时，宜进行



钢材金相的检测。

6.6.14 钢材裂纹可采用观察的方法和渗透法检测。
6.6.15 钢材裂纹渗透法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部位的表面及其周围20mm范围内应打磨光滑;

    2 打磨表面应用清洗剂清洗干净;

    3 表面干燥后应喷涂渗透剂，渗透时间不应少于10min;

    4 表面多余的渗透剂应用清洗剂清除;

    5 喷涂显示剂，10min一30min后可观察裂纹的显示。

6.6.16 对风作用敏感的高层建筑屋顶钢构件等的累积损伤，可
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在构件受风作用应力较大部位和附近连接部位查找缺陷、

损伤和裂纹;

    2 对怀疑有裂纹的部位，可采用放大镜目测结合渗透法或

超声波探伤等检测方法进行确认;

    3 风作用应力较大部位和附近连接部位存在裂纹时，可判

定该构件具有累计损伤破坏的可能;

    4 风作用应力较大部位和附近连接部位存在缺陷和损伤时，

应定期检测或进行累计损伤的推定。

6.6.17 严寒和寒冷地区室外钢构件及其连接低温冷脆破坏的检

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位置宜布置在构件的下列部位:

      1) 应力较大的部位;

      2) 构造复杂的部位;
      3)应力集中部位;

      4) 厚板构件;
      5) 焊缝或螺栓孔等存在缺陷或损伤的部位。

    2 检测对象宜为钢材或连接缺陷、锈蚀、损伤以及高应力

等造成的裂纹。

    3 钢材或连接裂纹的检测宜采用放大镜目测检查以及磁粉、

渗透或超声波探伤等方法。



6.7 构造与稳定

6.7.1 钢结构构造应包括支撑的设置、支撑中杆件的长细比、

构件杆件的长细比和保证构件局部稳定的加劲肋。

6.7.2 钢结构支撑体系的连接可按本章第6.3节的规定进行检

测;构件和杆件的尺寸可按本章第6.4节的规定进行测定。

6.7.3钢结构构件截面的宽厚比应按构件的实测尺寸进行核算。

6.7.4 钢结构支撑杆件和构件杆件宜按受压杆件考虑长细比，

平面类杆件尚应考虑平面内和平面外长细比的区别。

6. 7.5 网架球节点间的杆件出现弯曲宜初步判定尚存在稳定性
问题，在进行计算分析时，应考虑不同荷载组合下杆件的内力，

以及施工过程造成的附加内力等。

6.7.6 平面屋架的杆件出现平面外的弯曲，节点板出现平面外

的位移或变形时，可初步评价存在失稳的问题。

6.7.7 钢构件腹板出现侧弯时，应评定为局部稳定问题。

6.7.8 当对网架中杆件、平面屋架杆件和钢构件腹板等的稳定

有疑问时，宜进行实荷检验或模型试验。

6.8 涂 装 防 护

6.8.1钢构件涂装防护可分成涂层和拉索外包裹防护层等。

6.8.2 当钢结构工程有同批剩余防护涂料时，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规定进行

防护涂料质量的检验。

6.8.3 钢结构的涂层可分为外观检查、涂层完整性和涂层厚度
等检测分项。

6.8.4 钢结构涂层外观质量和完整性宜采用观察的方法进行检

查;对于存在问题的构件或杆件，宜逐根进行检测或记录。

6.8.5 钢结构防腐涂层厚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漆层厚度可用漆层测厚仪检测;

    2 检测仪器和检测的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



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621的有关规定;

    3 抽检构件的数量可按本标准第3章的规定确定;

    4 每个构件的检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构件宜布置5个测区;

      2) 每个测区宜布置 3个测点，相邻两测点的距离宜大

          于 50rn们以。

6.8.6 钢结构防火涂层厚度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薄型防火涂料涂层厚度可采用涂层厚度测定仪进行检测;

    2 厚型防火涂料涂层厚度应采用测针和钢尺进行检测，量

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的规定。

6.8.7 钢结构防火涂层的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薄型防火涂料的涂层厚度应符合有关耐火极限的设计

要求;

    2 厚型防火涂料涂层的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有关耐火极限的设计要求的厚度应大于构件表面

        积的80%;

      2) 最薄处的厚度不应低于设计要求值的85%。

6.8.8 既有钢构件应进行有机涂层的老化和无机涂层的损伤与

失效的检测。

6.8.9 通过检测应将有机涂层分成下列四类状况:

    1 涂层完好、无明显的色泽改变且无明显失去光泽;

    2 涂层完好，有色泽改变或失去光泽;

    3 大面积严重失色、局部出现粉化脱落或涂层表面出现

锈迹;

    4 涂层出现大面积粉化、开裂和脱落，钢材已锈蚀。

6.8.10 对于既有结构有机防腐涂层的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大面积严重失色、失光或出现锈迹的防腐涂层，应

建议进行重新涂刷;

    2 对于已经明显锈蚀的构件，应对锈蚀量进行检测，并应



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构件承载力的评定。

6.8.11 通过检测应将无机防火涂层分成下列四类状况:

涂层完好，无受潮、霉变、开裂、空鼓和起翘等现象;

涂层基本完好，无受潮和霉变等现象，但局部存在开裂、

空鼓或起翘等现象;

      3

      4

6.8.12

      1

缝等;

      2

      3

涂层存在局部受潮或脱落现象;

涂层大面积受潮或经历水的冲淋。

拉索外包裹防护层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测项目可分成拉索外包裹防护层外观质量和索夹填

检测可采用观察的方式;

检测对象宜为全部拉索外包裹防护层。

6.9 结构性能实荷检验与动测

6.9.1大型复杂或新型钢结构可按现行国家标准《高耸与复杂

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或本标准附录E的规定进行

原位适用性实荷检验。

6.9.2 钢结构的原位适用性实荷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荷载不应超过结构承受的可变荷载标准值;

    2 检验荷载应分级施加;

    3 每级检验荷载施加后应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

    4 存在下列问题时，应采取卸除检验荷载的措施:

      1)构件的应变达到或接近屈服应变;

      2) 构件的位移或变形超出预期的情况;

      3) 构件出现平面外的变形;

      4)构件出现局部失稳的迹象。
6.9.3 对钢结构或构件的承载力有疑义时，宜进行足尺模型的

荷载试验;也可按本标准附录E的规定进行原位实荷检验。

6.9.4 钢结构构件承载力的原位实荷检验应制定详细的检验方

案，并应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



6.9.5 实荷检验和荷载试验应选用适用的方法实时监测钢结构
杆件的应力、位移或变形。

6.9.6 对于大型重要和新型钢结构，宜进行实际结构动力性能

的测试，确定结构自振周期等动力参数，结构动力测试宜符合本

标准附录B的规定。

6.10 既有钢结构的评定

6.10.1 对于放置了可燃物的钢结构，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抗火灾

倒塌的评定:

    1 未设置喷淋设施的钢结构可按下列方法评价可燃物全部

燃烧的持续时间与结构构件耐火极限的关系:

      1) 单位体积可燃物的燃烧热值可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

          定的数值或有关资料提供的数值确定;

      2) 可燃物燃烧持续的时间可通过可燃物总量和燃烧速度

          分析确定;

      3) 金属材料变态温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

        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规定确定。
    2 设置喷淋设施的钢结构，应评价烟感、喷淋设施和防火

分区设施的有效性。

6.10.2 在具有较多可燃物附近的既有钢结构，应进行下列抗火

灾倒塌评定:

    1 建筑的防火间距;

    2 建筑结构和外围护结构的可燃性和防火能力。

6.10.3 在进行钢结构抗火灾倒塌评定时，应进行钢结构内排烟

措施和疏散措施的评价。

6.10.4 既有钢构件疲劳损伤的检测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

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有关规定执行。

6.10.5 未出现疲劳损伤的既有钢构件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设计标准》GB 50017、《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和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规定的方法



推断疲劳损伤剩余使用时间。

6.10.6 具备下列条件时，可对高层建筑屋顶既有钢构件风作用

下累积损伤进行推定:

    1 具有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规定的疲劳抗力或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规定的等效常幅疲劳模型;

    2 获取有关风速的统计数据;
    3 钢构件第1振型的周期。

6.10.7 在进行累积损伤推定时，宜按下列规定将现行行业标准

《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的疲劳抗力方程式进行

转换:

    1 下式中的参数C和m应取现行行业标准 《铁路桥梁钢结

构设计规范》TB 10091的规定值:

                      lgN+ml助=C (6.10.7)

式中:19— 常用对数;

      N— 疲劳失效时的循环次数;

      二 钢构件疲劳破坏的等应力幅;

  m、C一 通过试验确定的疲劳抗力方程参数。

    2 现行行业标准《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10ogl规
定的 阮〕至钢材或连接等屈服强度标准值之间可分成若干等

级，并用氏表示各等级的应力幅。

    3 对应于氏的疲劳失效循环次数N*，可将氏分别带人

式 (6 .10.7)计算确定。
    4 超过屈服强度标准值的疲劳失效循环次数可按下列方法

估计:

      1) 极限强度标准值对应的疲劳循环次数可近似为等于1;

          当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时，宜将极限强度标准值转换

          成极限强度标准值对应的应变;

      2)屈服强度标准值对应的循环次数应按式 (6.10.7) 计

          算确定，当采用理想弹塑性模型时，宜将屈服强度标



          准值转换成屈服强度标准值对应的应变;

      3) 处于极限强度标准值或应变与屈服强度标准值或应变
          之间的应力或应变，对应的循环次数可按线性规律进

          行推定。

6.10.8 高层建筑屋顶钢构件在风荷载作用下的累积损伤可按下

列方法进行预测:

    1 将典型的Zmin平均风速转换成风压，计算风压造成构

件应力的最大增量;

    2 当风压造成应力增量对应的循环失效次数N*小于或等

于200万次时，宜按下列规定确定该应力幅在一年内的近似出现

次数:

      1) 该应力幅在lh内出现的次数N。，h可采用lh与该构件

        第1振型周期的倍数确定;

      2) 该应力幅在一年内出现的次数凡.a可用lh内出现的次

        数从，卜与该风速一年内出现次数相乘确定;

      3)该应力幅等级一年内出现的次数N‘，，可将所有与氏相

          近的N。，a合并确定。

    3 该应力幅等级的年出现次数分析完成后，可按下式计算

该应力幅等级的年累积损伤循环次数比:

                        氨=N口廷，a/N* (6.10.8一1)

式中:磊— 该应力幅等级的年累积损伤循环次数比;

    No矛，。— 应力幅等级氏一年内出现的次数;

    N价— 等应力幅为氏时钢材出现疲劳失效的循环次数。

    4 所有应力幅等级的年累积损伤循环次数比可按下式进行

线性累积:

$a，n=见‘.j (6.10.8一2)

式中:氏，n— 所有应力幅等级的年累积损伤循环次数比;

    氯.，— 第j个应力幅等级的年累积损伤循环次数比。
5 当年线性累计损伤循环次数比蕊，。与使用年数相乘后大



于或等于1.0时，可推断可能出现风荷载作用下累积损伤。

6.10.9 缺陷或损伤对疲劳抗力的影响可采用下列比对试验的方

法确定折减系数:

    1 比对试验应为有缺陷或损伤与无缺陷无损伤试件之间的

比较;

    2 有缺陷或损伤试件的缺陷与损伤宜与现场实际情况

接近;

    3 试验采用的应力幅宜为试验设备所能完成的最大应

力幅;

    4 有缺陷或损伤试件的疲劳破坏循环次数与无缺陷无损伤

试件疲劳破坏循环次数的比值可作为所有应力等级疲劳抗力的折

减系数。

6.10.10 严寒和寒冷地区室外钢构件及其连接的低温冷脆破坏
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检验和评定:

    1 当具备条件时，应从实际结构中截取钢构件和连接进行

低温冷脆性能的检测，取样宜包括带有缺陷和受到损伤的钢材或

连接;

    2 不具备条件时，应采用相同材料和制作工艺，加工模拟

试件，在制作时宜有模拟既有钢结构实际缺陷和损伤的试件;

    3 将试件置于特制的密封保温箱内进行降温，降温宜达到

结构所在地区记录到的最低温度;

      4

方法;

      5

      6

      7

将试件取出立即进行试验，通常可先采取拉伸试验的

进行常温下不带缺陷和损伤试件的比较试验;

通过比较确定材料品种、低温和缺陷的影响程度;

通过计算分析确定既有结构构件的应力分布情况，分析

时应考虑温度应力的影响;

    8 综合分析检验和结构分析的情况，判定出现低温冷脆破

坏的可能。

6.10.n 既有钢结构抗震适用性评定宜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有



关规定。

6.10.12 高耸钢结构的抗风适用性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有关规定，在
计算时其基本风压宜按Zmin平均风速计算风压。

6.10.13 对于完好的防腐涂膜可进行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



7 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

7.1 一 般 规 定

7.1.1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特定项目应按本

章的规定进行检测与评定。

7.1.2 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与混凝土结构或钢
结构共性的项目应按本标准第4章和第6章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

和评定。

7.1.3 既有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应进行下列

评定:

    1 应按本标准第4章的规定进行抗震适用性评定;

    2 应进行构件剩余使用年数的评定;

    3 既有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无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应进行

下列评定:

      1)应按本标准第6章的规定进行抗火灾坍塌能力的评定;

      2) 应进行火灾后钢构件的分类评定;

      3)应进行部分构件火灾引发附加应力的评定。

7.2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检测

7.2.1 钢管混凝土结构可分为构件材料强度、尺寸与偏差、连

接与构造、钢管内混凝土缺陷、垂直度与变形、损伤和防护涂装

等检测项目。

7.2.2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钢管钢材强度和钢管内混凝土强度检

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对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材料强度有

J怀疑或争议时，应采用取样或取样结合无损检测的方法进行

检测;



    2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构件钢材强度等级可按本标准附

录N规定的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3 钢管钢材强度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取样，并应

制作成标准试件进行检验;

    4 钢管内混凝土可在钢管有代表性的位置开孔钻取混凝土

芯样，混凝土抗压强度的芯样数量不宜少于6个;

    5 对钢管混凝土构件取样后应及时进行修复。

7.2.3 结构工程质量的钢管外形尺寸、构件拼装和安装尺寸以

及钢管内钢筋骨架尺寸等检测项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混

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628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

检测。

7.2.4 既有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尺寸检测时，应扣除涂层

厚度。

7.2.5 钢管混凝土结构连接与构造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管混

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628规定的适用方法进行检

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与构造可分成下列检测分项:

      1) 钢管混凝土柱分段连接与构造;
      2) 钢筋混凝土梁或钢梁的连接与构造;

      3) 钢管混凝土柱的连接与构造;

      4) 端承式或埋人式钢管混凝土柱柱脚的连接与构造等。

    2 连接的检测应包括节点部位紧固件和焊缝。

7.2.6钢管内混凝土密实度和混凝土与钢管壁脱粘空隙等缺陷

可采用敲击检查、超声波检测和钻孔验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检

测，检测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与钢管壁间空隙宜采用敲击检查结合打孔的方法

进行检测，检测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敲击检查宜沿钢管长度方向等间距和沿周边等距离布

          置敲击点;

      2) 对于敲击异常区域应减少敲击的间距;



      3) 初步判定存在间隙可打孔进行验证。

    2 钢管内混凝土的密实性宜采用超声法或超声综合因子法

进行检测，对于检测的异常区域采用钻孔内窥的方法进行验证。

7.2.7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垂直度和变形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质量的检测可分为结构整体垂直度、单层柱垂直度

和钢管构件的弯曲矢高等分项;

    2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可分为结构构件的倾斜变形和挠曲

变形等分项;

    3 检测方法应分别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混凝土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628有关规定或本标准附录D所规

定的适用方法;

    4 既有结构的检测应区分构件的变形与施工偏差。

7.2.8 钢管混凝土构件的损伤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的损伤可分为局部屈曲与变形、截面缺损与断裂、

节点损伤、钢材锈蚀等检测分项;

    2 构件的损伤可采用目测和表面量测结合的方法进行检测，

检测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目测的对象应为具备条件的全部构件;

      2) 对构件的变形和损伤部位应进行测量。

7.2.9 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的防腐涂层厚度和防火涂层，可按

本标准第6章的规定进行检测。

7.3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检测

7.3.1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可分为焊钉、钢材的性能、尺寸与偏

差、缺陷与损伤、火灾后的状况等检测项目。

7.3.2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焊钉和焊栓等的检测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未成型混凝土之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等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2 成型混凝土后可采用局部剔凿或钻芯取样的方法进行



核查。

7.3.3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包裹在混凝土内的钢材强度可按下列

规定进行检测:

    1 钢材的强度等级可采用本标准附录N规定的方法进行

检测;

    2 钢材的屈服强度和性能可采用取样的方法进行检测。

7.3.4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包裹在混凝土内钢构件的形状与尺寸

可采用本标准附录P的无损探测方法结合钻孔验证的方法进行

检测。

7.3.5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混凝土内部的缺陷可采用超声法、超

声综合因子法、电磁波法结合取芯和局部钻孔验证的方法进行

检测。

7.3.6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火灾后，无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应通

过全面的外观检查将损伤识别为五种状态:

    1 未受火灾影响或表面涂层完好;

    2 构件涂层出现被熏黑、受损或脱落现象，但构件未出现

明显的变形;

    3 构件出现明显的由火灾引起的变形;

    4 构件出现火灾后的大变形;

    5 出现局部的坍塌。

7.3.7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火灾后，对于出现明显变形的钢构件
宜进行下列检测:

    1 测定构件的火灾变形;

    2 按本标准附录N的无损方法测定构件钢材和连接的表面

硬度;

    3 检查螺栓连接的断裂等损伤;

    4 测试火灾造成的附加应力。

7.3.8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火灾后，钢构件应力状况可采用切割

法、套环法和钻孔法等机械测量法检测，也可采用X射线法、

磁性法和超声波法进行测试。采用钻孔法的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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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钻孔应变法测量残余应力的标准测试方法》SL 499
的规定。

7.4 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评定

7.4.1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结

果应依据设计要求或设计依据有关标准的规定和建造时依据的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进行符合性判定。

7.4.2 当工程质量的符合性判定存在严重的问题时，应根据问

题的性质按本标准第3章的相关规定进行抵抗偶然作用能力、承

载能力、维系建筑功能能力和抵抗环境侵蚀能力的评定。

7.4.3 钢管混凝土受压构件内混凝土脱粘率大于20%或脱粘空

隙厚度大于3mm时，不宜考虑钢管对混凝土的约束作用。

7.4.4 火灾后钢构件的附加应力可通过计算分析与实测情况的

比较判定。

7.4.5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无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应按本标准第

6章的有关规定进行抗火灾坍塌能力的评定。

7.4.6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外包混凝土的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可

执行本标准第4章的有关规定。

7.4.7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钢管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无混凝土包

裹钢构件的剩余使用年数可按下列规定推定:

    1 对于有机涂层，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推定:

      1) 从钢结构中截取试样进行快速老化试验;

      2) 用同类的防腐原材料制备试样进行快速老化试验;

      3) 第1款与第2款相结合的方法。
    2 对于无机的防火涂层，当存在下列现象时，应评定其失

去应有的作用:

      1) 防火涂层受潮失效;

      2) 涂层出现脱落现象。

7.4.8 从钢结构中截取试样进行快速老化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从结构中截取的试样应分成受到明显影响的试样和未受



到明显影响的试样两类;

    2 应有明显的两类试样的表观差别，且受到明显影响试样

的实际老化时间应记为tl;

    3 两类试样应同时进行同类老化条件的快速试验，并应使
受到明显影响的试样涂层完全失去保护能力，未受明显影响试样

表观出现受到明显影响试样取样时的表观特征;

    4 受到明显影响的试样涂层完全失去保护能力的快速老化

时间应记为兀;

    5 未受明显影响试样表观出现受到明显影响试样取样时的

表观特征的快速老化时间应记为TI;

    6 钢结构有机涂层丧失保护作用的剩余使用年数可按下式

推定:

                        t3=t1X兀/TI (7.4.8)

式中:t3— 钢结构有机涂层丧失保护作用的剩余使用年数

            (年);

      tl— 受到明显影响的试样涂层实际老化年数 (年);

      T3— 受到明显影响的试样涂层至完全丧失保护作用的快
            速老化时间;

      TI— 未受明显影响试件表观出现受到明显影响试样取样

            时的表观特征的快速老化时间。

7.4.9 用同类防腐原材料制备试样进行快速老化试验，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涂层的品种、厚度、表面的状况、环境侵蚀种类和实际

使用年数t;等应通过调查分析确定。

    2 快速试验试样的涂层制备应与实际构件的涂层一致。

    3 快速试验试样应在强化的同类腐蚀环境中进行快速腐蚀

检验。

    4 当快速试验涂层出现与现场涂层表面相近的状况，快速

检验的时间应记为T;。

    5 当快速试验试件的涂层丧失保护作用时，快速检验的时



间应记为几。

    6 钢结构涂层丧失保护作用的总年数可按下式计算推定:

                      tZ=几Xtl/TI (7.4.9一1)

式中:tZ— 钢结构涂层丧失保护作用的总年数 (年);

      tl— 实际构件涂层实际侵蚀年数 (年);

      几— 快速检验涂层丧失保护作用的总时间;

      TI— 快速检验出现与现场涂层对应表面状况的时间。

    7 钢构件涂层剩余使用年数可按下式推定:
                            t3=tZ一tl (7.4.9一2)

式中:t3— 钢构件涂层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值。



8 木  结 构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木结构和木构件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检测和评定。

8.1.2 木结构可分成木材性能、木材缺陷、制作与安装偏差、

连接与构造、变形与损伤和防护措施等检测项目。

8.1.3 木结构构件耐久性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

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的有关规定，木构件上金属构配件

的耐久性评定宜符合本标准第 6章和第 7章的相关规定。

8.2 木 材 性 能

8.2.1 木材的性能可分成木材的强度等级、含水率等检测分项。

8.2.2 当木材的材质或外观与同类木材有显著差异、树种或产

地判别不清时，可取样检测木材的力学性能，确定木材的强度

等级。

8.2.3 木构件材料强度等级宜采用木材弦向抗弯强度的取样检
测方法，试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材抗弯强度试验方法》GB/

T 1936.1执行。受条件限制无法取样时，可采用木材树种类别
的判定方法。

8.2.4 木材强度等级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木材强度的代表值应取同一构件3个试样换算抗弯强度

的平均值，木材强度等级的评定值应取3个构件代表值中的最

小值;

    2 评定值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06规定强度等级所对应的静曲强度最低值;
    3 对于树种不详的木材，可按检测结果确定等级，但应采

用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中该等级B组的



设计指标;

    4 木材强度的设计指标，可依据评定的强度等级按现行国

家标准《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的规定确定。

8.2.5规格材和胶合木构件的含水率可采用电测法测定，其他

木材的含水率可采用取样烘干法测定。木材含水率的取样烘干法

和电测法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6执行。

8.2.6烘干法测定木材含水率，应以每根构件5个试件含水率

的平均值作为这根木材含水率的代表值。5根木材含水率代表值

的最大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原木或方木结构不应大于25%;
    2 板材和规格材不应大于19%;

    3 胶合木不应大于15%。

8.2.7 电测法测定木材含水率时，应以每根构件3个截面4个

周边所测含水率的平均值作为这根木材含水率的代表值，5根构

件含水率代表值中的最大值应符合规格材含水率不应大于19%

的规定。

8.2.8 既有木结构规格材和胶合木构件的含水率可采用电测法

确定，当代表值的最大值大于本标准第8.2.6条的限定值时，宜

分析原因或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8.3 木 材 缺 陷

8.3.1 木材的缺陷可分成木节、斜纹、扭纹、裂缝和胶合木的

脱胶等检测分项。

8.3.2 承重用木结构或结构构件的缺陷应逐根构件进行检测。

8.3.3 构件木节的尺寸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6规定的方法测量。

8.3.4 木构件的斜纹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1 在方木和板材两端应各选 lm长量测 3次;

    2 两端的平均倾斜高度应分别计算;



    3 斜纹检测值应取最大的平均倾斜高度。

8.3.5 木构件扭纹的检测，可在构件端部lm长范围内量测3

次，扭纹检测值应取3次量测的平均倾斜高度。

8.3.6 木节、斜纹、扭纹、裂缝和髓心的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的规定执行。

8.3.7 木构件的裂缝和胶合木结构脱胶的开裂，可用探针检测

裂缝的深度，用塞尺检测裂缝的宽度，用钢尺量测裂缝的长度。

8.4 制作与安装偏差

8.4.1 构件制作偏差检测项目应包括构件截面尺寸、长度、受

压构件弯曲、节点距离、齿槽深度、螺栓间距、钉间距、析架高

度及起拱弯曲等。

8.4.2 结构安装偏差应包括轴线距离、垂直度、标高、支座轴

线与支承面中心距离等。

8.4.3 木结构构件制作与安装偏差的检测数量，当为木结构工

程质量检测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6的规定执行;当为既有木结构性能检测时，抽样

数量可按本标准第3章确定。

8.4.4 木结构构件尺寸与偏差，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中的方法进行检测。

8.4.5 木构件尺寸偏差的评定标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的规定执行。

8.5 连接与构造

8.5.1 木结构的连接可分为胶合、齿连接、螺栓连接和钉连接

等方式。

8.5.2 当对胶合木结构的胶合能力有疑义时，可对胶合木试样

胶结面的缝顺纹抗剪强度进行检测，检测可采取检测胶的质量和

取样检测的方法。

8.5.3 当采用与结构中同批胶检测胶合能力时，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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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被检测用胶应在保质期之内;

    2 检测用试样的木材树种、制备工艺、试样尺寸和试验方

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50329
和《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T50708的规定;

    3 胶合能力检测结果的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

试验方法标准》GB/T50329和 《胶合木结构技术规范》GB/T

50708的规定。

8.5.4 当需要对胶合木构件的胶缝质量进行检测时，可采用在

原构件上取样的方法，也可采用在替换构件上取样的方法;取样

时应保证结构或构件的安全，替换构件的胶合质量应具有代表

性。胶缝质量的检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试件取样、胶缝顺纹抗剪试验方法和胶缝质量评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50329和 《结构

用集成材》GB/T 26899的规定。

    2 当取样试件不符合抗剪试验方法要求时，可根据所取试

样的胶合面在构件中的受力形式，按相应的木材性能试验方法进

行胶缝质量的检测。其试样数量、试样加工形式和试样尺寸宜符

合相应的木材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的规定。

    3 构件木材的品种和树脂溢出等可核查确定。

8.5.5 胶合能力的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重结构用胶的胶缝抗剪强度的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329的规定。
    2 若试件强度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

GB/T50329的规定，但其中木材部分剪坏的面积不少于试件剪

面的75%，则仍可判定该试件合格。当有一个试件不合格，宜

以加倍数量的试件重新试验，当仍有试件不合格时，则该批胶应

判为不能用于承重结构。

    3 当不能加工成符合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50329

要求的试样时，测试得到的破坏形式是木材破坏时，可判定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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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符合要求，当测试得到的破坏形态为胶合面破坏时，宜取胶

合面破坏的平均值作为胶合能力的检测结果。但应在检测报告中

对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的适用范围予以说明。

8.5.6 齿连接的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杆端面和齿槽承压面加工平整程度，可用直尺检测;

压杆轴线与齿槽承压面垂直度，可用直角尺量测;

齿槽深度，可用尺量测;

支座节点齿的受剪面长度和受剪面裂缝，可用尺量测;

，
曰

3

受剪面裂缝宽度可用塞尺或裂缝宽度测试仪量测;

    4 抵承面裂缝，可用塞尺或裂缝宽度测试仪量测;

    5 压杆轴线与承压构件轴线的偏差，可用尺量测。

8.5.7 螺栓连接或钉连接的检测可按下列规定执行:
    1 螺栓或钉的直径可用游标卡尺量测;

    2 被连接构件的厚度可用尺量测;

    3 螺栓或钉的间距可用尺量测;

    4 螺栓孔处木材的裂缝、虫蛀和腐朽情况，长度可用尺量

测，深度可用裂缝探针量测;宽度可用塞尺或裂缝宽度测试仪

量测;

    5 螺栓变形、松动、锈蚀情况可观察或用卡尺量测。

8.5.8 齿连接、螺栓连接和钉连接的质量评定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的规定执行。

8.5.9 木结构的构造应包括木屋架的构造和支撑要求。

8.5.10 木屋架支撑系统的评定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05、《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执行。

8.6 变形损伤与防护措施

8.6.1木结构的变形可分为基础沉降、节点位移、连接变形、

构件挠度、侧向弯曲、屋架出平面变形和木楼面系统的振动等。

8.6.2 木结构的变形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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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础沉降可采用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观测;

    2 节点位移可用钢尺、全站仪进行测量;

    3 连接变形可用塞尺、卡尺进行测量;

    4 构件挠度可用水准仪、全站仪或拉线法进行测量;

    5 侧向弯曲、屋架出平面变形可用激光垂直仪或吊线法进

行测量。

8.6.3 木结构构件变形状况的评定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

设计标准》GB 50005、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的规定执行。

8.6.4 木楼面系统的振动幅度检测，可按本标准附录C执行。

8.6.5 木结构构件的损伤检测可包括木材腐朽、虫蛀、裂缝、

灾害影响和金属件锈蚀等项目。

8.6.6 对木构件的外观损伤，应采用目测、敲击或表面量测等

方法进行全数检查和检测。

8.6.7 木结构构件虫蛀的检测，可根据构件附近是否有木屑等

进行初步判定，通过敲击的方法确定虫蛀范围，并应采用打孔内

窥或插人探针等方法测定虫蛀深度。

8.6.8 当发现木结构构件出现虫蛀现象时，应对构件的防虫措

施进行检测。

8.6.9 木材腐朽范围可采用尺测量，腐朽深度可除去腐朽层后

用尺测量。

8.6.10 当发现木材有腐朽现象时，应对木材的含水率、通风设

施、排水构造和防腐措施进行核查或检测。

8.6.n 根据木构件类型和部位的不同，对内部腐朽、空洞和裂

缝宜按以下原则选取检测方法:

    1 对于四周完全裸露在外、未被遮挡的木柱，可通过目测、

敲击确定表面裂缝、腐朽，初步定位可能存在的内部空洞或腐

朽，可采用应力波仪和阻抗仪检测构件内部腐朽、空洞或裂缝;

    2 对于四周未完全裸露在外、部分被遮挡的木柱，可采用

阻抗仪检测构件内部腐朽、空洞或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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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于主要承重梁 (棺)和仿，采用阻抗仪在跨中和端部

节点处检测，当发现问题可采用应力波技术检测;

    4 对于其他次要的擦、梁和仿，可通过目测查缺、敲击辨

声和表面简单量测检测，当发现问题再补充阻抗仪检测;

    5 对于非承重的连接件以及椽子和望板等，可通过目测查

缺和敲击辨声检测。

8.6.12 火灾或侵蚀性物质影响范围和深度的检测，可按本标准

第8.6.6条的方法测定。

8.6.13 检测受腐朽、灾害影响的木材强度时，可按本标准第

8.2.3条的相关规定取样测定。木材强度降低的幅度，可通过与

未受影响区域试样强度的比较确定。检测报告中应对试验方法及

适用范围予以说明。

8.6.14 木结构构件的防护措施应包括防虫、防火、防腐等

措施。

8.6.15 木结构防虫、防腐和防火措施的检测，除应满足设计要

求外，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6、((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胶合木结构技术规

范》GB/T 50708、《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3、

《多高层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26和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 50016等规定执行。

8.7 既有木结构的评定

8.7.1 既有木结构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n进行大震不倒的评定。

8.7.2 既有木结构均应进行抗火灾倒塌能力的评定。

8.7.3 既有木结构承载能力的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和连接评定值的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尺寸应采用实测值;
      2) 构件承载力的分析应考虑缺陷和不可恢复性损伤的不

        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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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构件的材料强度可取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设计值

          或实测得到的评定值。

    2 木构件承载能力的评定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R与作用效应的评定值5之比大

        于或等于0.6时，不宜评定为失效概率偏大或承载能

          力不足。

      2) 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R与作用效应的评定值5之比小

        于0.6时，可评定为失效概率偏大或承载能力不足。

    3 木结构中金属构件和连接承载能力的评定宜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的相关规定。

8.7.4 各类木结构轻型木屋盖抗风承载力的评定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轻型木屋盖承受的风荷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本风压或分项系数应按本标准第9章的规定调整;

      2) 轻型木屋盖应按本标准附录Q的规定确定瞬时风的动

          力系数。

    2 轻型木屋盖构件和连接承载力的评定值应按本标准第

8.7.3条的规定进行分析计算。
    3 轻型木屋盖构件承载能力的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的规定。

8.7.5 既有木结构应进行抗震适用性的评定。

8.7.6 多层和高层木结构应进行抗风适用性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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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既有轻型围护结构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既有轻型围护结构的雪荷载和风荷载宜按本章的规定分

析确定。

9.1.2 既有轻型围护结构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检测。

9.1.3 既有轻型围护结构承载力的评定值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计算确定。

9.2 雪  荷 载

9.2.1 对雪荷载敏感的既有轻型屋盖结构宜对基本雪压、屋面

积雪分布系数或雪荷载的分项系数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

9.2.2 既有结构轻型屋面雪压的调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或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的规定。

9.2.3 既有轻型屋面的雪压值应采用按下列方法得到的最大值:

    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的当
地重现期100年的雪压值;

    2 记录到的当地最大雪深与积雪重度上限值计算得到的雪

压值;

    3 记录到的当地最大积冰厚度与积冰重度计算得到的积冰

压力。

9.2.4 既有结构屋盖存在高低跨等情况时，在低跨靠近高跨的

部分区域应按最大可能堆雪厚度考虑雪荷载。

9.2.5 当采用重现期50年或100年的雪压值时，既有轻型屋盖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应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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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yQ，5= (1+汤民now) (9.2.5)
式中:为，5—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

      尽— 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可为2.05;
      氏朋w— 雪压概率分布的变异系数。

    2 雪压统计分布的均值和其对应的标准差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的参数计算确定。

    3 基本雪压可作为雪压概率分布的均值，雪压统计分布均

值对应的标准差经过调整可作为雪压概率分布均值的标准差。

    4 雪压概率分布的变异系数可用雪压概率分布均值的标准

差除以雪压概率分布的均值计算确定。

    5 当计算得到的分项系数小于1.5时，应取雪荷载的分项

系数为1.5。

9.2.6 轻型屋盖结构雪荷载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雪荷载的评定值应按下式确定:

                qnOW.d=yQ，5产rSO，sA。，:now (9.2.6)
式中:Qsnow，d— 雪荷载的评定值;

      服，5—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
        所—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有时为堆雪系数;

        50，5— 调整后的基本雪压;

      As.snow— 屋面的面积。
    2 在荷载组合时，应考虑下列三种组合:

      1) 只有雪荷载的组合;

      2) 以雪荷载为主，考虑积灰荷载或除雪荷载的组合;
      3) 以雪荷载为主，考虑积灰荷载的组合。

9.3 风  荷 载

9.3.1 对风荷载敏感的既有建筑轻型围护结构宜对基本风压、

瞬时风的动力系数或分项系数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

，.3.2 轻型围护结构的风压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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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009的规定由重现期50年调整为100年。

9.3.3 在按本标准第9.3.2条进行调整时，风荷载的分项系数

应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1 风荷载的分项系数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yQ，w=(1+尽而) (9.3.3)

式中:服.w— 风荷载的分项系数;
        压— 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可为2.05;

        而— 风压概率分布的变异系数。

    2 风压统计分布的均值和其对应的标准差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的参数计算确定。

    3 基本风压可作为风压概率分布的均值，风压统计分布均

值对应的标准差经过调整可作为风压概率分布均值的标准差。

    4 风压概率分布的变异系数可用风压概率分布均值的标准

差除以风压概率分布的均值计算确定。

    5 当计算得到的分项系数小于1.5时，风荷载的分项系数

应取1.5。

9.3.4 轻型围护结构的瞬时风计算风压值，可按下式计算确定:

                      切坛=尽产，1产:wo， (9.3.4)

式中:乞口肠— 瞬时风计算风压值;

      尽— 瞬时风的动力系数;
      阵，— 风荷载体型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

      片—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

      wo:— 瞬时风的基本风压。

9.3.5 50年基准期10m高处瞬时风的基本风压可按下列方法确

定:

    1 应对当地气象台站统计数据调整后确定;

    2 当缺乏50年的统计数据时，可依据短期统计数据，按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的方法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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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取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

基本风压的2.3倍一2.6倍作为当地瞬时风对应的基本风压。

9.3.6 瞬时风的动力系数可按本标准附录Q的方法确定。

9.3.7 当采用了瞬时风的计算风压值和动力系数后，轻型围护

结构风荷载的系数可为1.4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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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间接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的修正和验证

A.1 修正的规则

A.1.1 间接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的系统不确定性可用直接测试方

法测试结果的修正系数方法、修正量方法或综合系数和参数方法

进行修正。

A.1.2 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直接法的测试数量不宜少于6个;既

有结构性能检测直接法的测试数量不宜少于3个;

    2 直接法的测试样品应从间接法具有代表性的已测试样品

中随机抽取;

    3 当间接法的测试对样品的性能无影响时，直接法的测试

位置宜与间接法的测试位置重合;

    4 当间接法的测试已对样品性能构成影响时，直接法的测

试位置可布置在间接法测试位置的附近。

A.1.3 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数据的统

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T 4883的规

定剔除离群值。

A.2 修正系数方法

A.2.1 当测试对象只有一个参数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

用修正系数的方法:

    1 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参数与被测试量之间有线性相关

关系;

    2 该项检测仅进行平均值的推定。

A.2.2 间接测试方法的修正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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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客Xm，j/戈 (A.2.2)

式中:刀— 修正系数;
  Xm，，— 直接测试方法与间接测试方法对应的第j个样品的

          测试结果;

    Xj— 间接测试方法第j个样品的测试结果;

      n— 直接测试方法样本的数量。

A.2.3 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Xi，0=杯， (A.2.3)
式中:戈.。— 间接测试方法第1个测试结果修正后的数值;

        戈— 间接测试方法第1个测试结果修正前的数值。

A.3 修正量方法

A.3.1 当测试对象只有一个参数时，对于具有95%保证率的特

征值宜采用修正量的方法。

A.3.2 间接测试结果的修正量可按下式计算:

                      乙二=Xm 一X而 (A.3.2)

式中:△x— 修正量;

      Xm— 直接测试方法测试样本的平均值;

    X时— 与直接测试方法对应的间接测试方法测试样本的
            平均值或检测批的平均值。

A.3.3 间接测试结果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Xi，。一戈+乙: (A.3.3)

式中:戈，。— 间接测试方法第1个测试结果修正后的数值;

        戈— 修正前的间接测试方法第1个测试结果。

A.4 综合系数和参数方法

A.4.1 依据现场检测数据计算推定砌体强度时，宜采取直接法

的综合修正系数和调整材料强度参数的修正方法。

A.4.2 依据现场检测数据计算推定砌体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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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材料强度的检测结果代人有关计算公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强度直接法的检测结果宜直接代人计算公式;

      2) 材料强度间接法的检测结果宜使用0.9的折减系数。

    2 水平灰缝饱满度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中饱满度下限的比值可作为砌筑砂浆强度的调整系数。

A.4.3 砌体强度直接测试结果与依据现场测试数据计算推定砌

体强度的比值可作为该区域砌体强度的修正系数。

A.4.4 对于全部有直接法测试结果对应的计算推定砌体强度，

应进行一一对应的综合系数和参数的修正。

A.4.5 无直接法对应的同批次砌体强度的推定结果，可按下列

规定进行修正:

    1 当全部修正系数的规律一致时，同批次无直接法对应的

砌体强度推定结果的修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体强度的推定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4.2条的

          规定;

      2) 修正系数可取全部修正系数的平均值或情况最接近试

          样的系数。

    2 当全部修正系数无规律可循时，宜按下列规定对修正系

数和强度参数调整后进行无直接法对应砌体强度推定结果的

修正:

      1) 直接法得到的修正系数宜进行对应样本推定强度的水

          平灰缝厚度、水平灰缝平直度和竖向灰缝饱满度的

          调整;

      2) 对应样本的推定强度中，块材强度参数宜进行抗折强

          度或劈裂强度的调整;

      3) 无直接法对应砌体强度的推定结果宜进行相应的调整;

      4) 无直接法对应砌体强度推定结果的修正系数可取与其

          位置最近或砌筑质量最接近试样调整后的修正系数。

    3 当本条第2款的调整无效时，无直接法对应砌体强度推

定结果的修正系数可取与其位置最近或砌筑质量最接近试样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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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系数。

A.5 验 证 方 法

A.5.1 既有建筑结构的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可进行直接测

试方法测试结果的验证。

A.5.2 直接测试方法验证数量可为1个一2个，直接测试方法

的测试位置可布置在间接测试方法测试位置的附近。

A.5.3 当经过验证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或计算推定强度小

于直接法测试结果时，可直接使用间接法的测试结果或计算推定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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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结构动力测试方法和要求

B.1 基 本 规 定

B.1.1 建筑结构的动力特性，可根据结构的特点选择下列测试

方法:

    1 结构的基本振型，宜选用环境振动法、初位移法等方法

测试;

    2 结构平面内有多个振型时，宜选用稳态正弦波激振法进

行测试;

    3 结构空间振型或扭转振型宜选用多振源相位控制同步的

稳态正弦波激振法或初速度法进行测试;

    4 评估结构的抗震性能时，可选用随机激振法或人工爆破

模拟地震法。

B.1.2 结构动力测试设备和测试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采用稳态正弦激振的方法进行测试时，宜采用旋转惯

性机械起振机，也可采用液压伺服激振器，使用频率范围宜为

0.SHz一30Hz，频率分辨率不应小于0.olHz;

    2 对加速度仪、速度仪或位移仪，可根据实际需要测试的

振动参数和振型阶数进行选取;

    3 仪器的频率范围应包括被测结构的预估最高和最低阶

频率;

    4 测试仪器的最大可测范围应根据被测结构振动的强烈程

度选定;

    5 测试仪器的分辨率应根据被测结构的最小振动幅值选定;

    6 传感器的横向灵敏度应小于0.05;

    7 在进行瞬态过程测试时，测试仪器的可使用频率范围应

比稳定测试时大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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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感器应具备机械强度高、安装调节方便、体积重量小

且便于携带、防水、防电磁干扰等性能;

9 记录仪器或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电平输人及频率范围，

应与测试仪器的输出相匹配。

B.2 测 试 要 求

B.2.1 环境振动法的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试时应避免或减小环境及系统干扰;

    2 当测量振型和频率时，测试记录时间不应少于smin;当

测试阻尼时，测试记录时间不应少于30mi川

      3

考点。

B。2。2

      1

      2

当需要多次测试时，每次测试应至少保留一个共同的参

机械激振振动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选择激振器的位置应正确，选择的激振力应合理;

当激振器安装在楼板上时，应避免楼板的竖向自振频率

和刚度的影响，激振力传递途径应明确合理;

激振测试中宜采用扫频方式寻找共振频率;

在共振频率附近测试时，应保证半功率带宽内的测点不

3

4

少于5个频率。

B.2.3 施加初位移的自由振动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拉线点的位置应根据测试的目的进行布设;

    2 拉线与被测试结构的连接部分应具有可靠传力的能力;

    3 每次测试应记录拉力数值和拉力与结构轴线间的夹角;

    4 量取波值时，不得取用突断衰减的最初2个波;

    5 测试时不应使被测试结构出现裂缝。

B.3 数 据 处 理

B。3。1

      1

时域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记录的测试数据应进行零点漂移、记录波形和记录长

度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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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被测试结构的自振周期，可在记录曲线上相对规则的波

形段内取有限个周期的平均值;

    3 被测试结构的阻尼比，可按自由衰减曲线求取;当采用

稳态正弦波激振时，可根据实测的共振曲线采用半功率点法

求取;

    4 被测试结构各测点的幅值，应用记录信号幅值除以测试

系统的增益，并应按此求得振型。

B.3.2 频域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样间隔应符合采样定理的要求;

    2 对频域中的数据应采用滤波、零均值化方法进行处理;

    3 被测试结构的自振频率，可采用自谱分析或傅里叶谱分

析方法求取;

    4 被测试结构的阻尼比，宜采用自相关函数分析、曲线拟

合法或半功率点法确定;

    5 对于复杂结构的测试数据，宜采用谱分析、相关分析或

传递函数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

B.3.3 测试数据处理后，应根据需要提供被测试结构的自振频

率、阻尼比和振型，以及动力反应最大幅值、时程曲线、频谱曲

线等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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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建筑振动的测试

C.0.1 建筑的振动或晃动的评定宜进行结构动力特性的测试、

振动源情况的测试和振动源发生振动时既有建筑动力响应的

测试。

C.0，2 建筑的动力特性宜按本标准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测

试。当环境振动涉及围护结构或特定构配件时，应测定围护结构

或特定构配件的动力特性。

C.0.3 建筑动力响应，应在振动源发出振动时进行测试。在进

行动力响应测试时，宜测定振动源发出振动的特性。

C.0.4 外部地面振动源的振动特性测试，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GB10071的有关规定执行，其地

面测点之一宜布置在离既有建筑sm范围内的平坦坚实地面上;

当需要判定振动源相对准确的位置时，宜根据既有建筑与初步判

定外界振动源的相对位置，增设布置近点和远点测点各一处。

C.0.5 对于偶发且已判定位置的外部地面振动源，可采取模拟

振动或重复发振的方式。

C.0.6 对爆破引起的地面冲击性振动，应测试爆破时各测点的

地面峰值振动速度和主振频率;对非爆破因素引起的地面冲击性

振动，宜测试地面加速度。

C.0.7 建筑内部的设备设施和撞击等振动源振动特性的测点应
布置在振动源的附近。

C 0.8 建筑动力响应的测点应布置在建筑物内部，并宜符合下

列规定:

    1 对于外部地面振动源的情况，动力响应的测点宜布置在

建筑的首层，其余楼层可逐层或隔层布置测点;当有地下室时，

宜在最底层的地下室底板设置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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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楼层的动力响应测试，宜在顺振源的方向上布置若干

个测点。

C.0.9 受风或爆炸冲击波等影响的建筑，宜在迎向气流方向的

轻型围护结构上布置动力响应的测点。

C.0.10 动力响应的各测点，宜布置两个水平方向和竖向的振

动测试传感器。

C.0.11 建筑动力响应测试仪器的频率范围应为 0.IHz一

200H:，且应有足够的幅值动态范围。

C.0.12 建筑动力响应的测试应获得下列测试数据:

    1 外部振动源的地面振动传至建筑附近时的振动频率和振

动幅度等数据;

    2 风和外部爆炸气流在建筑上的作用过程;

    3 建筑动力响应各测点的振动频谱、振动峰值、主振频

率等。

C.0.13 振动源的振动与建筑的动力响应吻合时，可判定该振

动源是造成既有建筑振动或晃动的因素。

C.0.14 对于不能获得振动源足够能量影响的建筑，其最不利

动力响应情况可采用实测动力响应结合模拟计算分析的方法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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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结构和构件测量方法

D.0.1结构和构件的主体倾斜、异形构件截面尺寸、构件挠

度、构件垂直度宜按本附录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D.0.2 测量仪器设备在作业前与作业过程中，应根据现场作业
环境对所用仪器设备进行检查校正。

D.0.3 结构和构件的主体倾斜检测宜选用平距法，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平距法检测宜使用免棱镜全站仪;观测时，测站点宜选

在与倾斜方向一致的方向线上距照准目标1.5倍~2.0倍目标高
度的固定位置;测站点的数量不宜少于2个;

    2 在每测站安置全站仪时，上下观测点应沿建筑主体竖直

线，在顶部和底部上下对应布设;测出每对上下观测点标志间的

水平位移分量，再按矢量相加法求得倾斜量和倾斜方向;

    3 对于高层建筑，每测站宜适当增加沿建筑主体竖直线的

观测点，确定倾斜方向。

D.0.4 结构和构件的主体倾斜宜区分施工偏差造成的倾斜、变

形造成的倾斜、装饰层造成的倾斜等。

D.0.5 异形构件截面尺寸可使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进行检测，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作业前准备、数据采集、数据预处

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

CH/2 3017的规定;

    2 结构构件表面应光滑;宜使用全站仪与地面三维激光扫

描仪共同识别的测量标志;

坐标系统可选相对坐标系;扫描站数应尽量少;

应按数字线划地图中特征线的方法制作数据成果;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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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数据成果宜取3个，可用平均值作为截面尺寸的检测

结果。

D.0.6 构件挠度宜使用免棱镜全站仪进行检测，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全站仪测站点应安置构件跨中轴线正下方，宜选取构件

两个相对端点、跨中为观测点;

    2宜使用观测点的高程值为观测值;测量挠度值为跨中高

程与相对端点高程平均值的差值;

    3 检测时宜消除施工偏差、装饰层、截面尺寸变化造成的

影响。

D.0.7 构件垂直度可使用免棱镜全站仪选用平距法进行检测，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站仪操作应按符合本标准第D.O.3条的规定;

    2 上下观测点应沿建筑主体竖直线通长布置;

    3 检测时应区分构件垂直度和构件层间位移。

D.0.8 进行内业数据处理前，现场检测应对数据进行核对与
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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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构件承载力可靠指标与变异系数

E.1 一 般 规 定

E.1.1 构件承载力变异系数入应按本附录规定的方法分析

确定。

E.1.2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几，可根据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
数以及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和作用效

应的当量变异系数分析确定。

E.1.3作用效应可靠指标凡、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ys和作
用效应的当量变异系数兔等参数应按本附录的规定确定。

                  E.2 作用效应的参数

E.2.1在分解可靠指标夕时，宜将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凡定
为2.05。

E.2.2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ys、作用效应的当量变异系数
兔和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凡之间的关系可按下式计算:

                    ys=1+序兔 (E.2.2)
式中:ys— 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在数值上等于作用的综

          合系数寿;

      兔— 作用效应的当量变异系数。
E.2.3作用的综合系数寿应按下式计算:

                    寿=玖yri张) (E .2.3)
式中:TFi— 第1类荷载的分项系数;

      如— 第1类荷载占总荷载的比例，习如为1.0。
E.2.4当凡等于2.05时，几可按下式近似计算:

(赞)2+(鲁)2、‘ (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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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月— 可靠指标，对于延性破坏构件夕=3.2，脆性破坏月
=3.7

E.3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E.3.1构件承载力变异系数入应通过对同类构件批量承载力试

验数据分析确定。

E.3.2 构件批量承载力试验数据的分析宜采用下列比值的

方式:

                      岳=R，est，、/R耐，‘ (E.3.2)

式中:6— 第1个构件承载力试验值与计算值的比值;

凡est.‘— 该批构件中第1个构件的承载力试验值;

R、，，— 该批构件中第1个构件的承载力模型计算值。
E.3.3 在分析过程中应采取下列减小材料强度、几何参数和承

载力模型不定性因素影响的分析措施:

    1 计算模型的材料强度和几何量应分别取对应构件的实

际值;

    2 分析时应对计算模型中所有参数进行调整，调整方式可

为每个变量的系数或指数，各变量的系数和指数可按下式计算:

        R、=R(af，f，of，a:，a，oa，a，，，，气⋯) (E·3·3)
式中:af— 材料强度的调整系数;

      了— 材料强度的实测值;

      of— 材料强度的调整指数;

    aa— 构件几何量的调整系数;
      a— 构件实际的几何量;

      oa— 几何量的调整指数;

    叭— 参数，的调整系数;
      ，一一计算模型中其他参数的实际值;

    气— 参数，的调整指数。
E.3.4 对模型中参数的调整应使试验值与模型计算值比值的平

均值氛趋近于1.0，该比值的平均值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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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习(6)/n (E.3.4)

式中:氛— 分析样本的平均值;

      n— 样本的容量。

E.3.5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人=5。/氛 (E.3.5)
式中:入— 该批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乓— 样本的标准差，应取各种氛趋近于1.0中5。的最
            小值。

E.4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和分项系数

E.4.1 当可靠指标夕对应的随机变量可近似用正态分布描述时，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风宜根据下式计算:

          洲(入入幼2+雌二几入yRys+凡兔 (E.4.1)
式中:月一一可靠指标，对于延性破坏构件月=3.2，脆性破坏月

              =3.7;

    汤— 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
E.4.2式(E.4.1)中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八可按下式计算:

                  入=1/(1一几入) (E.4.2)
式中:入—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E.4.3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介用于既有结构构件承载力评定

时，其基本形式可用下式表示:

            Ra.。=R(尸，a。，护，恤⋯)/yR (E·4·3)
式中:Rd，e— 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

        尸— 经调整后的材料强度参数;

        ao— 经调整后的构件几何参数;

      犷— 经调整后的其他参数;
      恤— 模型不定性系数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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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结构性能的静力荷载检验

F.1 一 般 规 定

F. 1.1 建筑结构和构件的结构性能可按本附录的规定进行静力

荷载检验。

F.1.2 结构性能的静力荷载检验可分为适用性检验、荷载系数

或构件系数检验和综合系数或可靠指标检验。

F.1.3 结构性能检验应制定详细的检验方案。

EZ 检 验 方 案

E 2.1 结构性能检验的检验装置、荷载布置和测试方法等应根

据设计要求和构件的实际情况综合确定。

F. 2.2 结构性能检验的荷载布置和测试仪器应能满足检验的

要求。

F.2.3 结构性能检验的荷载应通过计算分析确定，在分析结构

构件的变形和承载力时，宜使用尺寸参数和材料参数的实际数

值。对于特定的构件，应对计算公式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

EZ.4 检验荷载应分级施加，每级荷载不宜超过最大检验荷载

的20%。

EZ.5 正式检验前应施加一定的初荷载。

F. 2.6 加载过程中应进行构件变形的测试，并应区分支座沉降

变形等的影响。
F.2.7 达到检验的最大荷载后，应持荷至少 lh，且应每隔

15min测取一次荷载和变形值，直到变形值在巧min内不再明显

增加为止。存取数据后应分级卸载，并应在每一级荷载和卸载全

部完成后测取变形值。

F.2.8 当检验用模型的材料与所模拟结构或构件的材料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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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时，应分析材料性能差别的影响。

F.2.9 检验方案应预判结构可能出现的变形、损伤、破坏，并

应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

F.3 适用性检验

F.3.1结构构件适用性的检验荷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自重的检验荷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荷载不宜考虑已经作用在结构或构件上的自重荷

          载，当有特殊需要时，可考虑受到水影响后这部分自

          重荷载的增量;

      2) 检验荷载应包括未作用在结构上的自重荷载，并宜考

          虑1.1一1.2的超载系数。

    2 检验荷载中长期堆物和覆土等持久荷载和可变荷载的取

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变荷载应取设计要求值和历史上出现过最大值中的

          较大值。

      2)永久荷载应取设计要求值和现场实测值的较大值;

      3) 可变荷载组合与持久荷载组合均不宜考虑组合系数;

      4) 可变荷载不宜考虑频遇值和准永久值。

    3 持久荷载已经作用到结构上时，其检验荷载的取值应符

合本条第1款的规定。

F.3.2 结构构件适用性检验应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评定和

结构适用性的评定。

F. 3.3 结构构件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限

定的位移、变形和裂缝宽度等为基准进行评定。

E 3.4 结构构件的适用性应以装饰装修、围护结构、管线设施

未受到影响以及使用者的感受为基准进行评定。

F.4 荷载或构件系数检验

E4.1 结构构件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的实荷检验应符合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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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 在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的检验前应进行结构构件适用性

检验;

    2 检验目标荷载应取荷载系数和构件系数对应检验荷载中

的较大值。

E 4.2 结构构件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的实荷检验应区分既有结

构性能的检验和结构工程质量的检验。

F.4.3 既有结构构件荷载系数和对应的检验荷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结构构件荷载的系数寿应按下式计算:
__几:只味，:X民.:+yl.，，X嗽，IXq.1+ylrt:XQK，:Xq.2
寿一一一一一瓦几咬瓦几常瓦万反万舀耳顶燕‘交瓦了一一一

                                                            (F.4.3一1)

式中:yr— 检验荷载的系数;

    凡.2— 持久荷载的分项系数或系数;
    味，2— 单位体积的持久荷载值，取设计要求值和现场实测

            值的较大值;

    Cc，2— 持久荷载的尺寸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人，1—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或系数;
    嗽，1— 可变荷载标准值;

    q，1— 可变荷载的尺寸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凡2—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或系数;
    嗽，2— 雪荷载的基本雪压;

    q.2— 雪荷载的相关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2 持久荷载系数的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未作用到结构的持久荷载，儿，2不宜小于L4;
      2) 对于已经作用到结构上的持久荷载且荷载不再有变化

        时，凡，2可取为零，在式 (F. 4.3一1) 和式 (R 4.3一2)
          中可不考虑该类持久荷载的因素;

      3) 对于已经作用到结构上的持久荷载但需要考虑受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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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的荷载增量时，式 (F.4.3一1) 和式 (F.4.3一2)

          的持久荷载味，:和几，:应为荷载的预计增量，预计增

        量的分项系数yo，2不应小于1.4。
    3 可变荷载的系数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屋面可变荷载的系数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SOO09规定;

      2)楼面活荷载的分项系数yl-，，不宜小于1.6。
    4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和基本雪压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当雪荷载的系数取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规定的值时，基本雪压应取本标准第9章的

        分析值与重现期100年雪压值中的较大值;
      2) 当基本雪压取重现期100年的相应数值时，雪荷载的

        分项系数应取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规定值和按本标准第9章规定的分析值中的较
          大值。

    5 既有结构构件荷载系数检验目标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Ft.，=寿X(味，:X几.:+嗽，IXq，，+嗽，:Xq，2)

                                                            (F.4.3一2)

式中:只，，— 由荷载系数确定的检验目标荷载。

F. 4.4 结构工程检验的荷载系数和对应的检验荷载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结构构件荷载的系数外应按下式计算确定:

        凡，IX味，IX几.1+儿，:X汰，:X氏，:+人.lx嗽，1
    _ Xq，;+汽:X嗽，:Xq，2

/F，E一 万一一石几石，，工下共一一石几不一，工下「一又厂万-一芍丁万一一石几二一
            、ZG，1/、、JK。1 1 切《;，2 /、 ‘JK，2 1 、记K，1 子口、 ‘产Q.1刁厅 、心K。2 2、 ‘洲Q，2

                                                            (F.4.4一1)

式中:寿.E— 检验荷载的系数;
      儿，1— 自重荷载的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

      味.，— 单位体积或面积的自重荷载值，按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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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氏.;— 自重荷载的尺寸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yc，2— 持久荷载的系数，取1.35;
      味，2— 单位体积的持久荷载值，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或按实际情

              况确定;

      民，2— 持久荷载的尺寸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人，1— 可变荷载的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

      嗽，1— 可变荷载标准值，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

      q，1— 可变荷载的尺寸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人，2— 雪荷载的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的规定确定;

      嗽，2— 雪荷载的基本雪压，取重现期100年的雪压值;

      q，2— 雪荷载的计算参数，按实际情况确定。
    2 结构工程荷载系数对应的检验目标荷载值应按下式计算

确定:

Ft，E=yr，EX(味，1 XCc，1+味.ZX几，:+嗽，，Xq，1
      +嗽，:Xq，2)一只刀，; (F.4.4一2)

式中:FcG，1— 已经作用到结构上的自重荷载总量，FcG，1等于

              GK，，乘以几，1。

F.4.5 当既有结构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八大于检验荷载系数
寿时，检验目标荷载值应按下式计算:

    只，R=八X(味.:XCo，:+认，IXq，1+嗽，:Xq，2)

                                                            (F.4.5)

式中:只，R— 由构件分项系数yR确定的检验目标荷载;
      yR—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按本标准附录E的规定

              确定。

E 4.6 当材料强度的系数大于检验荷载的系数时，检验目标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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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既有结构的检验目标荷载值应按下式计算:

    只，m=ymX(味，:X几，:+认，IXq.;+嗽.:Xq，2)

                                                          (F.4.6一1)

式中:Ft，m— 由材料强度系数确定的检验目标荷载;

      ym— 材料强度的系数，由材料强度的设计值除以材料

              强度的标准值确定。

    2 结构工程的检验目标荷载值应按下式计算:

    Ft.E.m=ymX(味，1 XCo，1+味，:X几.:+嗽，，Xq，1

            +QK，:只q，2) (F.4.6一2)

式中:Ft.E，m— 结构工程质量检验时，由材料强度系数确定的

              检验目标荷载。

F. 4.7 构件承载力的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的实荷检验，当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停止检验，并应判定其承载能力不足:

    1 钢构件的实测应变接近屈服应变;

    2 钢构件变形明显超出计算分析值;

    3 钢构件出现局部失稳迹象;

    4 混凝土构件出现受荷裂缝;

    5 混凝土构件出现混凝土压溃的迹象;

    6 其他接近构件极限状态的标志。

K 4.8 结构构件经历检验目标荷载满足下列要求时，可评价在

检验目标荷载下有足够的承载力:

    1 实测应变和变形等与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预估值有

明显的差距;

钢构件没有局部失稳的迹象;

混凝土构件未见加荷造成的裂缝或裂缝宽度小于检验荷

，
曰

，
J

载作用下的预估值;

卸荷后无明显的残余变形;

构件没有出现材料破坏的迹象。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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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综合系数或可靠指标的检验

F.5.1 结构构件综合系数的荷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综合系数检验应在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检验后实施;

    2 综合系数检验的目标荷载应取荷载系数的检验荷载和构

件系数的检验荷载之和。

F.5.2 结构构件综合系数的检验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级荷载
的增量。

F.5.3 进行综合系数的实际结构检验，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
时，应采取卸荷的措施，并应将此时的检验荷载作为构件承载力

的评定值:

    1 钢材和钢筋的实测应变接近屈服应变;

    2 构件的位移或变形明显超过分析预期值;

    3 混凝土构件出现明显的加荷裂缝;

    4 构件等出现屈曲的迹象;

    5 钢构件出现局部失稳迹象;

    6 砌筑构件出现受荷开裂。

E 5.4 结构构件在目标荷载检验后满足下列要求时，可评价结

构构件具有承受综合系数荷载的能力:

    1 达到检验目标荷载时，实测应变与钢筋或钢材的屈服应

变有明显的差距;

    2 构件的变形处于弹性阶段;

    3 构件没有屈曲的迹象;
    4 构件没有局部失稳的迹象;

    5 构件没有超出预期的裂缝;

    6 构件材料没有破坏的迹象;

    7 卸荷后无明显的残余变形。

F.5.5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靠指标的实荷检验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综合系数检验符合本标准第F.5.4条要求的结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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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规定的可靠指标对应分项系数的实荷检验;

    2 综合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可作为可靠指标对应分项系

数检验的一级荷载。

E 5.6 对应尺寸的模型检验时，可靠指标对应的检验系数和检

验目标荷载应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1可靠指标尽对应的综合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_几ZXGk，2火几，2+飞IXq，IXq，1+瓶:Xq，2 Xq，2
/F，:一 一一一一一一万一一石石弓，二二万一一石石石一二工万万一一石丁不一一一一一一一

                              ‘代3，2 /、、JK，2 1 、d曰，1/、 七吸 。! 1 、吠L，2/、 ‘Q，2

                                                          (F.5.6一1)

式中:补，，— 对应于可靠指标沐等于2.05的作用综合系数;
      儿，2— 持久荷载的分项系数;

      味.2— 单位体积持久荷载，取实测样本中的最大值;

      Cc，2— 持久荷载的尺寸参数;

    服，L—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对于楼面活荷载不小于
              1.6，对于屋面活荷载不小于1.5;

      QI‘，，— 可变荷载的标准值，取设计值、可能出现的最大

              值和出现过的最大值中的最大值;

      q.2— 基本雪压，取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的规定值和按本标准第9章规定分析计
              算值中的较大值;

    服，2— 雪荷载的分项系数，取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值和按本标准第9章

              计算分析值的较大值。

    2式 (F. 5.6一1)中持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儿，2应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针对持久荷载尺寸变化的分项系数分量应按下式计算:

                  yG，2。=1+沐兔，2。 (F.5.6一2)
式中:凡，Za— 考虑持久荷载尺寸变化的分项系数;

        尽— 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取2.05;
      兔.2。— 持久荷载尺寸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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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持久荷载单位体积重量对应的分项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yG，29=1+俘兔，29 (F.5.6一3)
式中:凡，29— 对应于持久荷载单位体积重量的分项系数;

      兔，29— 持久荷载单位体积重量的变异系数。
      3) 持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yG，2=yG，2。XyG，29 (F.5.6一4)
    3作用综合分项系数yF.5对应的检验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Ft，s=外，:X(味，:X几，:十嗽，LXq，:+嗽.ZXq，2)

                                                            ( F.5.6一5)

式中:只，。— 作用综合系数冷，:对应的检验荷载。
    4 构件分项系数八对应的检验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Ft，R一八X(味，:X几.:十嗽，LXq，1+嗽，:Xq，2)

                                                            (F.5.6一6)

式中:只，R— 构件分项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

      八— 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按本标准附录E的规定
              确定。

    5 可靠指标夕对应分项系数的检验目标荷载应取构件分项
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凡，R与作用综合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Ft，。

之和。

ES.7 通过作用综合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Ft，:和构件承载力分

项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Ft，R的检验后，构件满足下列要求时，可

评价结构构件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可靠指标的要求:

    1 构件的应变未达到屈服应变或距屈服应变有明显的差距;

    2 构件的变形未超出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限制;
    3 构件无屈曲迹象;

    4 构件无局部的失稳;

    5 构件未出现材料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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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游离氧化钙潜在危害的检测推断

G.0.1硬化混凝土游离氧化钙的潜在危害可按本附录规定的方
法进行推断。

G.0.2 游离氧化钙对混凝土潜在危害的检测可分为现场检查、

薄片和芯样试件沸煮检测等。

G.0.3 现场检查可将有开裂、崩溃等症状的硬化混凝土初步判
断为具有游离氧化钙潜在危害。

G.0.4 在初步判断具有游离氧化钙潜在危害的部位上钻取混凝

土芯样，芯样的直径可为70mm一loomm;在同一部位钻取芯样

的数量不应少于2个，同一批受检混凝土应取混凝土芯样不少于

3组。

G.0.5 在每个混凝土芯样上应先截取一个无外观缺陷的10mm

厚的薄片试件，再将混凝土芯样加工成高径比为 1.0的芯样试

件，芯样试件的加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

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384的规定。

G.0.6试件的沸煮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薄片试件沸煮检测应将薄片试件放在沸煮箱的试架上，

沸煮制度应符合本附录第G.0.10条的规定;

    2 芯样试件检测应将同一部位钻取的2个芯样试件中的1

个放在沸煮箱的试架上，沸煮制度应符合本附录第G.0.10条的
规定。

G.0.7 沸煮过的芯样试件应晾置3d，并应与未沸煮的芯样试件

同时进行抗压强度测试。芯样试件抗压强度测试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384的规定。

G.0.8 每组芯样试件抗压强度变化的百分率$cor应按下式计算，

并应计算全部芯样试件抗压强度变化百分率的平均值Ec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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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r=[(fcor一几r)/fcor」xloo肠 (G.0.8)
式中:Ecor— 芯样试件抗压强度变化的百分率;

      几r— 未沸煮芯样试件抗压强度 (MPa);

      几r— 同组沸煮芯样试件抗压强度 (MPa)。
G.0.9 当沸煮试件的粗骨料没有明显的膨胀迹象时，可按下列

规定判定游离氧化钙对混凝土的潜在危害:

    1 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沸煮试件出现开裂或崩溃等现象时，

宜判定该批混凝土存在游离氧化钙的潜在危害;

    2 当芯样试件强度变化百分率平均值$cor，m>30%时，可判

定该批混凝土存在游离氧化钙的潜在危害;

    3 仅有一个薄片试件出现开裂或崩溃等现象且对应芯样的

ecor>30%时，可判定该区域混凝土存在游离氧化钙的潜在危害。

G二0.10 沸煮制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3

室温。

沸煮箱内的水位应使整个沸煮过程中试件始终处于水中;

在30min士smin内应将沸煮箱内的水加热至沸腾;

J恒沸时间应为 6h，关闭沸煮箱后应使水温自然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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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测定

H。0。1

测定。

H. 0.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H.0。3

      1

      2

(1+3)

      3

      4

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的含量可按本附录规定的方法进行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应具备下列仪器:

具有0.IPH单位或10mV精确度的酸度计或电位计;
银电极或氯电极;

饱和甘汞电极;

电磁搅拌器;

电振荡器;

somL滴定管;
10mL、25mL及somL移液管;

烧杯;

300mL磨口三角瓶;
感量为0.00019和感量为0.19的天平;

最高使用温度不小于1000℃的箱式电阻炉;

0.o75mm 的方孔筛;

  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温度控制范围。℃一250℃;
  磁铁;

  快速定量滤纸;

  干燥器。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应具备下列试剂:

三级以上试验用水;

1个体积的硝酸加3个体积的试验用水配制的硝酸溶液

浓度为109/L的酚酞指示剂;

浓度为0.01mol/L的硝酸银标准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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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浓度为109/L的淀粉溶液;
    6 氯化钠基准试剂;

    7 硝酸银。

H.0.4 试样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芯样应进行破碎，并应剔除粗骨料;

    2 试样应缩分至309，并应研磨至全部通过0.075Inm 的方

孔筛;

    3 试样中的铁屑应采用磁铁吸出;

    4 试样应置于105℃~110℃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中烘至恒

重，取出后应放人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H.0.5 硝酸银标准溶液应按下列方法配制:

    1用感量为。.00019的天平称取1.70009硝酸银，放于烧

杯中;

    2 在烧杯中加入少量试验用水，待硝酸银溶解后，将溶液

移人1000mL容量瓶中;

    3 向容量瓶中加人试验用水稀释至I000mL刻度，摇匀，

储存于棕色瓶中。

H.0.6 氯化钠标准溶液应按下列方法配制:

    1 将氯化钠基准试剂放于温度为500℃~600℃箱式电阻炉

中进行灼烧，灼烧至恒重;

    2 用感量为0.00019的天平称取灼烧后的氯化钠基准试剂

0.60009，放于烧杯中;

    3 在烧杯中加人少量试验用水，待氯化钠溶解后，将溶液

移人100omL容量瓶中;

    4 向容量瓶中加人试验用水稀释至 I000mL刻度，摇匀，

储存于试剂瓶中。

H.0.7 硝酸银标准溶液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标定:

    1 使用25mL移液管分别吸取25.00mL氯化钠标准溶液和

25.OOmL试验用水置于10OmL烧杯中;

    2 在烧杯中加10.OmL浓度为109/L的淀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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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烧杯放置于电磁搅拌器上，以银电极或氯电极作指示

电极，以饱和甘汞电极作参比电极，用配制好的硝酸银标准溶液

滴定;

    4 按现行国家标准 《化学试剂  电位滴定法通则》GB/T

9725的规定，以二级微商法确定所用硝酸银溶液的体积;

    5 同时使用试验用水代替氯化钠标准溶液进行上述步骤的

空白试验，确定空白试验所用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

    6 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浓度按下式计算:

          c“。、。、一塑婴迎奥翼理典缨是刃卫 (H.。.7)
              一L叼、吻， (VI一VZ)XO.05844

式中:C(哟 )— 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m(Nacl)— 氯化钠的质量(9);

          VI— 滴定氯化钠标准溶液所用硝酸银标准溶液的

              体积(mL);
          Vz— 空白试验所用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mL);

      0.05844— 氯化钠的毫摩尔质量(9/mmol)。

H.0.8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应按下列方法测定:
    1 混凝土试样应按下列步骤制备混凝土试样滤液:

      1) 用感量0.00019的天平称取5.00009试样，放人磨口
          三角瓶中;

      2) 在磨口三角瓶中加人250.omL试验用水，盖紧塞剧烈

          摇动3min一4min;

      3) 再将盖紧塞的磨口三角瓶放在电振荡器上振荡6h或静

        止放置24h;
      4) 以快速定量滤纸过滤磨口三角瓶中的溶液于烧杯中，

          即成为混凝土试样滤液。

    2 混凝土试样滤液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滴定:

      1) 用移液管吸取 50.00mL滤液于烧杯中，滴加浓度为

        109/L的酚酞指示剂2滴;
      2) 用配制的硝酸溶液滴至红色刚好褪去，再加 10.O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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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为109/L的淀粉溶液;

      3) 将烧杯放置于电磁搅拌器上，以银电极或氯电极作指

          示电极，饱和甘汞电极作参比电极，用配制好的硝酸

          银标准溶液滴定;

      4) 按现行国家标准 《化学试剂  电位滴定法通则》GB/

        T9725的规定，以二级微商法确定所用硝酸银溶液的

          体积。

    3 应使用试验用水代替混凝土试样滤液按第2款的步骤同

时进行试验用水的空白试验，确定空白试验所用硝酸银标准溶液

的体积。

    4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按下式计算:

Wcl一=
C。̂。、、)X(VI一认 )XO.03545
一 X10O肠

        ms入 勺U.UU/乙勺U.U

                                                              (H.0.8)

式中:Wcl-—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 (%);

    C(弋N%)— 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浓度 (mol/L);
        Vl— 滴定混凝土试样滤液所用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

                积 (mL);

        叭— 空白试验所用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 (mL);

    0.03545— 氯离子的毫摩尔质量 (9/mmol);

        m。— 混凝土试样质量 (9)。
H.0.9 混凝土中氯离子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应按下式

计算:

                    Pcl，t=Wc厂/几C (H.0.9)
式中:尸cl，t— 混凝土中氯离子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 (%);

      Wcl-—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 (%);

        久C— 根据混凝土配合比确定的混凝土中胶凝材料与砂

              浆的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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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钢筋表面硬度测试方法

J.0.1 构件中钢筋的表面硬度可采用回弹法进行测定。

J.0.2 钢筋的表面硬度测试仪器应为数显式里氏硬度计。

J.0.3 每个待测钢筋应布置一个测区，测区可水平设置，也可

向上或向下设置。

J.0.4 测区可先用角磨机和钢锉打磨，并应分别用粗、细砂纸

打磨，直至露出金属光泽。
J.0.5 打磨好的测区，其表面粗糙度的平均值不应大

于1·6产m。
J.0.6 每一测区应布置5个测点，测点应在测区范围内均匀分

布，里氏硬度值应精确至IHL。

J.0.7 应取所有测点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测区的代表值。

J.0.8 测试方向相同和测试代表值相近的钢筋可归为一类。

J.0.9 当同类钢筋的弹击角度不同时，可进行弹击角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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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结构混凝土冻伤的检测方法

K.0.1 结构混凝土冻伤可分为硬化混凝土的冻融损伤和混凝土

早期冻伤。

K 0.2 混凝土冻伤的类型可根据结构混凝土冻伤的特点并结合

施工现场情况判别。

K.0.3 硬化混凝土在冻融循环后出现表面损伤或开裂，应判定

为冻融损伤。

K.0.4 施工阶段混凝土的早期冻伤应分为立即冻伤和预养

冻伤。

K.0.5 冻融损伤和早期预养冻伤的混凝土可用碳化深度法检测

受冻损伤混凝土的厚度，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

K.0.6 冻融损伤和早期预养冻伤的混凝土也可通过现场钻取芯

样，检测受冻损伤混凝土的厚度、损伤程度及强度，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可采用钻出芯样的湿度变化确定受冻损伤混凝土的厚度，

检测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784的规定;

    2 可用里氏硬度法进行检测混凝土受冻损伤程度，检测操

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

    3 构件内部混凝土强度可采用钻芯法进行检测，芯样试件

的加工质量和强度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

强度技术规程》JGJ/T 384的规定;

    4 构件表面混凝土的强度，可采用对里氏硬度修正法进行

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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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7 立即冻伤的混凝土可采用取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芯样
试件的加工质量和强度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钻芯法检测混

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38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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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L 混凝土中钢筋锈蚀状况的检测

L.0.1 钢筋锈蚀的检测可采用剔凿检测方法、电化学测试方法

或综合分析判断方法。

L.0.2 钢筋锈蚀程度的剔凿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锈蚀严重钢筋，宜直接量测钢筋的剩余直径;

    2 存在锈蚀坑的钢筋应量测锈蚀的深度;

    3 轻微锈蚀处可量测除锈前后直径等的差异。

L.0.3 钢筋锈蚀的电化学测试方法和综合分析判断方法宜配合

剔凿检测方法的验证。

L.0.4 钢筋锈蚀的电化学测试可采用极化电极原理的方法和半

电池原理的方法。

L.0.5 电化学测试方法的测区及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区应能代表不同环境条件，每种条件的测区数量不宜

少于 3个;

应在测区上布置测试网格;

网格节点宜为测点，网格间距可根据构件的尺寸和仪器

2

3

的功能确定，测区中的测点数不宜少于20个;

    4 测区和测点应编号，并应注明位置。

L.0.6 电化学检测操作应遵守所使用检测仪器的操作要求，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极铜棒应清洁，不应有可见缺陷;

    2 混凝土表面应清洁，测点处不应有涂料、浮浆、污物或

尘土等;

    3 仪器连接点应与被测钢筋连通;

    4 测点处混凝土应湿润;

    5 测试时应避免各种电磁场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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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7

      1

      2

L。0.8

      1

半吐另IJ。

测点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位读数变动不应超过ZmV;

2)同一测点同一支参考电极重复读数差异不应超过

    10mV，同一测点不同参考电极重复读数差异不应超

  过ZomV。
  电化学测试结果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各测点的测试数据应标注在测区平面图上;

具备条件时宜绘出测试数据的等值线图。

  电化学测试结果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钢筋电位与钢筋锈蚀状况可按表L.0.8一1的规定进行

表L.0.8一1 钢筋锈蚀状况判别

序号 钢筋电位 (mV) 钢筋锈蚀状况判别

l 一 500~ 一350 钢筋发生锈蚀的概率为95%

2 一 350~ 一200 钢筋发生锈蚀的概率为50%，可能存在坑蚀现象

3 一200以上
  无锈蚀活动性或锈蚀活动性不确定，锈蚀概

率 5%

2 钢筋锈蚀速率及构件保护层出现损伤年数可按表L.0.8-

2的规定进行判别。

表L.0.8一2 钢筋锈蚀速率和构件保护层出现损伤年数判别

序号 锈蚀电流(拜A/cln，) 锈蚀速率 构件保护层出现损伤年数

l < 0.2 钝化状态

2 0.2~ 0.5 低锈蚀速率 >巧年

3 0.5~ 1.0 中等锈蚀速率 10年一15年

4 1.0~ 10 高锈蚀速率 2年~10年

5 > 10 极高锈蚀速率 不足2年

    3 混凝土电阻率与钢筋锈蚀状态可按表L.0.8一3的规定进

行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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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L.0.8-3

序号}混凝土电阻率(。.ctn)}
> 100

50~ 100

10~ 50

< 10

钢筋锈蚀状态判别

            钢筋锈蚀状态

            钢筋不会锈蚀

              低锈蚀速率

  钢筋活化时，可出现中高锈蚀速率

      电阻率不是锈蚀的控制因素

L.0.9 综合分析判定方法可根据裂缝形态、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混凝土强度、混凝土碳化深度、混凝土中有害物质含量以及

混凝土含水率等检测数据判定钢筋的锈蚀状况。

144



附录M 回弹检测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

M.0.1 按本附录检测既有结构烧结普通砖的抗压强度时，应使

用HT75型回弹仪。
M.0.2 同一批次烧结普通砖的砌体上可布置5个一10个回弹

测区，每个测区可抽取5块~10块砖进行回弹检测。

M.0.3 每块砖的条面应布置5个回弹测点，测点应避开气孔、

裂纹等，测点之间应留有一定的间距。

M.0.4 每块砖的测试参数应为回弹测试平均值Rm。
M.0.5 单块砖的抗压强度换算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戮土砖:九，‘=1.o8Rm，、一32.5; (M.0.5一1)

    页岩砖:fl，‘=1.o6Rm，‘一31.4; (M.0.5一2)

    煤歼石砖:九，‘=1.05Rm，‘一27.0; (M.0.5一3)
式中:Rm，、— 第1块砖回弹测试平均值;

      九.‘— 第1块砖抗压强度换算值，精确至0.1。
M.0.6 检测批烧结普通砖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本标准第3

章的规定确定推定区间。

145



附录N 钢材强度的里氏硬度检测方法

N.1 适用范围和测试仪器

N.1.1 里氏硬度方法可用于建筑中H型钢、钢管等钢构件钢材

抗拉强度的现场无损检测。

N.1.2 本方法不适用于表层与内部强度有明显差异或内部存在
缺陷钢材强度的测试。

N.1.3 里氏硬度计宜采用数显式，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里氏

硬度计检定规程》JJG 747的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

N.2 检 测 技 术

N.2.1既有结构钢材强度的里氏硬度检测宜根据现场情况确定
检测构件的数量。

N.2.2 每一构件的测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区数量不应少于3个;

    2 测区宜布置在里氏硬度计能垂直向下检测的钢材表面，

也可布置在非垂直向下的钢材表面;

    3 测区钢材的厚度不宜小于6mm，曲面构件测区的曲率半

径不应小于3omm;

    4 测区宜布置在测试时不产生颤振的部位。

N.2.3 测区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区钢材表面应进行打磨处理，打磨可用钢锉或角磨机

等设备去除各种涂层，并应用粗、细砂纸打磨至表面粗糙度Ra

的平均值不大于1·6拼m;
    2 每个测区打磨的区域不应小于30mmx60mm;

    3 测区表面粗糙度的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粗糙度应用粗糙度测量仪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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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量不应少于5次，每次读数应精确至0.01拜m。
N.2.4 里氏硬度的检测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每个测区测试前，应在该仪器所带标准块上对里氏硬

度计进行校准，校准时相邻两点读数差应小于12HL;

    2 对于测区的硬度测试，应按所用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进行操作:

      1) 向下推动加载套或用其他方式锁住冲击体;

      2) 测试时冲击装置应紧压在测区的测点上，冲击方向应
与测试面垂直。

N.2.5 测区内测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一测区应布置9个测点;

    2 测点应在测区范围内均匀分布;

    3 测点之间的距离应大于4nun ;

    4 测点距试样边缘距离不应小于smm 。

N.2.6 测点的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测点只应测试一次;

    2 每一测点的里氏硬度值应精确至IHL。

N.3 硬度计算及钢材强度换算

N.3.1 测区里氏硬度的平均值，应从9个里氏硬度测试值中剔

除2个最大值和2个最小值，余下的5个里氏硬度测试值应按下

式计算平均值:

              HLm一创言一 ‘N·“·‘，
式中  月乙m— 测区里氏硬度的测试平均值，精确到IHL;

      月毛，— 测区余下 5个测试值中第 1个测点的里氏硬

              度值。

N.3.2 当测区的里氏硬度测试数据无须进行角度、方向以及钢

板厚度的修正时，可将测区里氏硬度测试值的平均值作为换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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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抗拉强度的代表值。

N.3.3 非垂直方向检测钢结构构件表面时，应按下式对测区里

氏硬度平均值进行弹击角度和弹击方向修正:

                    月乙dm=月乙m十月乙。 (N.3.3)

式中:H乙dm— 修正后的垂直方向里氏硬度平均值;

      H无m— 非垂直向下检测时测区里氏硬度的平均值;

      H乙a— 非垂直向下方向检测时里氏硬度修正值，可按

                表N.3.3采用。

表N.3.3 非垂直向下检测的硬度修正值

月乙m
月乙，

向下450 水平 向上450 垂直向上

200 一7 一 14 一 23 一33

250 一 6 一 13 一 22 一31

300 一6 一 12 一 20 一29

350 一6 一 12 一 19 一27

400 一5 一 11 一18 一25

450 一5 一 10 一 17 一24

500 一5 一 10 一 16 一22

550 一4 一 9 一15 一20

600 一4 一 8 一 14 一 19

650 一 4 一 8 一13 l8

700 一3 一 7 一 12 一 17

750 一3 一 6 一 11 一 16

800 一3 一 6 一 10 一 15

850 一2 一 5 一9 一 14

注:表中计量单位为HLo

N.3.4 当测区钢材的厚度小于12mm时，应按下式对测区里氏

硬度平均值进行修正:

                    月乙如=月乙m+月乙t (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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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月乙t— 检测不同的钢材厚度时里氏硬度修正值，可按表

              N.3.4采用。

表N.3.4 钢材厚度对里氏硬度测试值的修正值

板厚 (加11) 硬度修正值 (HL)

6 30

7 22

8 18

10 l0

12 0

N.3.5 既有结构钢材抗拉强度可依据测区里氏硬度的代表值按

表N.3.5确定。

            表N.3.5钢材里氏硬度与抗拉强度值换算表

里氏硬度

  (HL)

抗拉强度

(N/mmZ)
}里呼度
}‘HL，

抗拉强度

(N/如 2)

H乙如

抗拉强度

最小值

  几，二

抗拉强度

最大值

  几，max 一
抗拉强度

最小值

  几，二

抗拉强度

最大值

  九，ma二

255 306 456 }304 317 467

260 306 456 {306 318 468

265 307 457 {308 319 469

270 307 457 }310 320 470

275 308 458 {312 321 471

280 309 459 }314 322 472

285 310 460 }316 323 473

290 311 461 }315 324 474

295 313 463 }32。 326 476

300 315 465 }322 327 477

302 316 466 {324 328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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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N.3.5

里氏硬度

  (HIJ)

H乙dm

抗拉强度

最小值

  几，二n

抗拉强度

最大值

  几，， 一
抗拉强度

最小值

  几，，

抗拉强度

最大值

  几，ma:

326 329 479 {372 371 521

328 331 481 }374 374 524

330 332 482 }376 376 526

332 334 484 }3，8 378 528

334 335 485 }380 381 531

336 337 487 }382 383 533

338 338 488 }384 386 536

340 340 490 {386 388 538

342 342 492 }388 391 541

344 343 493 {39。 393 543

346 345 495 {392 396 546

348 347 497 }394 399 549

350 349 499 }396 401 551

352 350 500 }398 404 554

354 352 502 }40。 407 557

356 354 504 }402 410 560

358 356 506 {404 413 563

360 358 508 {‘。6 416 566

362 360 510 }408 419 569

364 362 512 }410 422 572

366 365 515 }412 425 575

368 367 517 }414 428 578

370 369 519 }416 431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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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3.5

里氏硬度

  (HL)

抗拉强度

(N/mrnZ)
}里妙度
} (HL，

抗拉强度

(N/mmZ)

月乙如

抗拉强度

最小值

  几，二

抗拉强度

最大值

  九，ma二一
抗拉强度

最小值

  几.而。

抗拉强度

最大值

  几，。、

418 434 584 }45。 491 641

420 437 587 }452 494 644

422 441 591 }454 498 648

424 444 594 }456 502 652

426 447 597 }458 506 656

428 451 601 }460 510 660

430 454 604 }462 514 664

432 458 608 }464 518 668

434 461 611 }466 523 673

436 465 615 }468 527 677

438 468 618 }470 531 681

440 472 622 }472 535 685

442 475 625 }474 539 689

444 479 629 }476 544 694

446 483 633 }478 548 698

448 487 637 }48。 553 703

N.4 钢材强度的推定和强度等级的区分

N.4.1单个构件钢材抗拉强度的推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该构件钢材抗拉强度推定范围宜取3个测区换算抗拉强

度最小值几，二的平均值作为推定范围的下限值，宜取3个测区

换算抗拉强度最大值几，二二的平均值作为推定范围的上限值;
    2 该构件抗拉强度的推定值，可取构件推定范围上限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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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值的平均值;

    3 该构件抗拉强度的特征值，可取推定范围的下限值。

N.4.2 检验批构件钢材强度等级的区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材抗拉强度特征值接近的构件可视为同等强度等级;

    2 所有构件钢材抗拉强度特征值的平均值可作为与钢材强

度等级对应抗拉强度标准值的比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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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P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钢

构件的无损探测方法

P.1 一 般 规 定

P.1.1 无损探测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钢构件的截面形状可为

H形、矩形和圆形等 (图P.1 .1)。

臀回画
(a)H形 (b)矩形 (c)圆形

图P.1.1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钢构件的形状

P.1.2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的钢构件无损探测的目标可分为

下列4个层次:

    1 探测混凝土中的钢构件;

    2 判断钢构件的形状;

    3 探测钢构件保护层的厚度;

    4 探测钢构件的主控尺寸等。

P.1.3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钢构件的无损探测结果宜进行局

部打孔等直接测试方法的验证。

P.2 仪器及基本操作要求

P.2.1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钢构件的无损探测可使用钢筋探

测仪和雷达探测仪等。

P.2.2 钢筋探测仪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中钢筋

检测技术标准》JGJ/T152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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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的钢构件的探测宜选用具有中、

高频段天线的探地雷达仪或工程雷达仪，雷达天线的主频宜为

gOOMHz~1600MHz。

P.2.4 雷达仪的混凝土电磁波速可在已知目标埋深构件上进行

标定，标定结果可按下式计算:

                            v=h/t (P.2.4)

式中:一 电磁波速;

      h— 已知目标埋深;

      t— 反射波的双程走时。

P.2.5 雷达仪探测钢构件的操作可分成横向测试法和纵向测试

法，其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2

运行;

      3

横向测试时，雷达仪的天线应垂直于被测构件的轴线运行;

纵向测试时，雷达仪的天线应平行于被测构件的轴线

在钢构件的探测过程中，雷达仪的探测位置宜布置在构

件无钢筋或钢筋间距较大的部位，不宜采取在钢筋上顺筋探测的
方式。

P.2.6 雷达仪测试图像中钢筋与钢构件的特征可按下列规则

判定:

    1 对于分散的月牙形强反射信号，可判定为钢筋的图像;

    2 对于连续的同相轴的强反射信号，可判定为钢构件的

图像。

P.3 钢构件及其形状的探测

P。3。1

钢筋，

P。3。2

规定:

      1

      2

在进行钢构件的探测前，应用钢筋探测仪探测构件中的

并应将探测到的主筋和箍筋的位置标注在构件上。

用钢筋探测仪探测钢构件及其形状的操作应符合下列

探测区域宜以构件两个相邻的侧面构成;

探测的截面宜布置在构件侧面无箍筋或箍筋间距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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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3 钢筋探测仪的探头移动应顺着构件横截面方向或顺箍筋

的方向;

    4 钢筋探测仪探测的深度宜使用高挡位;

    5 探测结果应绘制成背景本底值的曲线图。

P.3.3 矩形组合构件中的钢构件及其形状可按下列方法判定:

    1 当探测曲线图显示明显变化的背景本底值时，可初步判

断混凝土内存在钢构件;

    2 当构件两个相邻侧面的探测曲线图具有图P.3.3一1的典

型特征时，可初步判断钢构件的截面形状为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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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3.3一1矩形钢构件典型测试曲线

    3 当构件两个相邻侧面的探测曲线图分别具有图P.3.3一1和

图P.3.3一2的典型特征时，可初步判断钢构件的截面形状为H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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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3.3一Z H形钢构件典型测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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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当两个相邻侧面的探测曲线图显示相似的背景本底值时，

可初步判断钢构件的截面为圆形。

P.3.4 对于圆形的钢一混凝土组合构件，当探测曲线图显示基本

均匀的背景本底值时，可初步判断钢构件的截面为圆形。

P.3.5 雷达仪探测钢一混凝土组合构件的钢构件宜采用横向测试

法和纵向测试法分别探测组合构件的相邻侧面，当存在深层的连

续较强的反射信号时，可初步判定混凝土内存在钢构件。

P.3.6 当雷达仪探测组合构件的两对相邻侧面的深层反射信号
近似对称时，可初步判断钢构件为矩形或圆形，当雷达仪探测的

两对相邻侧面的深层反射信号存在明显差异时，可初步判断钢构

件为H形。

P.4 H形钢构件主控尺寸的测定

P.4.I H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宜采用雷达探测，探测的尺寸可

包括翼板保护层厚度d;和d:、翼板的宽度HY，以及构件的高度

Hw(图P.4.1)。

十
卜土

试工

图P.4.I H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

P.4.2 用雷达探测两个翼板的保护层厚度和H形钢构件翼板宽

度的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探测面应为初步判定为型钢翼板的两个正面;

在探测中宜拾取雷达图像中翼板的反射波同相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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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反射波同相轴宽度的头端和尾端两个异常值之间的距离

可判为翼板宽度值HY;

    4 反射波同相轴与雷达图像零点的距离可判为翼板保护层厚度。

P.4.3 混凝土中H形钢构件的高度可通过下式计算预估:

                      Hw“H一dl一dZ (P.4.3)

式中:Hw— 构件的高度;

      月- 型钢混凝土柱的外观宽度;

      dl— 翼板1的保护层厚度;

      dZ— 翼板2的保护层厚度。

P.4.4 用雷达探测H形钢构件腹板高度的操作应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雷达仪的测试面应为初步判定为H形钢构件腹板高度的

两个相对的面;

    2 探测日作胎取腹板反射波同相轴异常的头端、尾端间的距离;

    3 腹板反射波同相轴异常的头端、尾端间的距离可判为构

件高度值月w。

P.5 矩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

P. 5.1 矩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宜采用雷达仪探测，探测的尺寸

可为矩形钢构件截面的边长HI .b、HZ，b，以及钢构件保护层的厚

度d卜;、dl，2、dZ，，、dZ，:(图P.5.1)。

图P.5.1矩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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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 用雷达仪探测矩形钢构件主控尺寸的操作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分别对构件的四个面进行检测，探测时宜拾取雷达图

像中钢板的反射波同相轴异常点;

    2 反射波同相轴异常的两个端点的距离可判为矩形钢构件

的边长;

    3 反射波同相轴异常到雷达图像零点的距离应为钢材的保

护层厚度;

    4 矩形构件的边长，宜用其相对面的探测结果进行校准;

    5 钢构件的保护层厚度，应取4个面分别的探测数值。

P.5.3 矩形钢构件的边长可通过下式进行校核:

                    Hi，、=H‘一d、，1一d‘，2 (P.5.3)

式中:Hi，。— 矩形钢构件1方向的边长;

        H、— 组合构件的同一方向的边长;

      试，:— 矩形钢构件相邻方向的保护层厚度之一;

      峨.2— 与峨.1相对侧面的保护层厚度。

P.6 圆形钢构件的探测

P.6.1 矩形混凝土构件中圆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的探测宜采使

用雷达仪，探测的尺寸可包括圆形钢构件的直径D和弧面钢板

保护层厚度 (图P.6.1)。

图P.6.1 圆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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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 用雷达仪探测矩形混凝土构件中圆形钢构件主控尺寸的

操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雷达检测两个相对侧面弧面钢板。

拾取雷达图像中弧面板的反射波同相轴异常点。

弧形反射异常的顶点到雷达图像零点的距离为该侧面最

2

3

小保护层厚度。

4 圆形钢构件的直径可通过下式计算确定:

                  D=H。一dl。一dZa (P.6.2)

式中:D— 圆形钢构件的直径;

H。、Hb— 组合构件在相邻方向的边长;

dl。、dl、— 弧面钢板保护层厚度，可使用探测值，也可使用打

            孔的实测值;

成。、姚、— 与dl。、dlb相对侧面的保护层厚度。

    5 应对矩形组合构件的另一对侧面进行相同步骤的探测测

试，并应将得到的圆形构件直径与前面得到的直径进行比较。

P.6.3 圆形组合构件中圆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宜采使用雷达仪

探测，探测的尺寸可包括:圆形钢构件的直径，弧面钢板保护层

厚度，其最小保护层厚度也可用钢筋探测仪测试。

P.6.4 圆形组合构件中圆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探测宜按下列步

骤进行:

    1 根据雷达仪等探测曲线图的背景本底值等确定最小保护

层的位置;

    2 用雷达仪或钢筋探测仪探测该处最小保护层厚度d‘。;

探测与其相对点的保护层厚度;

    3 探测与第2款正交直径上的保护层厚度;

    4 圆形钢构件的直径可通过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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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Q 轻质围护结构瞬时风

动力系数试验方法

Q.1 一 般 规 定

Q. 1.1轻质围护结构面层在瞬时风作用下的动力系数可通过本

附录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

Q. 1.2 轻质围护结构面层瞬时风动力系数的试验装置和试验过

程应符合本附录的规定。

Q.2 试 验 装 置

Q. 2.1 轻质围护结构面层在瞬时风作用下动力系数的试验装置

应分成测试装置和模拟瞬时风的试验设备。

Q. 2.2 测试装置应由承受瞬时风作用的单自由度弹簧拉接板、

测试仪表和安装支架三部分构成。

Q. 2.3 单自由度弹簧拉接板应为钢质圆板，直径应与试验设备

导流管出风口的直径相同。钢质圆板的厚度应根据所模拟面层的

质量确定，也可由厚度相同的数个圆板组合而成。

Q. 2.4 拉接板应采用对称布置的拉接弹簧固定在支架上 (图

Q.2.4)。拉接弹簧的刚度应通过试验调整确定。

(a)4点拉接 (b)水平布置拉接 (c)竖向拉接

图Q.2.4 对称布置拉簧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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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5 测试装置的测试仪表应具备自动记录下列测试数据的

功能:

    1 拉接板在试验风速突然变化时的振幅;

    2 拉接板在均匀风速作用下的位移;

    3 拉接板平行处的风速。

Q.2.6 测试仪表应安装在支架上。

Q.2.7 支架在模拟的风荷载作用下的变形不应对受荷拉接板位

移和振幅的测试构成影响。

Q.2.8 模拟瞬时风的试验设备应由风机、导流管和风速测试仪
表构成。

Q. 2.9 风机宜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导流管出风口应为圆形，风

速测试仪应测试导流管出风口处的风速。

Q.2.10 试验设备应有调整导流管出风口风速的功能。

Q.3 动力系数试验

Q.3.1 试验前应分析确定导流管出风口的风速与受荷拉接板质

量之间的关系。

Q.3.2 试验宜缓慢提升风速，直至达到预定的风速。

Q.3.3 待拉接板的振动平稳后，应校对导流管出风口处的风

速、拉接板处的风速和拉接板的位移。

Q. 3.4 轻质围护结构面层在瞬时风作用下动力系数的试验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拉接板动态位移的振幅应在导流管出风口完全封闭后立

即进行测试，且应取得前5个最大振幅;

    2 恢复导流管出风口的风速，拉接板的静态位移应待拉接

板的振动稳定后测定;

    3 第1款和第2款的试验过程应重复3次一5次。

Q.3.5 轻型围护结构面层动力系数试验参数的分析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拉接板振动平稳后位移的平均值宜作为静态位移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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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值;

    2 每次封闭导流管出风口测试拉接板的前3个振幅的平均

值可作为该次测试动态位移的测试值;

    3 瞬时风作用下3次动态位移测试值的平均值可作为动态

位移的代表值。

Q. 3.6 试验得到的动态位移代表值与静态位移代表值的比值可

作为轻型围护结构面层在瞬时风作用下动力系数的试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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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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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S0344一2019，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2019年n月22 日以第311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一2004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编单位是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河北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黑

龙江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西安交通

大学、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要起草人员是何星

华、邸小坛、高小旺、王永维、马建勋、朱宾、关淑君、李乃

平、杨建平、周燕、张元发、张元勃、张国堂、侯汝欣、袁海

军、夏赞、顾瑞南、崔士起、路彦兴、鲍德力。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建筑结构检测与评定的实践经验，参考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标准，

采纳了国内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为便于广大检测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

执行条文规定，《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

顺序编制了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

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

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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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提出编制本标准的目的。建筑结构的检测数据与结

论是评定建筑结构工程质量和既有建筑结构性能的依据，也是鉴

定质量事故原因的依据，有些检测结论本身就具有评定的作用。

对于结构检测最为基本的要求就是数据可靠。评定涉及有关工程

建设方和实际使用者切身利益，评定合理是对建筑结构评定的基

本要求。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需要进行检测和评定的

建筑结构可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为具有施工质量争议的结构，

第二种为没有质量争议的结构，第三种为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

的结构。本标准的规定适用于这三类的检测与评定。本标准的检

测与评定可用于地下空间的结构和基础，但不包括桩基础和

地基。

1.0.3 文物建筑的检测有其特殊的要求，本标准规定的一些取

样检测方法在一些文物建筑的检测中难于使用;受到特殊腐蚀性

物质影响的结构构件也有一些特殊的检测项目。因此在对文物建

筑和受到特殊腐蚀性物质影响的结构构件进行检测时，可按本标

准的规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的检测方法。

1.0.4 本标准除了提供一些新的检测技术外，把建筑结构一些

具体检测技术引向国家现行有关结构检测技术标准;把一些检测

结果的判定引向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或施工质量验收标准。本

标准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提出了建筑结构工程施工质量检测后，结构构件

完成预定功能能力评定的规定。本标准还补充了受到外部人为因

素影响结构评定的规则。对于无质量争议的既有建筑结构性能的

评定，本标准以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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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53和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有关

规定为基准，把适宜的评定技术措施引向国家现行有关鉴定标

准;如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和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

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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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45 当随机变量可以近似用正态分布描述时，随机变量的均

值为0.5分位值。
2.1.46 本术语适用于正态分布随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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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建筑结构检测分类

3.1.1 本条把建筑结构的检测分成两大类。建筑结构工程质量

的检测结论需要进行符合性判定。为了避免引发争议，其检测操

作等应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标准的规定。既有结构的检测

结论主要用于结构性能的评定，一般无须进行检测结果的符合性

判定。这是这两类检测最为明显的区别之一。

3.1.2 本条规定了应实施建筑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情况。本条

第1款是指国家现行有关验收标准规定的不能由施工企业等自

检，应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项目。本条第3款的自检

包括施工方、监理方等实施的检验、测试和检查。本条第4款的

“对施工质量有怀疑”包括质量监督部门抽查等发现的问题。本

条第7款表明，对既有结构的工程施工质量有争议时，也要按照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规则进行检测。本条第8款是指没有按照有

关法律和法规进行施工质量验收的建筑结构工程。

3.1.3 本条明确了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特殊要求，所谓符合性

判定是指符合设计要求评定。第三方检测机构不宜直接进行合格

性评定。

3.1.4 本条规定了应进行既有结构性能检测的情况。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把既有结构的
可靠性评定分为抵抗偶然作用能力的评定、结构承载能力的评

定、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与维系建筑功能能力的评定 (或适用性评

定)和结构抵抗环境侵蚀能力的评定 (或耐久性评定)等。既有

建筑的安全性和抗震鉴定的内容更加宽泛，不仅包括建筑的结

构，还要包括地基基础、装饰与装修、设备与设施等。建筑的安

全甚至可以包括防盗、防火、防跌落等。建筑抗震鉴定中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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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不倒”是可靠性评定中结构抵抗偶然作用能力评定内容之一。

结构达到设计使用年限通常应该进行耐久性的评定，但是在耐久

性评定时也会提出其他性能的评定。评定完全是一种技术行为。

施工质量的争议并非这类评定典型的特征。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为这些评定提供必要的数据。

3.1.5 本条是对既有结构性能检测工作的基本要求。既有结构

性能的检测无须进行检测结论的符合性判定。

3.1.6 建筑结构工程质量的评定体现的是公正性，既有建筑结

构性能评定所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

评定具有两者的特征，因此可以结合两类检测的规则进行检测。

受到影响的部分性能可采取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规则，未受影响

的性能部分可采取既有结构检测的规则。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

的结构检测结果不需要进行符合性判定，但需要与未受到影响前

的状况进行比较。此类评定有可能发展成为司法鉴定或技术仲

裁，在司法鉴定和技术仲裁时，应该执行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规

则。本标准所称的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主要是指基坑开挖、施

工降水、其他建筑的火灾等因素对建筑结构的影响。暴雨 (洪

水)、雷电、地震、山体滑坡以及自然原因造成的草原和森林火

灾等造成的影响不属于此列。

3.2 检测工作基本要求

3.2.1 通常，在实施建筑结构检测 (包括结构工程质量检测、

既有结构性能检测和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构检测)前，应

该进行资料调查和现场调查。这些调查有助于编写检测方案，也

有利于检测工作顺利实施。特定情况下也可仅进行一种调查，例

如一些既有结构没有任何资料，有些结构或工程在编制检测方案

前不具备现场调查的条件等。

3.2.2 建筑结构检测前的资料调查和现场调查非常重要。收集

有关资料和了解建筑结构的状况，不仅有利于的制定检测方案，

而且有助于确定检测的项目和重点。本条第1款和第2款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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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调查的主要对象，其中第1款主要针对结构工程质量检测。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有些工程质量检测时，可能还未达到竣工图

或单位工程验收的程度。本条第2款主要针对已交付使用的建筑

结构，有些建筑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也需要进行这些资料的调

查。本条第3款和第4款列举了现场调查的主要工作，核实资料

调查中的特定问题是现场调查工作的重点。建筑结构缺陷是结构

工程质量检测现场调查的重点，既有结构性能检测也要调查结构

的缺陷。向有关人员调查通常为资料调查和现场调查没有解决的

问题。

3.2.4 建筑结构的检测方案应根据检测目的、现场调查和资料

调查情况制定。本条第1款的工程概况或结构概况应符合实际情

况;工程概况 (对应于工程质量的检测)应包括结构类型、建筑

面积、总层数、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和检测时工程的施工进度

等。结构的概况 (对应于既有结构性能检测)除应包括上述相关

内容外，还应包括结构的建造年代和使用过程中的状况等。本条

第3款的检测依据主要包括检测所依据的标准及有关的技术资

料等。

3.2.5 对建筑结构检测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提出了要求。

3.2.6 本条对建筑结构检测的原始记录提出要求，这些要求是

根据原始记录的重要性和为了规范检测人员的行为而提出的。

3.2.7 对建筑结构现场检测取样运回到试验室测试的样品，应
满足样品标识、传递、安全储存等规定。

3.2.9 采用局部破损的原位检测方法时，不应对结构或构件的

性能造成明显的影响。在现场取样后，应对结构构件受损部位进

行修复。

3.2.10 保护性建筑等一旦受到损伤很难按原样修复，因此应避

免造成损伤。

3.2.n 本条规定了检测工作完成后应及时进行计算分析和提出

相应的检测报告，以便建筑结构存在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3.2.12 本条对检测报告提出了基本的要求。结构工程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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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符合性判定见本章的第3.5节，既有建筑结构性能检测报

告应给出所检测项目的检测结论，不必进行符合性判定。

3.2.13 有关当事方可能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应该予以必要

的说明。

3.3 检测方法和抽样方案

3.3.1 本条规定了选取检测方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强调检测方

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条所列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综合使用。

3.3.2 直接测试方法数据的系统性不确定性 (偏差)较小，间

接测试方法数据的系统不确定性相对较大，容易引发争议。结构

工程质量检测当有直接测试时应优先 (宜)选用直接测试方法。

间接测试方法一般多为无损的，其测试数量相对较大，当采用两

种方法结合时可以优势互补。本条规定的直接测试方法和间接测

试方法包括计数检验方法和计量检测的方法。从目前的情况看，

并非所有的检测项目都有直接的测试方法，例如焊条的种类等;

另外有些质量问题未必一定要用直接法进行修正或验证，例如有

关标准允许存在的焊缝内部的缺陷等。

3.3.3 直接测试方法对间接测试方法的修正可用于各类结构的

计量检测项目，也可用于计数检测项目。

3.3.4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鼓励采用先进的检测方法、开发新的

检测技术和使检测方法标准化。本条的规定仅限于既有结构性能

的检测，且检测和评定都由一个单位完成。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不

可靠的检测结论。本条第1款允许单独使用间接的测试方法。

3.3.5 本条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间接检测方法的专用标准。

验证无须对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进行修正，只要证明间接测

试方法的检测结果是相对保守的。采用相对保守的措施是建筑结

构设计和评定通行的规则，在无质量争议的既有结构检测与评定

中，可为有关各方接受。本条所称的超出适用范围，如回弹法测

试对象的龄期或强度超出相应检测标准规定的范围等。

3。3.6 关于调整原有检测方法操作措施的附加规定。本条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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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间接检测方法的专用标准。直接的测试方法

不能调整检测的操作措施。

3.3.7 本条的目的是鼓励检测单位开发和引进新的检测方法。

新开发和引进的检测方法应通过技术鉴定，并应与已有的检测方

法进行比对试验和验证。此外，新开发和引进的检测方法应有相

应的检测细则。

3.3.5 建筑结构检测对应的情况差别较大，模式化的检测项目

和检测数量肯定不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本条提出了常用的五种

方案。在检测中也可对检测方案中规定的检测对象、检测方法和

检测数量进行调整。本条第2款对检测批的随机抽样，可分成计

数检测、计量检测和材料性能的检测等多种形式。

3.3.9 本条列举了应该全数检测的项目。本条第1款和第2款

的核查是依据设计要求或有关标准的规定对实际情况进行核对的

检测工作。核查并不包括具体参数的测定。本条第3款和第4款

的检查通常为直接观察和记录的检测工作，目的是发现现场调查

可能遗漏潜在问题的迹象。核查和检查等发现的问题应成为检测

对象和检测数量调整的依据。本条所称的全数检测也可能是委托

限定的独立结构单元或检测批。通常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评定或相

关鉴定、受到外界人为因素影响结构的评定、结构工程能力的评

定和未实施施工质量验收的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等应采取本条的全

数检测方案。

3.3.10 本条规定了建筑结构按检测批检测时计数检测项目随机

抽样的最小样本容量。采取随机抽样的目的是要保证检测批检测

结果具有代表性。最小样本容量不是最佳的样本容量，实际检测

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和相应技术规程的规定确定样本容量，但样本

容量不宜小于表3.3.10的限定量。而且应该对应于表3.3.10中

的数值例如20、32、50、80等。这些数值是计数检测结论符合

性判定需要的正整数。表3.3.10中A类检测适用于建筑工程一

般项目施工质量的自检 (合格性检验)，B类检测适用于建筑工

程主控项目施工质量的合格性检验。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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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取大于工程参建方合格检验的数量。

例如按照B类的最小样本容量对结构工程一般项目的施工质量

进行检测，按照C类的最小样本容量对结构工程主控项目的施

工质量进行检测。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虽然不需要进行符合性判

定，但是采用表3.3.10规定的正整数最小样本容量，有利于检

测结论的合理使用。构件的截面尺寸和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等检测

项目在结构工程质量合格性评定中归为计数检验项目。第三方检

测机构所实施的检测通常可以采用一次性抽样的方案。既有结构

的一般项目对应于施工质量的一般项目;重要项目对应于主控项

目;存在问题较多时应加大抽查数量，必要时可以采取全数检测

的方法。

3.3.n 本条第1款中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结构检测的专用

标准或通用标准规定，例如现行行业标准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

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等。本标准关于推定区间的控制要

求，针对的是样本不完备性带来的检测结果不确定性。测区或取

样位置随机布置与检测结果的代表性相关。
3.3.12 材料的性能是指混凝土的抗渗性和砌筑块材的抗冻性

等。本条第1款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材料性能的试验方法标

准，如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GB/T 50082等，有关的产品标准，如国家标准 《烧结普

通砖》GB/T 5101等。这些标准规定了材料性能检验的数量，
取样检测材料性能的每组数量应符合这些标准的规定。每个检测

批取样的组数，应该根据检测目的与委托方协商确定。目前关于

材料性能的无损检测技术较少，通常都是借鉴材料强度的无损检

测技术。当采用材料强度的无损检测技术时，其检测数量可以借

鉴材料强度的检测数量，也可以与委托方协商确定。本条第2款

的检测仅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3.3.13 重要检测批的检测数量宜适当增加。计数检测项目可提

高一个或数个检测批容量分级的方法增加检测数量。例如检测批

容量为26一50时，可按表3.3.10检测批容量为51一90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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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容量为151一28。的B类或C类确定抽样数量，也可采取全数

检测的方案。材料强度的检测也可进行全部构件的检测。

3.3.14 本条第1款表示的是已经出现问题的构件。本条第3款

侵蚀性环境影响包括腐蚀性介质侵蚀、污染性物质、侵蚀性土

壤、冻融影响和有机材料的老化等。当本条所列的问题为个别构

件或连接时，应成为重点检测的对象，当为检测批共性问题时，

应视为重要的检测批。

3.3.15 检测数量与检测对象的确定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为指

定检测对象和范围，另一类是抽样的方法。对于建筑结构的检

测，两种情况都可能遇到。当指定检测对象和范围时，其检测结

果不能反映其他构件的情况，因此检测结果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

扩大。

3.3.16 检测项目是指材料强度和材料性能等，检测对象是指检

测批中具体的个体或样本。

3.3.17 本节提到检测技术只涉及材料层面和构件层面，建筑结

构的检测有时需要结构层面的检测技术。

3.4 结构和构件的检测

3.4.1 所谓结构层面的检测技术是适用于多种结构的检测技术，

例如结构动力性能的测试或监测等。构件层面的检测技术也是适

用于多种材料构件的检测技术，例如构件截面的尺寸与偏差等。

3.4.2 本条列出了结构层面的检测技术，也是各类结构通用的

检测技术。

3.4.3 本条规定了结构体系的构件布置和构造核查的方法。所

谓核查就是对照设计要求或有关标准的规定对构件布置和构造予

以确认。

3.4.4 建筑结构的动力检测，可分为环境振动和激振等方法。

对了解结构的动力特性和结构是否存在抗侧力构件开裂等，可采

用环境振动的方法;对于了解结构抗震性能，则应采用激振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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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近年来受到环境振动影响的投诉明显增加，因此增加本

项测试的规定。通常这些测试也需要采用监测的方法。

3.4.6 振动造成建筑装修和结构构件等的损伤是这类检测的重

点。在评定时区分建筑原有的损伤和振动造成的损伤体现了检测

与评定的公正性。当难于区分时，应该在报告中予以明示。

3.4.7 近年来此类检测与评定也大幅度增加，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S规定了相应的测试技术。本标准的

附录D也提供了主体倾斜的免棱镜全站仪测试方法。

3.4.8 不区分施工偏差容易引起误判或漏判。

3.4.10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对于建筑结构的监测分成施工阶段的监测和使用阶段的监

测。施工阶段的监测包括沉降监测、变形监测、应变监测和风及

风致响应的监测等。使用期间的监测除了有变形监测、应变监测

和风及风致响应的监测之外，还有地震动及地震响应的监测和温

湿度监测等。其中一些监测技术可以用于建筑结构检测中的监

测。该技术规范也有穿越施工引起周边结构沉降的监测，可用于

既有建筑结构受到影响的监测。

3.4.n 本条提示了构件层面的通用检测技术，结构构件是指结
构中的梁、板、柱、墙和屋架整体及其杆件等。

3.4.12 本条第1款的直接量测的方法包括卷尺、直尺、卡尺和

红外测距仪等。

3.4.13 本条第1款中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施工规范和验收

规范。

3.4.14 由于存在着预应力、施工阶段的起拱和施工偏差等，现

场测试得到的挠度未必是目标意义的挠度。

3.4.15 当需要判定构件适用性极限状态的变形时，对于有些构

件需要进行施加荷载的检验。

3.4.16 本条提供了结构垂直构件倾斜的检测方法，提示了检测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3.4.17 层间位移是荷载或作用达到规定值时的变形，倾斜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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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施工的偏差。

3.4.19 本条的动力特性是指构件的动力特性。构件的动力特性

与其受到的作用相关。

3.5 检测结论与判定

3.5.1本条把建筑结构检测的结论分成符合性判定结论和检测
结果的结论两类。所谓检测结论，例如混凝土强度的检测结论可

为，检测得到的混凝土 (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强度等级为C30

等。所谓符合性判定是要判定其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如果设计使

用的是混凝土标号时，也要进行相应的转换后再进行符合性判

定。本条的规定体现了结构工程质量检测与既有结构性能检测的

区别。

3.5.2 本条提出计数检测单个样本符合性评定规则。例如构件

的截面尺寸，设计文件规定了具体的尺寸，国家有关施工和验收

标准规定了允许偏差。由于存在既有结构需要进行结构工程质量

的检测，因此依据的标准应为结构工程施工所依据的国家有关施

工和验收标准。

3.5.3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计数抽样程序》GB/T 2828给出了

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计数抽样检测批的样本容量、正常一次抽样

和正常二次抽样结果的符合性判定方法。本条相关表中的符合性

判定数，对于参加验收的各方为合格判定数，对于第三方检测机

构可以作为判定施工质量达到合格验收要求的判定数。以表

3.5.3一3和表3.5.3一4为例说明使用方法:一般项目正常一次性
抽取样本容量为20，在20个样本中有5个或5个以下的样本被

判为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合格要求时，检测批可判为符合 (合格)

要求;当20个样本中有6个或6个以上的样本被判为不符合验

收标准的合格要求时，则该检测批可判为不符合要求。对于一般

项目正常二次抽样，第一次抽取样本容量为20，在20个样本中

有3个或3个以下样本被判为不符合验收标准的合格要求时，该

检测批可判为符合 (合格)要求，且无须进行二次抽样;当20

185



个样本中有6个或6个以上的样本被判为不合格时，该检测批可

判为不符合 (合格)要求，也无须进行二次抽样。当20个样本

中不符合 (合格)要求的样本为4个一5个时，应进行第二次抽

样。二次抽样的样本容量也为20个，两次抽样样本的容量为40

个，当第一次的不合格样本与第二次的不合格样本之和为9个或

小于9个时，该检测批可判为符合 (合格)要求;当第一次的不

合格样本与第二次的不合格样本之和为10或大于10时，该检测

批可判为不符合 (合格)要求。本标准中一般项目的允许不合格

率为10%，主控项目的允许不合格率为5%。表中不符合判定数

考虑了样本不完备性造成的检测结果不定性。这种判定方法符合

国际上通行的合格评定规则。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采用了本标准一般项目的合格评定

方法。

3.5.4 既有结构性能检测无须对检测结论进行符合性判定，但

是存在既有结构性能分析时有关参数取值的合理性问题。例如当

批量构件的尺寸检测结果具有符合性判定结论时，分析计算构件
性能的该批量构件的截面尺寸可以采用原设计值。

3.5.5 例如混凝土强度，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应作为符合性评
定的基准。

3.5.6 根据计量抽样检测的原理，随机抽样不能得到计量检测
被推定参数的准确数值，只能得到被推定参数的估计值，因此推

定结果应该是一个区间。本条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是一致的。推定区间

实际上是被推定参数的接收区间。本条提出的错判概率和漏判概

率与计数抽样检测的情况相同，都是考虑了样本不完备性引起的

检测结果的不定性;没有考虑检测方法偏差的不定性。

3.5.7 本条对计量抽样检测批的推定区间进行了限制，在置信
度相同的前提下，推定区间越小，推定结果的不定性越小。检测

机构和被检测方承担的风险也相应减小。样本的标准差和样本容

量决定了推定区间的大小，因此减小样本的标准差或增加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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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是减小检测结果不定性的措施。对于无损检测方法来说，增

加样本容量相对容易实现，对于局部破损的取样检测方法和原位

检测方法来说，增加样本容量相对难于实现。

3.5.8 本条对推定区间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作出规定。本条的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检测标准。本条规定主要针对结构工程质量

的检测，对于既有结构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解决标准差过大和难

于增大样本容量的问题。

3.5.9 异常数据的舍弃应有一定的规则，本条提供了异常数据

舍弃的标准。

3.5.10 本条提供了材料检测平均值推定区间上限值和下限值的

计算公式。表3.5.10选自现行国家标准 《正态分布完全样本可

靠度置信下限》GB/T 4885。当错判概率和漏判概率均为0.05，

推定系数k应选取表3.5.10中k(0 .05) 一栏对应的数值。此

时推定区间的置信度为0.90，也就是检测批材料强度实际的均

值产落人该区间的概率约为0.9。推定区间的上限值产1，虽然对
于工程建设方来说是宽松的合格判定值，但检测批材料强度的均

值产依然有大于产，的可能，其概率约为5%，也就是错判概率。
国际上通行的合格判定规则是，给定检测结果的平均值m同时

给出上、下值，并称之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本标准与国际标

准不同之处在于:(1) 对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要求用直接测试

方法的测试结果对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进行修正，用于减小

测试方法带来的测试结果的不确定性;(2) 要求对样本容量进行

控制，用于减小样本不完备性带来的不确定性。采取这两项措施

既有利于检测机构规避风险，又体现了结构工程质量检测的公正

性。但是对于既有结构的检测有时很难进行直接法的修正，检测

数量也受到限制，此时通过协商后，可选取推定区间的下限值

产2作为推定值。推定区间的下限值产:，对于检测机构来说是相
对保守的推定值，对于既有结构用户来说是偏于安全的推定值。

3.5.n 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具有95%保证率的标准值也是0.05

分位值。当推定区间的置信度为0.90且错判概率和漏判概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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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05时，推定系数为表3.5.11中对应于 (0.05)的kl和kZ

值。例如样本容量n=30，k:=1.250，k:=2.220。这一方法与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关于标

准差已知时的评定原理相同。当推定区间的置信度为0.85且错

判概率为 0.05 而漏判概率为 0.10时，上限推定系数取 kl

(0 .05) 栏中的相应的数值，下限推定系数取k:(0 .1) 栏中相

应的数值。例如样本容量n=30，k，=1.250，k:=2.080。

3.5.12 本条提供了符合性判定的方法。例如，混凝土立方体抗

压强度推定区间为17.SMPa一22.SMPa，当设计要求的fcu，k为
20MPa混凝土时，可判为立方体抗压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当设

计要求的fcu，k为25MPa时，可判为低于设计要求。
3.5.13 既有结构的检测无须进行符合性评定，但是可以使用符
合性判定的结论。

3.4.14 例如混凝土的抗渗等级，要按设计图纸的要求和有关标
准的规定进行符合性判定。

3.5.15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提出了完成预定功能能力的评定要求。目前缺乏这种评定

的规则和方法。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将结构的可靠性称为结构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为了

区分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本标准将这种评定简称为结构工程能

力的评定。结构工程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包括结构抵抗偶然作用

的能力、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保障结构构件位移变形与维系建

筑功能的能力 (适用性)和结构构件抵抗环境侵蚀作用的能力

(耐久性)等。通常结构工程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可由结构工程

的设计单位和有能力的第三方评定机构进行评定或鉴定。本条提

出的评定并非要对所有的能力予以评定，只是要对可能受到影响

的能力予以评定。例如混凝土构件钢筋的保护层偏小，一般情况

只需要对构件抵抗环境侵蚀作用的能力进行评定。

3.6 建筑结构的评定

3.6.1 本条提出结构工程、既有结构和受到外部人为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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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三类评定的区别。本条第1款对应于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存在

不符合判定时结构完成预定功能能力的评定。由于涉及一些有质

量争议的既有结构也需要进行相应能力的评定，因此能力的评定

应以结构设计施工图的要求或结构设计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的规

定为基准。例如当设计施工图标明的楼面活荷载大于结构建造时

荷载规范规定的荷载值时，评定时应使用设计施工图标注的荷载

值;当设计施工图标注的荷载值小于当时荷载规范规定的荷载值

时，评定时应使用当时荷载规范规定的荷载值。这是体现结构工

程能力评定公正性的规则。本条第2款为既有结构性能评定的规

则。既有结构性能评定的典型特征是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基本

规定为基准。这里所说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结构的设计标

准，只有设计标准有关于结构性能的规定。所谓基本规定是重要

的规定，对于抵抗偶然作用的能力来说就是不能出现倒坍或坍

塌，对于结构承载能力来说是结构体系和构造中最重要的规定，

对于构件的承载能力来说是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对用

适用性来说就是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维系建筑功能的能力，对于

耐久性来说是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的标志。第3款为受到影响结

构的评定规则，其评定主要是受影响前和受影响后性能或能力的

差异。

3.6.2 本条强调了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GB 50153关于结构抵抗偶然作用能力的设计规则。由于关
于结构抵抗偶然作用的能力已有许多的标准，本条仅规定了各类

评定所应该考虑的偶然作用。本条第1款为结构工程能力评定所

应考虑的偶然作用，包括设计施工图标明的偶然作用和设计依据

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偶然作用;通常认为50年超越概率2%

一3%的罕遇地震属于偶然作用。这里所要提示的是，即便是罕

遇地震，不同年代的标准也存在差异。本条第2款为既有结构性

能的评定，其抵抗罕遇地震能力的评定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和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进行其他可能出现偶然作用能力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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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燃气爆炸、严重的碰撞、火灾和洪水等，关于此类评定也有

了一些标准。这显然是要对委托方负责。本条第3款虽然也是设

计依据的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偶然作用，但是评定的方法不同，

评定为受到影响前后的差异。

3.6.4 本条提出结构承载能力评定的四个分项，其中作用与作

用效应的分析以及构件和连接的承载力两个评定分项也可视为一

个分项，称为构件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的评定。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规定的构件承载能力

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包括了作用效应和构件的承载力。

3.6.5 本条规定了结构体系与构件布置及结构的连接与构造核

查的规则。这里所说的构造为与构件承载力相关的构造，不包括

适用性的构造和耐久性的构造。结构工程的核查显然要以设计施

工图的全部要求和结构建造时有关标准的全部规定为基准进行核

查。既有结构则以国家现行有关结构设计标准的重要规定为基准

进行核查。受到影响的结构主要核查受影响的部分。

3.6.6 本标准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相当于设计阶段构件承载力

的设计值;作用效应评定值相当于设计阶段作用效应的设计值。

3.6.7 本条规定了确定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作用效应评定值

的规则。本条规定的荷载和作用包括荷载规范的荷载和进行承载

力验算的地震作用，其中既有结构经历过的荷载或作用包括风荷

载、雪荷载、楼面可变荷载和地震作用等。本条第1款第2) 项

的规定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规定。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规定的永久荷载分项系数为1.3，可变荷载的分项系

数为1.5，此系数适用于既有结构也适用于今后的建筑结构工

程。本条第3款规定应先进行荷载的组合，后计算作用效应;且

应考虑作用效应的不定性。作用效应的不定性是由轴线的偏差、

材料的非线性、几何非线性和分析模型的假定造成。该项规定包

括各类评定。本条第4款规定考虑作用效应不定性的具体方法，

该方法是计算技术不发达时采用的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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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本条规定了分析确定构件承载力的规则。规则分为材料

强度、构件的尺寸、系数和计算模型。材料强度中提示要使用实

测数据推定的具有95%保证率特征值，也就是材料强度的标准

值，并考虑材料强度的衰减和不可恢复性损伤对材料强度的影

响。例如钢筋严重锈蚀后，其强度也要受到影响。在构件尺寸的

规定中，提示了应考虑不可恢复性损伤的影响，如钢材的锈蚀

等。当受影响结构的尺寸参数与设计要求存在明显的偏差时，应

进行说明。在构件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中提示，对于既有结构，可

以进行调整;对于结构工程和受影响的结构，则应按照建造时的

有关公式进行计算。

3.6.9 以可靠指标为基准确定分项系数是这种设计方法的核心，

而长期以来这种设计方法使用材料强度的分项系数。现行国家标

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有既有结构基于

可靠指标调整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评定方法。本条提出了基于

可靠指标调整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应该具备的条件。

3.6.10 本条规定了确定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步骤与方法。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的

荷载分项系数为1.3和1.5。两者结合起来约相当于作用效应的

可靠指标凡为2.05。在实际中并不存在式 (3 .6.1介1) 中的作

用效应的变异系数兔，因此将其称为作用效应的名义变异系数。

在将可靠指标月分解成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月R和作用效应的可

靠指标风时，有时需要作用效应的名义变异系数兔和作用的综
合分项系数yF。在实用中只有各类作用的分项系数，没有作用
综合分项系数，也没有作用效应的分项系数。作用综合分项系数

是通过作用的分项系数与所占权重分析确定。有了兔和凡之后，
可以将式 (3.6.10一2) 作为分析确定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公

式。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S。。68

也提供了相应的公式。本标准的附录F规定了分析确定构件承

载力变异系数的方法和分解可靠指标的方法。

3.6.n 由于在分析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时使用的是材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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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构件尺寸的实际值，既有结构的材料强度和尺寸也可以实测，

因此使用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确定评定值时，可以使用材料强

度和构件尺寸的实测值。为使变异系数符合实际情况，分析模型

中基本消除了模型不定性的影响。模型不定性是有关标准解决试

验构件与结构构件承载力不定性的保守措施。当采用变异系数的

分析模型时，应附加考虑模型的不定性因素。当使用国家现行有

关结构设计标准的公式时，其材料强度的设计值应改换成本条第

1款规定的材料强度值。

3.6.12 本条提供了直接检测构件承载力的方法。

3.6.13 本条提出适用性评定的两个分项，建筑结构的各项能力

都是为了维系建筑使用功能。

3.6.14 本条提出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评定的规则。
3.6.15 有些构件的变形或位移可以通过现场的检测得到，此时

应区分位移和变形与施工的偏差。

3.6.16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关于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位移

和变形等的限值是在特定荷载作用下的限值，例如多遇地震 (不

考虑分项系数)作用下的层间位移等。这些位移是现场检测无法

确定的，应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计算确定。水平构件也可采取荷

载检验的方法。

3.6.17 所谓标准组合是指除主导的荷载外，其他的可变荷载可

以使用组合系数;所谓频遇组合，是指可以使用频遇值等。本条

把多遇地震下的位移和变形归为结构构件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3.6.18 结构位移和变形在有关标准限制范围之内，可以评定其

符合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但是只要变形和位移已经对建筑

的功能构成影响，就要评价其适用性存在问题。当分析认为其存

在适用性问题时，可将其评定为维系建筑功能的能力不足。这些

现象包括装饰装修出现破损、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和使

人员产生不安全感等。

3.6.19 本条规定有些构件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适用性也可以

采用实荷的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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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 本条提供了定量评定结构工程构件长期性能和抵抗环境

侵蚀能力 (耐久性能)的规则。本标准在相关章节中提供具体的

评定方法。这种快速检验和放置观测主要是推定出现耐久性极限

状态的时间跨度与设计使用年限之间的关系。截止到目前，只有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T 50476明确

提出了耐久性极限状态的标志与限值，国际标准150 13823将这

种状态称为初始劣化状态。这两者之间意义是基本相同的。

3.6.21所谓标志是可以观察到的特定现象，而限值则需要检验

或测试确定。本条提出了既有结构耐久性检测的规则和目的。本

条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和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规定

相同。

3.6.22 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标志的构件，无须推定耐久年数，

没有剩余使用年数可言，但要进行承载力和适用性的评定。例如

钢筋出现锈蚀，在计算构件承载力时，应使用锈蚀后的截面面积

和力学性能指标计算构件的承载力等。

3.6.23 本条提出了推定构件剩余使用年数的方法，现行国家标

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和 《建筑结构可

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有类似的规定。本标准在随后的

章节中列出了一些实用方法或将适用的方法引向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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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凝土结构

4.1 一 般 规 定

4.1.1本条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本章中混凝土结构的构件

包括混凝土的基础，不包括基桩。其他结构中的混凝土构件，如

砖混结构中的混凝土构件和混凝土基础，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

混凝土的强度与性能，也应按本章的规定进行检测与评定。

4.1.2 本条提出了混凝土结构和构件的主要检测项目。具体实

施的检测工作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混凝土结构的实际情况等确

定检测项目。构件尺寸与偏差、变形和结构的通用检测项目则集

中列在本标准第3章中。本条第2款的材料强度包括混凝土强

度、钢筋强度和钢材强度等，但钢材强度按第6章的规定进行

检测。

4.1。3 本章不再重复第3章中关于结构能力和性能的评定，但

提出既有结构性能评定的一些新的评定项目。混凝土剩余使用年

数的推定包括各种侵蚀环境的回弹比对推定、剩余碳化年数的快

速使用比对推定、冻融作用表面损伤的比对推定等。所谓剩余使

用年数是混凝土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标志的剩余年数。

4.2 原材料的质量及性能

4.2.1 混凝土构件的原材料包括钢筋和混凝土的原材料等。混

凝土的原材料包括砂石、水泥、掺和料和外加剂等。检验硬化混

凝土中原材料的质量或性能难度较大，因此当结构工程有剩余原

材料时，允许对剩余原材料的质量进行检验。原材料质量检验所

依据的标准应该为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当结构工程没有剩余

原材料时，应取样进行检测，其中钢筋的检测可以是质量的检

验，也可以是性能的检验。本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于在建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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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

4.2.2 本条规定是从构件中截取钢筋进行性能或质量的检验。

抽样方法和检验操作都应该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钢筋

质量的符合性判定应执行设计选定钢筋对应的国家有关标准的规

定。由于本条针对的是混凝土结构工程，因此本条第1款中同批

钢筋其取样数量可能只是一组钢筋。在实际检测中，可能要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取样组数。通常要通过调查才能找到结构中该批次

钢筋的构件。从现场取样检验钢筋的力学性能，一般应在受力较

小的构件上截取钢筋试样。钢筋质量的检验可分成化学成分分

析、公称直径和力学性能等。

4.2.3 造成混凝土早期出现质量问题的因素较多，水泥的安定

性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本条提供的方法可以判定水泥中游离氧化

钙对混凝土的潜在危害，所谓潜在危害是指以后的发展情况。

4.2.4 由于碱含量限值对应单位体积混凝土，而实际测试的样

品必须剔除芯样试件的粗骨料。因此需要确定芯样试件和粗骨料

的体积比，然后将剔除粗骨料样品的测试结果转化成单位体积混

凝土的碱含量。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784规定的硬化混凝土中可溶性碱含量的检测方法也进

行了这种转换。

4.2.5 在成形过程中，混凝土内部会出现高温和高湿情况，当

碱含量较高时会产生碱一骨料反应生成物。当存在有这种现象，

且未进行过骨料膨胀性检验时，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

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检验的试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784的规定获取与制备。

4.2.6 本条提示的骨料体积稳定性不仅限于碱一骨料反应，近

年来一些钢渣骨料混凝土也出现类似问题。遇有此类问题时也可

采取放置观测和蒸煮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其潜在的危害。

4.2.7 本条提示了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

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判定试件膨胀率观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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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当检验周期超过52周且膨胀率小于。.04%时，可判定

受检混凝土未见骨料体积膨胀反应的潜在危害。当检验周期未超

过52周且出现混凝土试件膨胀率超过0.04%、混凝土试件开裂

或反应生成物大量增加的情况，可判定受检混凝土存在骨料反应

所引起的潜在危害。

4.2.8 一些新出现的骨料体积稳定性问题，除应按本标准第

4.2.6条进行试件膨胀率观测外，还应从多方面分析其潜在危
害。本标准附录G虽然是水泥安定性 (游离氧化钙)潜在危害

的检验方法，但也可以用于骨料潜在危害性的检验。本条提供了

两种方法，第1款是对骨料进行检测，第2款是对混凝土的加速

检测。

4.2.9 海砂、海水、防冻剂、胶凝材料等都会含有氯离子，新

成形的混凝土构件也可能因此出现钢筋锈蚀的现象。遇有此类情

况应进行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

的测定目前有两类方法，其一为水溶性氯离子，其二为酸溶性氯

离子。混凝土中氯离子的限值多为与胶凝材料的质量比，硬化混

凝土的氯离子含量测试样品只能剔除粗骨料，无法剔除细骨料。

因此其测试结果应转换成硅酸盐水泥用量的百分数或胶凝材料用

量的百分数。

4.2.10 水泥质量包括过期、受潮和强度等。混凝土的配合比质
量包括水胶比、胶凝材料等的实际用量等。混凝土拌合物的质量

包括坍落度或扩展度等。检验硬化混凝土中水泥质量、水泥用量

和水胶比等的难度较大，因此可以对有疑义混凝土性能进行检

验。本条所述的性能不限于混凝土的强度，而是可以取样检验全

部可检的性能。硬化混凝土取样检验时，有些性能已无法检验，

如混凝土的收缩等。因此这种检验只能表明水泥质量等对混凝土

可检性能的影响程度。

4.3 构件材料强度

4.3.1 既有混凝土结构缺少钢筋品种和强度信息的情况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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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可以采用取样的方法。通常既有结构不宜取样过多，因此本

条规定为至少要知道主要受力钢筋的品种及其强度等级，以便于

计算时使用其标准值或标准强度。标准强度是钢筋强度标准值早

期的术语。在结构性能分析时，使用钢筋强度标准值或钢筋标准

强度通常相对保守。我国的混凝土结构规范有一段时期将钢筋强

度的标准值称为标准强度。

4.3.2 本条规定的不是直接测试方法与间接测试方法结合的方

法，而是判别主筋品种的方法。判别之后可选择构件受力较小部

分取样实测钢筋的强度。其中直读光谱仪的测试操作应符合所用

仪器的要求。

4.3.3 本条提示了混凝土强度的检测要区分工程质量检测与既

有结构性能检测。结构性能评定时有时需要使用混凝土的劈裂抗

拉强度，工程质量符合性评定需要确定混凝土的劈裂抗拉强度。

4.3.4 本条提出了间接测试方法测试既有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

的规则。通常认为回弹法和超声一回弹综合法均属于混凝土抗压

强度的间接测试方法，其系统不确定性较大。本条规定实质上允

许既有结构的混凝土抗压强度采用回弹法和超声一回弹综合法测

试，只是在特定情况下需要验证或修正。例如向上弹击混凝土楼

板的抗压强度或使用专用测强曲线等。所谓验证是指不需要对间

接法的检测结果进行修正。本条第3款超声一回弹综合法使用的

是普通回弹仪。

4.3.5 本条提出了既有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推定方法。当采

用材料强度分项系数对既有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进行评定时，应使

用具有95%保证率的特征值 (标准值)作为换算的基准值;当

采用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评定时，可采用平均值作为换算的基准

值。所谓换算是指换算成轴心抗压强度和轴心抗拉强度。

4.3.6 本条进一步提出了既有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应用

的方法，先要换算成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和轴心抗拉强度的标

准值。混凝土抗压强度具有95%保证率的特征值相当于150mm

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本条规定适用于材料强度分项系数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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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法。

4.3.7 后装拔出法、后锚固法和拉脱法实际上测试的是混凝土

试件的受拉承载力，并由受拉承载力转换成混凝土抗压强度。由

于不同品种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并没有统一的转换关

系，虽然这些方法都是局部破损方法，但是对于混凝土抗压强度

来说，应该属于间接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成为混凝土抗拉强度

的直接测试方法，但应该将测试结果直接与抗拉强度建立联系。

其中拉脱法虽然可以直接计算出试样的抗拉强度，但由于存在尺

寸等差异，也需要采取必要的换算关系。

4.3.8 考虑到检测单位将后装拔出法、后锚固法和拉脱法检测

结果转换成劈裂抗拉强度的现实问题，提出了验证和修正的

方法。

4.3.9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推定的方法。

4.3.10 本条规定了结构工程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的方法。间接

的方法可获取较多的数据，钻芯法可控制检测结果的系统不确定

性。当具有同条件养护标准试块时，可用试块的测试值作为直接

法的测试结果。检测结果的修正一般采用边长150mm的立方体

试块作为标准试块。

4.3.n 本标准关于混凝土抗压强度符合性判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的规则一致，两者的

差异在于样本容量不同。混凝土的标号为200mm立方体的抗压

强度值，且有85%保证率和平均值之分，在符合性判定时应予

以足够的重视。

    这里所要提示的是，某一阶段混凝土设计规范只有混凝土轴

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各阶段规范的材料强度分项系数并不相

同，且构件承载力的计算公式等也存在差异。在进行构件承载力

的符合性判定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没有特殊需要时，尽量不对

年代久远的混凝土结构工程的能力进行符合性评定。

4.3.12 本条规定了进行结构工程构件承载力评定时，应采用设
计年代的标准方法，转化为标准值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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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本条规定了结构工程的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的检测方
法。对于结构工程的检测来说，不宜单独使用间接的测试方法。

4.3.14 本条提出了结构工程的混凝土劈裂抗拉强度应用的

对象。

4.4 混凝土的性能

4.4.1 混凝土的性能可分为力学性能、工作性能、适用性能、

耐久性能和体积稳定性能等。本节的混凝土性能包括适用性的抗

渗性，耐久性的抗冻性、抗氯离子渗透性、抗硫酸盐侵蚀性等性

能。有关体积稳定性的一些检测项目见本标准的第4.2节 (混凝

土的收缩和水化过程中的温降收缩，是无法检验的性能)，有关

强度和强度等级检测见本标准的第4.3节。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如坍落度等，对于硬化混凝土来说是不可检测的性能。

4.4.2 本条提出了结构工程质量检测中混凝土抗渗性能、抗冻

(融)性能、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检验方法。

当送样检验数量不足、检验资料遗失、对水泥质量、混凝土配合

比或拌合物质量存有异议时，均可采用取样检验混凝土的性能。

最后要提示的是，钻取芯样的内侧端面应进行切割处理。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规定了取
芯的方法;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规定了检验的方法;《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GB/T 50081规定了混凝土性能检验时试件抗压强度的

检测方法。混凝土抗冻性能快速检验分成快冻法和慢冻法;混凝

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分为电通量法和氯离子迁移系数法两种

方法。

4.4.3 本条提供了混凝土性能符合性判定依据。不同年代的标

准对于混凝土性能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对于既有结构工程混凝

土性能的符合性判定应以结构施工时有效的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为依据。

4.4.4 本条提出了既有结构混凝土的抗渗性能、抗冻性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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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离子渗透性能、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测试方法。当不需要推定

耐久性的剩余使用年数时，可去除已经受到影响的表层混凝土。

既有结构工程混凝土性能的符合性判定时应去除受到影响的表层

混凝土。

4.4.5 本条提出了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检验方法。与混凝土抗

渗和抗冻性能相比，各有关标准均未规定混凝土的抗碳化性能指

标，因此无须进行符合性判定。同品种、同设计强度等级混凝土

快速碳化试件的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

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SOO82关于快速碳化28d一次

破型的要求。

4.4.6 本条提出了结构工程混凝土实际抗碳化能力的检测和判

定方法。取样的要求和数量与本标准第4.4.5条条文说明相同。

当构件有面层时，应该考虑面层的实际作用。当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时，快速碳化时间为28d。当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时，快

速碳化时间应适当延长。在没有有害物质的情况下，普通钢筋的

耐久性极限状态标志是混凝土出现锈蚀裂缝。碳化达到主筋表面

仅表明钢筋具备锈蚀条件。这是预应力钢筋达到耐久性极限状态

的标志，普通钢筋使用这种方法判定还是可行的。

4.4.7 有些构件表面带有涂层或保护面层，这些防护层能延缓

硫酸盐、氯离子的侵入速度和冻融损伤速度。进行能力判定时，

可以考虑其实际作用。带面层与不带面层的比较可体现出面层提

高抗硫酸盐侵蚀、抗氯离子渗透和抗冻融等能力的实际情况。本

条检测取样方法和数量与本标准第4.4.2条相同，试验方法也相

同。不同之处在于有些芯样试件带有面层。

4.4.8 有能力的评定机构可采取这种方法进行推断。这种方法

是依据当地的气象资料确定年等效冻融循环次数，并分析冬季混

凝土的饱水时间 (只有饱含水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冻融的累积损

伤)。将混凝土标准冻融循环次数与之相比，可判断出抵抗冻融

损伤的预计年数。

4.4.9 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通常设计会采取多道防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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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混凝土自身的抗渗能力时，不宜考虑设计采取的其他防水

措施的实际作用。

4.5 构件的缺陷与损伤

4.5.1 混凝土构件外观缺陷可分为露筋、蜂窝、孔洞、夹渣、

疏松、裂缝、混凝土的结合面等。混凝土构件内部缺陷主要包括

不可见的孔洞、疏松、不良结合面等。缺陷虽然是在结构工程施

工时形成的，既有结构也要对缺陷进行检测。

4.5.2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规定了外观缺陷的检测方法。这些检测方法均属于直接方

法，可用于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检测。委托方有要

求时，可通过剔凿、成孔等方法确定外观缺陷的深度。

4.5.3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规定了超声波法和电磁波反射法的检测方法。现行行业标

准 《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JGJ/T4n规定了冲

击回波法的检测方法。

4.5.4 混凝土为非匀质材料，不同品种和强度的混凝土内各种

波的传播速度并不是恒定值。在进行了间接方法测试后，为了保

证定位准确，应采用局部钻孔、取芯或开凿的直接方法对内部缺

陷进行确认。

4.5.5 一般的检测标准均不允许对有缺陷处混凝土进行检测。

当对构件的性能或能力进行定量评定时，缺陷处混凝土的强度或

性能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的规定进行检测。

4.5.6 混凝土构件的缺陷应按结构建造时有效的验收规范或技

术规程的规定，分类并判定所属严重程度。无论是构件能力的评

定还是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都可以考虑缺陷对构件承载力、适

用性和耐久性的实际影响。

4.5.7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的检

测。结构工程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可归为缺陷，既有结构的裂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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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损伤。

4.5.8 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JGJ/T

317提供了裂缝原因的判定方法。判定开裂原因便于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处理。我国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等技术标准均

不允许结构工程存在裂缝。结构工程出现的裂缝可归为缺陷。

4.5.9 造成混凝土构件开裂损伤的原因有环境温度、太阳辐射

热、位移与变形等间接作用、重力荷载等直接作用、混凝土体积

膨胀作用和钢筋锈蚀等。造成构件混凝土出现损伤的因素有环境

侵蚀作用，化学物质侵蚀作用，生活和生产活动的磨损，火灾的

影响，碰撞、爆炸和地震作用等造成的构件损伤破坏和坍塌等。

本标准不对已经破坏和坍塌的构件进行检测与评定。使用阶段造

成的裂缝可归为损伤。

4.5.10 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JGJ/T

317对裂缝种类和原因的判断有明确的规定。施工阶段的裂缝可

归为缺陷，使用阶段的裂缝可归为损伤。既有结构检测时这两类

裂缝可能并存。使用阶段开裂原因的判定有助于结构性能的

分析。

4.5.11 本条仅列出混凝土结构裂缝原因判定后的检测与评定方

法。本条第3款提出的受弯构件的开裂，是指梁板受拉区的裂

缝。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虽然有裂缝宽度的限值，但是一般情况

下受弯构件不会出现这种裂缝 (限制裂缝的公式相对保守)。出

现这种开裂的因素较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他裂缝原因的

检测可参见本标准第5章的规定。

4.5.12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对混凝土碳化深度的检测有详细的规定。

4.5.13 混凝土的损伤一般可以观察 (有时需要剔除表面装饰

层)，有需要时可量测受损的尺寸或深度。混凝土构件的损伤检

测应在损伤原因识别的基础上，根据损伤程度选择检测项目和相

应的检测方法。

4.5.14 环境作用损伤包括冻融损伤、风沙等的磨损、土壤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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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结晶损伤、环境水中的硫酸盐化学侵蚀损伤等。化学物质的侵

蚀损伤主要指生产过程中的酸碱盐等物质造成的损伤。气蚀是普

通气流或水流造成的损伤。构件混凝土表面出现这些损伤是达到

耐久性极限状态的标志。构件出现这种标志，表面应该采取修复

措施，并不等于构件的寿命终止。爆炸、碰撞、地震和火灾等造

成的损伤，不能视为耐久性极限状态的标志，但会对构件的耐久

J胜构成影响。

4.5.15 提出了结构早期受冻损伤与混凝土遭受冻融损伤的判定

方法。

4.5.16 将火损结构分成5种状态，以便于检测和评定。已坍塌

的混凝土构件一般已经没必要进行构件损伤检测。本条第1款的

状况为装饰层完好或仅出现被熏黑现象;本条第2款的状况为装

饰层脱落、构件混凝土被熏黑或混凝土表面颜色改变;本条第3

款的状况为混凝土出现龟裂、剥落、钢筋外露等损伤，但构件没

有超过有关规范限值的位移与变形;本条第4款的状况为梁类构

件产生明显的不可恢复的变形、严重开裂，墙柱类构件产生明显

的倾斜和梁柱节点出现位移和破坏。

4.5.17 评估受影响层厚度，检查是否存在空鼓。对表面或表层

混凝土性能劣化的区域，可检测力学性能等。对构件损伤状态的

区域，宜测定构件的位移和变形;也可在已出现破坏的构件上截

取钢筋与其他区域钢筋的力学性能进行比较。

4.5.18 对未封闭在混凝土内的预应力锚夹具等，可直接测量锈

蚀和损伤。

4.5.19 本条所称的损伤包括环境等作用的损伤和火灾等灾害的

损伤。本条所称的性能包括构件的承载力、适用性、耐久性和抗

坍塌能力等。

4.6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

4.6.1 钢筋检测包括钢筋位置、间距或数量、直径、钢筋锈蚀

状况和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等;其中钢筋锈蚀状况有无损检测、剔

203



凿检测或取样检测等方法。这些检测是工程质量检测时的主要项

目，也是既有结构性能评定时的重要检测项目。

4.6.3 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和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标准》JGJ/T 152也有修正的

规定。本条中的修正对应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验证对应于既

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4.6.4 钢筋搭接的无损检测难度较大，仅仅采用无损检测难以

得到准确数据，一般要结合局部破损的方法最终确定。

4.6.5 本条为工程质量检测钢筋符合性判定的规则。本条的国
家有关标准是指结构建造时有效的施工验收规范和技术规程等。

钢筋间距不均匀，但钢筋总数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况较多，遇有此

类情况应予以说明。

4.6.6 本条提出了既有结构钢筋检测结果的使用方法。

4.6.7 这些方法包括极化电极方法和半电池的电位法，都可归

为间接的测试方法。对于已经出现锈蚀裂缝或锈迹的构件，无须

采取这种方法检测。

4.6.8 直接量测的方法比较直观，但未必是绝对准确的。直接

拉伸检测，测定的是截面损失最大处的承载力。

4.6.9 新建混凝土结构一般不会出现钢筋的锈蚀。当混凝土中
含有氯离子时，钢筋才会过早地出现锈蚀。

4.6.10 预应力钢筋的锚夹具出现锈蚀后危害性更大，因此应该

予以检测。

4.6.11 钢筋锈蚀表明构件已超过耐久性极限状态的限制，此时

的评定需要考虑采取加固措施，需要考虑锈蚀钢筋的影响。

4.7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4.7.1 本条规定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检测项目，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是指采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预制混凝土构件在施工现场连

接安装的混凝土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分为全装配式和部分装

配式，工程实践中多数为 “预制+局部现浇”的部分装配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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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预制构件分成普通钢筋混凝土构件、集保温和门窗及管线等

为一体的组合混凝土构件。装配式结构局部现浇包括混凝土现浇

节点和梁、板、墙等叠合构件的现浇层;装配式结构的连接节点

分成套筒灌浆连接、浆锚搭接、螺栓连接、焊缝连接等形式。

4.7.3 预制构件进场验收包括外观质量、混凝土强度、钢筋配

置、保护层厚度、尺寸偏差、预埋件、预留插筋、预埋管线等。

进场验收应按有关标准的要求进行检验。当有争议或者发现异常

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低于本标准第3章中B类或者C类

更为严格的抽样方法，由有资质的检验机构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

行检测，并出具检验报告。

4.7.4 本标准仅规定结构性能的检测方法，目前对于受弯构件

的结构性能有明确的检验方法;其他类型构件的结构性能需要按

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的规定

制定检测方案，且通过有关参建方和生产方的确认，在施工现场

或将构件运送到试验室采用专门的加载装置及设备进行检测。组

合预制构件的其他性能包括保温、气密、水密等性能。

4.7.5 预制构件的安装质量包括轴线位置、标高、垂直度、平

整度等。

4.7.7 局部现浇混凝土质量的检测要求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一

致，故按现浇混凝土结构的有关方法进行检测。其内部的缺陷可

采用非破损结合开凿验证的方法进行检测。

4.7.8 结合面缺陷主要包括孔洞、脱空或杂物等，可采用混凝

土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粘结强度检测主要考虑结合面处理不

规范，影响混凝土二次施工的结合面粘结质量。

4.7.9 影响套筒灌浆连接节点性能的因素包括灌浆料强度、灌

浆饱满度、连接钢筋埋置深度等。灌浆料实体强度可采用小直径

芯样方法进行检测，在施工前应制定浆料强度检测方案，并对方

案涉及的套筒采取额外的附加措施，确保灌浆料试块后期截取方

便。试验时，根据同条件养护的标准试块和小直径试块的强度换

算关系，对小直径芯样抗压强度结果进行修正，推定灌浆料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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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目前对于灌浆饱满度和钢筋埋置深度，可通过内窥检查或

预埋传感器的方法进行检测。预埋阻尼振动传感器检测灌浆饱满

度的方法，需要在灌浆前制定套筒灌浆饱满性检测专项方案，根

据方案要求预埋阻尼振动传感器。

4.7.10 影响浆锚搭接节点性能的因素包括灌浆料强度、灌浆内

部缺陷等，根据试验研究结果，较小的灌浆缺陷对连接的性能影

响可忽略不计，故可采用冲击回波法进行检测，识别出较大的缺

陷，尤其是针对漏灌的施工质量问题。

4.7.11 螺栓连接和焊缝连接是干法连接，其检测方法执行现行

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和《钢结

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so621的相关要求。

4.8 混凝土结构性能评定

4.8.1 表4.8.1提供了各类混凝土构件的变异系数叔和可靠指

标汤的数值 (由于缺少必要的数据，混凝土冲切承载力和板柱

结节的弯剪构件的可靠指标风和变异系数氏可暂按压弯剪构件

确定)。有了氏和汤的具体数值就可以按本标准式 (3 .6.10一2)
计算确定分项系数介。式 (3.6.10一2) 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中的形式相同。

    这里要说明的是，表4.&1中的压是按照该表中氏计算确
定，在计算时使用了本标准附录E的式 (E.4.1)，在计算时作

用效应的参数为: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凡取1.5，作用效应的当

量变异系数魂取0.18，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ys取L27。作
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是按永久荷载的系数 1.2乘以相应权重

(0 .67)与可变荷载系数1.4乘以其权重 (0·33)之和确定。凡

约为1.5是按本标准附录E式 (E.2.2) 计算确定，计算时ys取
1.27，巍取0.18。

    当永久荷载的系数从1。2提升到1.3，可变荷载的系数从1.4

提高到1.5时，表4.8.1中的可靠指标可以按表1近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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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混凝土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和对应的可靠指标几

构件 受拉 纯弯 大偏压 小偏压 轴压 受弯斜截面 压弯剪

叔 0.06 0.08 0.10 0.10 0.10 0.13 0.16

人 2.90 2.58 2.47 3.13 3.13 3.08 3.16

    在计算表1中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风时，作用效应的参

数为: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风取2.05，作用效应当量分项系数
ys取 1.37，作用效应的当量变异系数兔按本标准附录E的式

(E.2.2)计算确定。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是按永久荷载的

系数1.3乘以相应相应的权重 (0 .67)与可变荷载的系数1.5乘

以相应的权重 (0 .33) 之和确定。这里要说明的是系数 1.3和

1.5可能接近于凡等于2.05·
    本条第2款和第3款表明混凝土构件的变异系数和可靠指标

也可按本标准附录E规定的方法计算确定。本条的规定适用于

批量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计算分析。由于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0一2010没有采用构件的系数，为体现公正性，结
构工程构件承载力的评定不宜采用构件分项系数的方式。但是在

分析工程质量的事故时，可以例外。

4.8.2 本条中构件承载力的评定值相当于设计阶段构件承载力

的设计值。式 (4.8.2) 主要表明构件几何参数可以取实测值;

了谕也可是轴心抗压强度或轴心抗拉强度的均值。这些均值可由

实测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平均值转换得到。当使用材料强度分项系

数时，应该使用材料强度的设计值 (材料强度的标准值除以分项

系数)。当使用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评定时，恰当的评定宜为构

件承载力的失效概率满足或不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4.8.3 批量构件的分项系数依据构件承载力的不确定性变异系

数氏确定。单个构件承载力的裕量可通过实荷检验确定。对混

凝土结构来说，梁板等构件容易施加荷载。

4.8.4 本条提出的是国际上混凝土构件承载力设计中的共性问

题。本条第1款表明，用偏压和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

207



分别分析压弯剪共同作用的有侧移框架柱的承载力会存在评定值

明显偏高的问题，这是构成地震作用下有侧移框架柱端部出现破

坏的原因之一，有侧移框架柱端部是弯矩、剪力和压力共同作用

的区域。有侧移框架柱考虑压弯剪共同作用的计算公式可能要参

考有关研究报告或学术期刊的有关研究论文后确定。本条第2款

规定混凝土悬挑构件除了应该按斜截面验算构件承载力外，还应

该使用折减系数。由悬挑构件支点的特性，使得其承载力的变异

性明显大于同样荷载的简支构件，因此其斜截面的承载力应该在

同等荷载简支构件的公式上使用折减系数。试验研究表明集中荷

载作用下简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的变异系数远大于均布荷载的变

异系数，其分项系数应该相对较大。考虑到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对于剪跨比较小的情况留有较大的

模型不确定性余量，所以对折减系数的剪跨比进行了限制。因本

标准条件所限，折减系数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可以大幅度减少悬

挑构件坍塌的事故。本条第3款表明，使用抗冲切的公式，对板

柱结构柱顶区域的承载力进行设计和评定时，评定值会大幅度地

偏高。原因在于抗冲切公式体现的是纯剪切的破坏，而板柱结构

的柱顶区域除了有较大的剪力之外，还有较大弯矩。这也是造成

板柱结构频频出现塌落的原因之一。本条第3款提供了抗冲切承

载力的折减方法。本条的规定适用于使用构件分项系数和使用材

料强度分项系数的混凝土结构，适用于工程质量的评定和既有结

构的评定。

4.8.5 本条第1款中，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规定的对应参数为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50年超越概

率约为63%地震为多遇地震，地震特征周期可能会略长于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On规定设防烈度地震的

周期，因此有本条第2款的规定。本条第3款、第4款和第5款

都是符合适用性设计的规定。本条第7款为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

评定，保证结构构件不出现明显的损伤。本条第8款是适用性或

结构维系建筑功能能力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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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本条提出了稳定氯离子侵人深度剩余年数的推定方法。
氯离子的侵人分为气态 (氯气)、液态 (海水等)和干湿交替环

境侵人等3种情况，其中干湿交替环境的侵人速度可能较快。本

条第1款要求测定混凝土表面氯离子的含量和侵人深度，有效测

试样品数量不宜少于6个，其中氯离子侵人深度DI可以是含量

达到有关规范规定临界值的深度。一般认为氯离子含量达到临界

浓度时，钢筋具备锈蚀条件。氯离子含量的检测可以采用本标准

规定的方法或其他分析测试方法。氯离子的扩散公式 (有些称为

扩散方程)较多，有些是通过试验统计得到的，有些是依据经验

得出的，有些是依据扩散定理确定的。所有扩散公式与实际结构

的氯离子侵人均可能存在差异。将实测的扩散深度D，和侵人时

间tl代人扩散方程，可以修正两个参数，一个是时间参数的指

数，另一个是扩散系数。例如D=k万中，k为扩散系数，t的指

数为0.5。当k为已知时，修正的参数应该为t的指数;当k无

法测定时，修正的参数应该为扩散系数k。有些扩散系数中有水

胶比、水泥用量、水泥品种等参数，对于硬化混凝土来说这些参

数无法测定。有些扩散系数使用了混凝土强度参数，这是可以实

测的参数。本章中也有氯离子扩散系数的检验方法。对扩散公式

调整后，其推算结果会相对准确。氯离子临界浓度深度达到钢筋

表面，钢筋并非具备锈蚀条件，另一项指标是碳化深度也要达到

钢筋表面。因此，采取这样的分析方法可能是适当保守的。

4.8.7 本标准第3章提出了调整已有统计规律的剩余使用年数

推定方法。本条引用的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

标准》GB/T 50784规定的调整 “碳化公式”方法与本标准第

4.8.6条氯离子侵人深度的方法类似。本标准第4.8.8条中提出

的快速试验推定剩余碳化年数也使用这种类似的方法。

4.8.8 本条第1款中的取样数量是最小数量。当不能进行本条

第4款的预测时，宜适当增加取样的数量。第2款中的芯样碳化

深度的代表值D，和实际碳化年数tl是本方法重要的参数，第3

款中的tz.e和t3，。就是依据这两个参数推定的。而这些推定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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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款的预测。第4款的预测主要目的是减少取样数量。这里需

要提示的是，当碳化限制值C与Dl比较接近时，t3可能小于t:。

本条的外侧端面是指混凝土芯样试件有自然碳化的端面。第5款

的每组碳化深度代表值是该组所有芯样试件碳化深度代表值的平

均值。快速碳化试验最大的问题是难以与自然碳化建立联系，第

7款就是要建立这种联系。第8款，无论是 T，在前还是兀 在

前，有第1次破型之后就可以对第2次破型的时间予以适当的调

整，调整之后的偏差可能会进一步减小。通常按第10款确定的

t3可能会明显大于式 (4.8.8一1)计算的t3值，既有建筑剩余使用

年限的推定宜选用适当保守的年数。

4.8.9 快速冻融试验结果难于推断结构混凝土出现冻融损伤的

年数，原因是各地的年等效标准冻融循环次数难于确定。有了一

定年数冻融循环经历的混凝土可利用其经历的情况，结合快速冻

融循环的试验推定出现冻融损伤的剩余年数。其最基本的原理是

遭受冻融影响的混凝土表面强度会有明显的下降，这是本条要进

行芯样试件外侧端面和内侧端面回弹测试比较的原因。回弹测试

的是表面硬度，硬度与强度有相关性;外侧端面回弹值偏低体现

了实际冻融循环年数 tl的作用效果。当混凝土芯样内侧端面的回

弹值降低到同样水平时，利用此时实际的标准冻融循环次数Nl

与tl，可近似得到年等效冻融循环次数。当芯样试件外侧端面的

回弹降到无法测试时，表面马上就要出现冻融损伤。此时的标准

冻融循环次数NZ对应剩余年数t3，NZ除以年等效标准冻融循环

次数可得到t3，也就是混凝土出现冻融损伤的剩余推定年数。本

条规定的方法也可用于砌筑块材冻融损伤剩余年数的推定。

4.8.10 工业建筑和土壤中的混凝土构件或砌体都会存在硫酸盐

侵蚀结晶损伤的现象。标准的干湿循环快速试验就是要模拟这类

损伤。有了结构混凝土遭受硫酸盐侵蚀的实际侵蚀的年数t:和混

凝土表层强度降低的情况，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和快速干湿循环

试验推定出现硫酸盐结晶损伤的剩余年数。在干燥地区，土壤中

硫酸盐侵蚀的混凝土或砌筑块材的结晶损伤通常出现在地面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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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层之间。在严寒和寒冷地区，这些部位有时可能同时存在硫酸

盐结晶损伤和冻融损伤。本条规定的方法可用于砌筑块材的硫酸

盐侵蚀结晶损伤剩余年数的推定，只是快速试验时应将芯样试件

换成砌筑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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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砌 体 结 构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本条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本章的砌筑构件包括砌筑

基础。

5.1.2 将砌体结构的检测分为六个检测项目，每个检测项目又

可分成若干个分项。具体检测时可根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既有结

构检测和结构评定或鉴定的需要选择必要的检测项目。

5.1.3 本条为砌体结构检测批划分的规定。当进行砌体力学性

能检测或砌筑砂浆强度检测时，前4款规定应该同时满足。当仅

对砌筑块材检测时，检测批应符合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由单

一块材构成的砌筑基础可视为一个检测批。

5.1.4 本条提出砌体结构新的评定项目。其中第2款涉及用户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第3款的评定是基于可靠指标调整构件分项

系数方法的应用。该方法也可用于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出现问题后

砌体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评定。第4款是建筑抗震设计今后可能

增加的项目。第5款是耐久性的评定。

5.1.5 本条第1款受压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是指受压构
件出现贯通且较宽的竖向裂缝或墙体中部出现侧弯等。本条第2

款是指墙体出现与轴线垂直方向的倾斜。本条第3款的现象常见
于爆炸和地震等灾害作用之后。砌体结构在基础不均匀沉降影响

下容易出现局部坍塌。在火灾等发生之后，建筑内部通常有大量

有毒有害物质。本条中避免造成人员伤亡的有效措施包括检测和

评定人员。其他结构存在本条第3款一第5款的现象时也应采取

相应的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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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砌 筑 块 材

5.2.1 本条提出了砌筑块材的检测分项。砌筑块材常规的质量

包括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有些砌筑块材还有其他的质量要求。

砌筑块材的性能并不完全相同，有抗风化性、抗冻性、吸水率、

抗渗性、收缩率和安定性等。通常砌筑块材的性能应该是出厂检

测项目。砌筑块材进场验收或送样检验时，砌筑块材的有些性能

已经无法检验，例如砌筑块材的体积稳定性 (如收缩率等)。因

此本标准仅规定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实施检测的块材性能。几

乎所有的块材都有强度和强度等级或级别的规定，强度等级是砌

体工程的砌筑块材符合性判定的对象。各种砌筑块材的强度与强

度等级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随着产品标准的修订，

强度等级与强度之间的关系也会改变，在进行砌筑块材强度等级

的符合性判定时应予以注意。

5.2.2 砌筑块材的缺陷包括缺棱、掉角、裂纹、泛霜、石灰爆

裂和弯曲等。砌筑块材的有些尺寸和缺陷可以在砌筑构件上直接

量测。既有结构的砌筑块材质量无须进行符合性判定，但有时需

要确定块材的尺寸和可见缺陷。例如砌体力学性能原位测试或切

制取样测试的部位，推定砌体抗压强度时需要考虑块材缺陷的不

利影响。
5.2.3 砌筑构件实心砌筑块材的部分外观缺陷无法量测，此时
需要采取加大抽样数量的方法，解决不可量测的缺陷和尺寸问

题。本条第2款规定的数量并未考虑不可量测的问题。本标准一

般项目A类计数抽样数量适用于砌筑块材的进场验收检验，砌

体工程已经砌筑的块材检测数量应该大于A类计数抽样的数量，

可按B类或C类进行抽样。当考虑不可测试的缺陷时，需要适

当增加检测数量。本条第3款的取样可结合砌筑块材性能、强度

或砌体强度检测进行。本条第4款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砌筑

块材试验方法和有关产品标准。单个砌筑块材的符合性判定应执

行结构建造时的砌筑块材产品标准或验收规范的规定。本条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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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为检测批的符合性判定。

5.2.4 砌筑块材的性能是符合性判定的重要项目，也是砌体性

能评定要确定的重要因素。当需要进行检验时，只能采用取样检

测的方法。目前没有间接检测砌筑块材性能的方法。这里要提出

的是，即使采用取样的方法，砌筑块材的有些性能也无法进行

检验。

5.2.5 从砌体上抽取砌筑块材进行检测，较非破损检测结果更

为客观、可靠。但抽样检测会给砌体造成局部损伤，因此取样时

应选择受力较小的部位，有时还需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从砌体

上抽取试样容易造成砌筑块材破损，对测试结果造成影响，因此

要注意样品的选取。本条砌筑块材的取样包括砌筑块材强度检测

的样品和砌筑块材性能检验的样品。

5.2.6 取样检测砌筑块材性能可以包括:抗冻性、体积密度、

石灰爆裂、泛霜、吸水率、饱和系数、碳化和软化等。现行国家

标准 《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GB/T 4111和 《砌墙砖试验

方法》GB/T 2542等规定了试验数量、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的

分析方法。本条规定也适用于砌筑块材强度的取样检测。

5.2.7 回弹法检测速度快，对砌体无损伤，成本低，因此在检

测中应用比较普遍。回弹法检测的是砌筑块材的表面硬度，其系

统不确定性较大，砌体工程质量的检测宜采用取样法对回弹法检

测结果进行修正。砌筑块材抗压强度检测提供的是平均值，因此

修正时可执行本标准附录A关于平均值修正的相关规定。从目

前的情况看，多数砌筑块材的抗压强度并不等同于砌筑块材强度

等级。有些砌筑块材强度等级的符合性判定需要采用回弹法辅助

进行检测。本条的规定适用于有标准规定回弹测试方法的砌筑块

材;也可用于没有规定的回弹测试方法的既有结构砌筑块材。通

常情况下，按本条规定测定的块材强度不宜直接用于砌体抗压强

度的推定。

5.2.8 本标准附录M规定了烧结普通砖强度的回弹测试方法。

该方法换算的烧结普通砖的强度明显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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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315规定的回弹法测定的烧结普

通砖换算强度。差异在于前者对应于砖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后者仅对应于砖的抗压强度。换算强度低时，推定砌体抗压强度

也许更为合适。本方法的检测结果不能用于新建砌体结构砌筑块

材强度等级的符合性判定，但可以用于烧结普通砖标号的近似评

定，也可用于砌体抗压强度的计算推定。

5.2.9 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一2011规定:

石材强度等级，可用边长为70mm 的立方体试块的抗压强度表

示。抗压强度取三个试块抗压强度的平均值。试块也可采用表2

所列边长尺寸的立方体，但应对其试验结果乘以相应的换算系数

后方可作为石材的抗压强度。

                    表2 石材强度的换算系数

5.2.10 试验结果表明，直径70mm花岗石芯样试件的抗压强

度约为70mm立方体试块抗压强度的85%。

5.2.n 砌筑块材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并不等同于砌筑块材的强度
等级。有些砌筑块材的强度等级用抗压强度标准值表示，有些砌

筑块材的强度等级用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标准值表示，有些砌筑块

材的强度等级用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表示。有一段时期，有

些块材的强度等级或标号，采用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和最小值以及

抗折强度的平均值和最小值4个指标表示。

5.2.12 本条规定了采用抗压强度标准值表示的砌筑块材强度等

级的符合性判定方法。这类砌筑块材抗压强度标准值的推定类似

于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有些砌筑

块材的强度等级采用标准值和平均值双控的方式。此时，两项指

标都应该进行符合性判定。推定砌筑块材的标准值也可采用取样

方法，但此时取样数量较多。

5.2.13 有些砌筑块材的强度等级采用抗压强度平均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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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控的表示方法。本条提供了两种这类砌筑块材强度等级的符合

J性判定方法。在砌筑块材进场合格验收时，通常可送一组块材进

行强度的检验。本条规定适用于有质量争议的砌体结构，因此取

样组数宜适当增加。本条第2款为修正回弹测试结果的方法。回

弹测试可采用本标准第5.2.7条规定的方法。通常回弹换算抗压

强度的离散性小于取样实测抗压强度的离散性，因此其测试组数

宜适当增加。本条规定的1组试样的数量应依据相应产品标准

确定。

5.2.14 砌筑块材的抗折强度确实会对砌体的抗压强度构成影

响，但是块材的抗折强度很难与回弹法检测结果建立修正关系。

本条第2款要求增加回弹测试的数量，适当体现抗折强度对强度

等级或标号的影响。

5.3 砌 筑 砂 浆

5。3.1 本条提出砌体结构中砌筑砂浆的检测分项。砌筑砂浆的

J胜能虽然较多，目前只能测试其抗冻性能。

5.3.2 筒压法、点荷法和砂浆片局压法均属于取样的检测方法。

取样时会造成砌体的损伤，但取样是直接的检测方法，其系统偏

差 (不确定性)较小，因此宜采取回弹法与取样法相结合的检测

方法。取样应取水平灰缝的砂浆作为试样，不应取竖缝中的砂

浆。现行国家标准《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

对这些检测方法有明确的规定，按该标准推定的烧结砖砂浆强度

对应于砖底模的砂浆立方体抗压强度，该强度值可用于推定砌体

的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本条第2款规定既有砌体结构的砌筑砂

浆强度可采用回弹法测试。该测试结果并不用于符合性判定，而

是用于推定砌体的抗压强度或抗剪强度，此时可以采用适当保守

的检测结果。

5.3.3 虽然点荷法和砂浆片局压法没有石砌体砂浆强度检测的

系统试验资料，但这两种方法的试验原理表明，砂浆试件的测试

结果与砂浆强度有关，而与砌筑砂浆材料的性质和块材的品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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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这两种方法也适用于石砌体砂浆强度的检测。现行行

业标准 《贯人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136规

定的方法是对钢底模立方体砂浆试块强度的测试，与现行国家标

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中预拌砂浆强

度的试验结果相近。可以用于吸水率较低的砌筑石材砌体的砌筑

砂浆强度的测试。本条第3款规定的砌筑砂浆强度贯人法检测结

果可用于石材砌体强度的推定。

5.3.4 非烧结类块材包括混凝土普通砖、混凝土多孔砖、混凝

土小砌块、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等。现行行业标准 《非烧

结砖砌体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GJ/T371规定了这些块材砌筑砂

浆强度的检测方法。本条第3款规定的砌筑砂浆强度回弹检测结

果可用于非烧结砖砌体强度的推定。

5.3.6 遇到本条所列的情况，检测砌筑砂浆受影响的深度、范

围和劣化程度，可以为鉴定和处理提供依据。

5.3.7 砌筑砂浆抗冻性能是保证砌体耐久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本条提供了砌筑砂浆抗冻性能的检测方法。抗冻组和对比组砂浆

强度可采用砂浆片局压法测定。本方法不宜用于砂浆抗冻剩余使

用年数的推定。

5.3.8 本标准附录H规定了剔除粗骨料后混凝土试样中水溶性

氯离子含量的测定方法。该方法也可用于砌筑砂浆中氯离子含量

的测试。

5.4 砌体的力学性能

5.4.1 本条提出了砌体力学性能的检测分项。在进行砌体工程

质量的检测时，除了提供砌体强度的测试值之外，还应提供其标

准值的估计值，原因是砌体结构设计规范提供的是砌体强度的标

准值和设计值，没有提供砌体强度的平均值。砌体强度的设计值

是在其标准值的基础上除以材料强度的系数确定，因此在使用材

料系数时也应先确定砌体强度的标准值。当按本标准使用构件的

系数时，无须确定砌体强度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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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该方法采用较薄的扁式液压千斤顶，可放人砌体结构的

灰缝中检测砌体的弹性模量和应力状况。在基础产生不均匀变形

等情况时，需要了解砌体的应力状况。

5.4.3 三种方法各有长处和短处。直接法的系统偏差小，但是

会造成明显的破损，测试数量受到限制。推定的方法会存在系统

偏差，对于无争议的既有结构采取适当保守的推定措施时，可以

单独用于推定砌体强度;但是单独用于砌体工程质量的检测时会

引发争议。采取以上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方法有时效果较好，但并

非所有品种砌筑块材构件的砌体强度都有直接的检测方法。遇有

特殊需要时，可采用切制试件法进行检测。

5.4.4 本条是对砌体抗压强度直接检测方法的规定。原位轴压

法和扁顶法的检测部位不能选在上部正压力为零的位置，如窗间

墙或女儿墙，否则试验误差很大。由于是微破损检测方法，检测

选点时就应估计测试部位的破损不会影响结构的安全，且测试部

位墙体的受力是均匀的。切制试件可选在窗间墙和女儿墙等部

位。切制试件应在修整后方可进行试验，否则会对检测结果构成

影响。

5.4.5 本条是对砌体抗剪强度直接测试方法的规定。砌体原位
单剪法对墙体损伤较大，应注意检测不要对结构的受力造成过大

影响。砌体原位双剪法的测试位置要有足够的约束，否则检测时

的水平推力易使墙体产生裂缝。钻芯法在钻取芯样时会造成块材

的脱落，此外其测试面相对较小。

5.4.6 直接法检测的砌体强度反映的是砌筑材料强度 (有时包

括块材强度和砂浆强度，有时仅有砂浆强度)和砌筑质量的综合

性指标，用该强度值去直接推定砌筑砂浆强度或砌筑块材强度会

有较大的偏差。砌筑块材和砌筑砂浆都有取样检测方法和无损检

测方法，因此本标准不推荐用砌体强度的检测结果推定砌体的材

料强度。

5.4.7 各年代的砌体结构设计规范都提供了砌体抗压强度平均

值的计算公式。由于有些砌体强度计算的公式在现行规范中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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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消，例如空斗砖砌体等，因此本条推定应该选用设计依据标

准适用的公式。在砌体抗压强度计算公式中，砌筑块材的强度起

到主导的作用，计算中适当降低砌筑块材强度参数的取值是保守

的措施。本条第3款规定，当水平灰缝的饱满度达不到有关要求

时，宜考虑砂浆强度折减系数，该项规定适用于砌体抗压强度和

抗剪强度。本条第4款规定，当水平灰缝的平均厚度大于现行国

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的规定时，

可对砌筑砂浆强度的取值或砌体强度计算值使用折减系数。第4

款的规定适用于砌体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的推定。对于砌体抗剪

强度来说，两种调整基本相当。对于砌体抗压强度来说，调整砂

浆强度的力度相对较小。本条第5款主要针对砌体的抗剪强度，

但水平灰缝的平直度有时也会对砌体抗压强度构成影响。

5.4.8 本条规定了砌体强度直接法对推定强度修正和验证的方

法。本条第1款对有直接法对应的推定法试样的测试做出规定。

无直接法对应的推定法试样，宜随机布置在同一检测批砌体的适

当位置。本条第2款规定了直接法的最小试样数量。在这里要提

示的是，应该尽量扩大直接法与推定法样本数量的差别，否则不

能充分发挥直接法的作用。本条第4款规定了采用材料强度系数

或砌体强度标准值符合性判定时推定法的最小测试数量，这也是

全部采用直接法检测时的最小试样数量。这里需要提示的是，砌

体强度的离散性较大 (变异系数0.17一 0.20)。本款规定的样本

容量求出的砌体强度变异系数必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客观地

讲，这样的样本容量大概适用于确定砌体强度的平均值，当确定

用于砌体强度的标准值时，样本容量显然偏小。本条第6款规定

了砌体强度直接法对推定法修正的方法。该方法分成有直接法对

应的推定强度的修正或调整，以及无直接法对应的推定强度的修

正或调整。本条第7款是对验证的说明，所谓验证通常不需要修

正，但如果推定强度偏高时，也可进行调整。当既有砌体强度采

用材料系数时，可采用验证方法或完全推定的方法，此时的推定

数量也应该执行本条第4款的规定。本标准推荐对于既有砌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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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使用构件系数，当使用构件系数时，检测的数量可大幅度

减少。

5.4.9 本条适用于可采用直接测试方法进行比较的砌体。直接

法的测试包括遭受影响和未遭受影响的砌体。在遭受影响区域的

试样宜选择受影响较大的部位。进行两种情况比较，可直接反映

出火灾或腐蚀的实际影响。

5.4.10 本条适用于确定结构工程质量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检测

的砌筑构件承载力评定时的砌体强度，不能用于结构工程砌体强

度的符合性判定。本条规定的直接法检测数量为最小检测数量。

对于结构工程来说，这一检测数量对应于一个检测批，对于无质

量争议的既有结构来说，检测数量可以是砌块品种、块材强度等

级和砌筑砂浆相同的所有构件。级差是该组检测数据中最大值与

最小值的差值，级差与检测结果平均值的比值体现了检测结果的

离散性。检测的组数增多时，这种变异性可近似反映检测对象的

变异系数。检测数量增多到一定程度，可以得到变异系数的估计

值。这里要提示的是，现场检测得到的变异系数与砌体结构设计
规范标准值所隐含使用的变异系数不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的变

异系数氏或氏，v是在砌筑材料强度已知，砌筑质量相当的情况

下，砌体强度统计公式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变异性，体现的是

不确定性因素，可以用于确定构件承载力的分项系数。虽然这些

数值偏大，但是其数量较大，目前无人可改动。现场检测数据变

异系数或变异性数值带有砌筑材料强度的差异和砌筑质量的差

异，同时含有不确定因素。因此当检测数据的变异性大于相应的

变异系数时，要取检测数据的最小值作为代表值，反之则可使用

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代表值。本条的砌体强度代表值是使用构

件系数的基准值，也可视为砌体强度平均值的推定值，无须推定

标准值体现了使用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优势。本条第3款规定

了推定数量不少于5个时，砌体抗压强度的代表值可取推定区间

的上限值，原因在于推定抗压强度偏于保守。本条第4款规定了

推定数量不少于6个时，砌体抗剪强度代表值的取值规则。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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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款规定了构件受压承载力和构件受剪承载力的分项系数取

值。在评定中，将有关标准承载力公式中的材料强度设计值用推

定的代表值除以构件的分项系数替代即可进行评定。

5.4.n 本条规定了结构工程质量直接法检测砌体强度的符合性

判定方法。本条与本标准第5.4.10条的差别之一在于直接法检

测的数量略多，以便于检测后的评定。差别之二在于本条砌体强

度的标准值是确定砌体强度设计值的基准。砌体工程砌体强度的

符合性判定对应于结构设计所依据的砌体结构设计规范中砌体强

度的标准值或设计值。这里要提示的是，砌体强度的标准值可能

会因规范的版本而异。差别之三在于第5.4.10条的代表值不需

要使用变异系数，而本条则要使用变异系数推定标准值。由于试

样数量较少，不能准确反映砌体强度变异系数的实际情况，本条

推定标准值所用的变异系数为设计依据有关标准规定该类砌体强

度标准值时实际使用的变异系数，该变异系数可通过砌体强度平

均值的计算值与砌体强度的标准值计算确定。

5.4.12 采用砌体强度的设计值进行符合性判定时，可以将推定

的设计值与设计依据标准规定的设计值进行比较。

5.4.13 本条确定砌体强度代表值的方法与本标准第5.4.n条

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有了推定法的推定强度可以估计样本的变异

系数，而第5.4.n条只能有体现变异性的参数。推定标准值的
变异系数只能取设计依据标准的规定值。由于本条规定的样本容

量在分析砌体强度变异系数时的不确定性较大，因此采取了两项

措施。其一为本条第3款规定的强度代表值取0.5分位值的下限

值;其二为第4款与第5款标准值的推定值没有使用0.05分位

值 (标准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本条与第5.4.n条的差别在

于变异系数使用了样本的计算变异系数。

5.4.14 砌体工程和既有结构都可以使用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进

行评定。既有砌体结构无须进行砌体强度的符合性判定。使用构

件的分项系数进行评定更为方便，但是当使用材料强度的系数进

行承载能力的评定时，则需要先计算砌体强度的标准值。本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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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三种情况下确定砌体强度标准值的推定值的方法。本条第1

款对应于推定强度数量为5个或6个，此时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推

定标准值的变异系数振或鼓，v，因此其变异系数可以取统一规

定的值。这些统一规定的变异系数与本标准确定构件承载力分项

系数所采用的数值相同。本条第2款对应于推定强度的数量为

10个或15个，此时不能保证0.05分位值 (标准值)的推定区

间在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可控范围，因此其推定值没有取0.05

分位值推定区间的上限值。本条第3款规定当关于。.05分位值
推定区间满足本标准第3章的相关要求时，砌体强度标准值的推

定值可取推定区间的上限值。这里要提示的是，推定强度数量为

10个或15个时，可能会满足这一要求。本条规定砌体强度的代
表值均可取0.5分位值的上限值，这是因为推定的砌体强度是适

当保守的。

5.4.巧  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规定的

材料强度系数可用该规范规定的砌体强度设计值与砌体强度标准

值的比值确定。

5.5 砌筑质量与构造

5.5.1 本条提出砌体结构砌筑质量的检测分项。砌筑质量一般

对应于砌筑结构工程，既有砌体结构也需要进行砌筑质量的

检测。

5.5.2 尺寸规整的砌筑块材上下错缝、内外搭砌和规定的砌筑
方法 (柱的非包心砌法)等是保证砌筑块材形成砌体构件或结构

的重要措施。毛石砌体多采用交错组砌方式，因块材不规则等原

因，砌筑中容易造成左右、上下、前后没有有效交搭，甚至形成

通缝，墙体里外互不连接，自成一体，尤其在墙角及丁字墙接搓

处更多见。这些情况使石砌体的承载力降低，稳定性不好，受到

水平推力易倾倒，留搓和施工洞口处置不当会造成砌体的开

裂等。

5.5.3 不符合要求的砌筑方法可以通过检查 (观察比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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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

5.5.4 留搓位移和施工洞口处置不当会出现开裂等缺陷。

5.5.5 本条规定了砌筑质量检测结论的用途。结构工程质量的

检测用于符合性判定。本条第1款的国家有关标准是指 《砌体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内外搭砌、上下错缝等

砌筑方法对结构抗倒塌和承载力有明显影响。留搓和施工洞口等

对结构适用性有明显影响。
5.5.6 灰缝质量包括灰缝厚度、灰缝平直程度和灰缝饱满程度

等。灰缝厚度过大砌体强度明显降低 (有的灰缝厚度代表值为5

皮块材，有的灰缝厚度代表值为10皮块材)，灰缝饱满程度差砌

体强度也降低。本条第2款的表面检查方法是指借助于简单工具
等的观察方法;取样检测方法，可结合块材强度、砂浆强度和砌

体强度取样检测方法进行检测，也可单独取样检测。

5.5.7 灰缝厚度的代表值和灰缝饱满程度等对砌体的抗压强度

和抗剪强度有明显的影响。本条的折减系数可结合砌体强度的原

位检测或取样检测结合无损检测确定。

5.5.8 砌体偏差有放线偏差和砌筑偏差，砌筑偏差包括构件轴
线偏差和构件垂直度偏差，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3规定了测试方法。既有结构轴线偏差无

法测定时，可测定轴线相对偏差。轴线相对偏差是指相邻构件设

计轴线距离与实际轴线距离之差。

5.5.9 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应进行符合性判定。既有结构性能

评定在计算作用效应时要考虑砌筑偏差对作用效应的增大作用。

结构工程需要进行承载能力等的评定时，也要考虑不利的影响。

5.5.10 砌体结构构造是保证砌体结构整体性、抗震性、抗爆炸
能力等的重要手段;是对理论计算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完善。建

筑结构中不少问题都是通过构造措施来解决。基本构造主要是保

证结构构件能形成空间体系;结构的构造是提高砌体结构整体

性、抗偶然作用和变形的有效措施;钢筋已广泛用于砌体间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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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n 砌体构件间的连接，砌体构件与混凝土构件间的连接，
现在不少是采用钢筋拉结，其施工质量往往较差，应注意检测，

可按检测砌体中钢筋的方法进行检测。

5.5.12 圈梁、构造柱或芯柱是多层砌体结构抵抗地震作用和偶

然作用的重要构造措施。对其检测可分为是否设置圈梁、构造柱

或芯柱和混凝土构造的质量或性能两种情况。对于判定是否设置

圈梁、构造柱或芯柱的检测，可采用直接观察或测定钢筋的方

法，也可采用剔除抹灰层的核查方法。圈梁、构造柱混凝土强度

和钢筋配置的检测等应遵守本标准第4章的规定。

5.5.13 砌体中的钢筋指墙体间的拉结筋、构造柱与墙体间的拉
结筋、骨架房屋的填充墙与骨架的柱和横梁拉结筋，以及配筋砌

体的钢筋。

5.5.14 缺少梁垫容易出现局部承压裂缝。没有设置构造柱和圈

梁的部位在爆炸、碰撞等偶然作用发生时容易出现结构的倒塌。

没有拉结筋的墙体在爆炸、碰撞和地震等的作用下容易出现完全

丧失承载力的破坏。

5.6 结构构件的损伤

5.6.1 本条规定了砌体结构损伤的检测分项。砌体结构的裂缝

可分成施工阶段的裂缝和使用阶段的裂缝。施工阶段的裂缝可归

为施工质量问题 (缺陷)。使用阶段的裂缝可归为损伤，是本节

的重点。各类灾害造成的砌体结构的裂缝，构件的破坏和倒塌，

不在本节范围内。

5.6.2 裂缝是砌体结构最常见的损伤，是鉴定工作重要的依据。

工程施工阶段的裂缝 (缺陷)可反映出砌筑方法、留搓、洞口处

理、预制构件安装等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即使用抹灰层予以掩

饰，经过一段时间后抹灰层也会开裂，因此在某些部位应该剔凿

抹灰层进行检测。剔凿抹灰层的检查，区分裂缝产生的原因和时

间，排除一些影响因素。使用阶段的裂缝通常会将抹灰层拉裂。

裂缝处于发展期则结构的安全性处于不确定期，确定发展速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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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裂缝的部位，对于鉴定裂缝产生的原因、采取处理措施是非

常重要的。

5.6.3 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JGJ/T

317提供了判定各种裂缝原因的方法。地震、爆炸、碰撞和泥石

流等灾害也会造成砌体结构开裂，由于其原因明显，不在本标准

规定之列。

5.6.4 本条提出地基不均匀变形裂缝后续的检测项目。第1款

和第2款的检测在本标准第3章已有规定。第3款的检测也很重

要，要以结构所有的水平线为基准进行测试。第1款、第2款和

第4款的测试是匹配的。当发现地基不均匀沉降快速发展时，应

按本标准第5.1.4条的规定采取应急措施。混凝土结构出现地基

不均匀沉降裂缝时也应进行这些检测。

5.6.5 当发现承载力严重不足引起的开裂时，应按本标准第

5.1.4条的规定采取应急处理措施。不宜仅凭裂缝宽度评定其
等级。

5.6.6 局部承压裂缝常见于大跨度梁之下的砌体或距门窗洞口

较近的部位。

5.6.7 过去一直认为这类裂缝是因混凝土与砌体的线膨胀系数

差异所致，由于混凝土结构也会出现这类裂缝，因此应该认定为

太阳辐射热裂缝。原因是屋面保温和隔热能力不足或屋面防水出

现渗漏使屋面保温能力下降。砌体结构构件在太阳辐射热作用下

可能出现明显的外闪，可能会引发局部的坍塌。

5.6.8 地面采暖升降温度较快，有时也会引发温度裂缝。

5.6.9 环境作用的损伤包括风沙的磨蚀、冻融循环的损伤等。

化学物质的损伤包括土壤中的硫酸盐等侵蚀损伤和工业建筑中的

化学物质的损伤等。

5.6.10 本条列出部位的砌体容易出现冻融损伤。

5.6.n 土壤中的有害物质可通过水分进人砌筑墙体，防潮层防

止了水分的毛细现象，也使有害物质聚集造成砌体的局部损伤。

5.6.13 所谓出现耐久性极限状态的标志只表明应该采取措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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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处理，并不表明寿命的终止。

5.6.14 构件出现破坏和坍塌已没有检测的必要，可能要采取加
固或更换的措施。

5.6.15 本条所称的损伤包括火灾的损伤。

5.6.16 本条规定的方法适用于没有明显损伤的砌筑块材 (有明

显损伤的砌筑块材的测试工作应该为损伤层的深度)。所谓比照

测试就是在同样强度等级、同样使用环境受到影响和无影响块材

上进行回弹测试。使用环境相同是指同为室外清水墙或同为室内

墙体。回弹测试块材干燥程度应该比较接近，块材受潮后回弹值

会相应降低。各种影响先要影响表层的强度，强度与硬度有相关

性，因此可判定影响程度。本方法也可用于其他情况的宏观判

定。本条测试并不需要推定砌筑块材强度，因此适用于所有砌筑

块材。

5.6.17 本条所称的钢筋包括配筋砌体的钢筋和构件间的拉结

钢筋。

5.6.18 本标准第5.4节规定了砌筑砂浆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

方法。

5.7 砌体结构的评定

5.7.1 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和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没有结构抵抗偶然作用能

力的评定。存在本条所列问题的既有砌体结构在爆炸、地震等作

用下容易出现局部坍塌或倒塌。本条第1款的砌筑方法问题包括

柱的包心砌法，未按规定进行内外搭砌、上下错缝的构件，存在

严重留搓问题的构件等。本条第2款的砌筑构造包括构件搁置长

度过短、内外墙体形成通缝且没有建立连接、砌体构件的高厚比

过大等。本条第3款的结构构造包括圈梁、构造柱、芯柱、拉结

钢筋和结构构件的锚固措施等。本条第4款的砌筑质量包括严重

的砌筑偏差、砌筑砂浆强度过低且灰缝严重超厚等。

5.7.2 砌体结构抵抗罕遇地震能力鉴定就是抗倒塌能力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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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相关问题的既有砌体结构，存在问题之处在鉴定中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5.7.3 砌体结构出现此类倒塌的事例相对较多。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和 《建筑结构可靠性

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等都有抗倒塌的要求。但是实用的结

构设计规范很少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即使通过了抗震综合承载

力的鉴定，也要进行爆炸和碰撞等偶然作用下结构抗倒塌能力的

评定。可能存在的爆炸包括使用燃气的房间和存储可燃爆物质的

房间;可能的碰撞包括交通工具的碰撞和重物吊装的碰撞等。砌

筑构件部分丧失承载力是指有圈梁、构造柱和拉结钢筋的墙体，

完全丧失承载力的构件是指缺少圈梁、构造柱和拉结钢筋的墙

体。当判定可能产生局部坍塌时，应采取措施予以处理。这是真

正涉及用户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问题。

5.7.4 本条提供了基于可靠指标调整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砌

体受压承载力分项系数的分析方法。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GBS。。。3提供了不同块材砌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值和这
些块材砌体轴心抗压强度平均值的计算公式。通过分析平均值和

标准值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兔。实际上

应该是先有依据试验数据确定的强度平均值和批量数据的标准差

奴，后有砌体强度的标准值。由于现行标准把多种块材强度等级

和砂浆强度平均值的试验数据合并统计，该变异系数必然偏大，

因此最好是按本标准附录E的方法分析单一块材的砌体抗压强

度变异系数。本条第3款的变异系数兔=0.17源于 《砌体结构

设计规范》GBJ3一88的抗压强度分析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值的比

较。如果按砌体结构的可靠指标为压=3.。和砌筑构件受压承载
力的变异系数叔=0.17计算，砌筑构件受压承载力的分项系数

介约为2.。。据分析，砌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值 (与计算平均值)

的余量和材料强度系数，约相当于安全系数2.3。也就是说，砌

体结构受压承载能力的可靠指标基本上可以满足月=3.7的要求。

介=2.0略小于2.3，因此构件的系数也可用于工程质量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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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结构能力的评定。对于烧结普通砖受压承载力来说，氏=0.17

可能 略 显 偏 大。国家 标 准 《砌 体 结 构 设 计 规 范》

GB 50003一2011把烧结多孔砖与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合并，当

然会使抗压强度计算值降低，使变异系数氏增大。

5.7.5 本条提供了基于可靠指标调整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砌

体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的分析方法。砌体受剪承载力分项系数计

算方法与受压承载力的方法相似，差别在于变异系数氏.v。本条第

3款的变异系数兔，v=0.20源于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J3一88

的抗剪强度分析计算平均值与标准值的比较。如果按砌体结构的

可靠指标为你=3.。和砌筑构件受压承载力的变异系数叔，、=
0.20计算，砌筑构件受压承载力的分项系数约为2.5。与早期的

安全系数相当，约相当于砌体抗剪强度标准值 (与计算平均值)

的余量和材料强度分项系数的总体情况。因此构件的系数也可用

于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的结构能力的评定。也就是说砌体结构的受

剪承载能力基本上可以满足夕=3.7的要求。烧结普通砖受剪承
载力的变异系数本应由砌筑墙体的抗剪试验数据分析确定，但是

传统的测试方法都是小型的试件，小型试件得到的受剪承载力偏

低，变异系数明显偏大。也就是说，氏，v=0.20可能偏大。

5.7.6 本条提出的砌体强度代表值有时是砌体强度的平均值，

有时略小于平均值，这是因为在确定砌体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时使

用砌体强度的实测值。因此在使用构件的分项系数时可以使用实

测平均值。当使用推算得到的强度时，多数情况下可能相对保

守。当使用材料强度的系数时，公式中的强度参数应该取强度的

设计值。该值是由强度的标准值除以材料强度系数得到的。现场

检测确定砌体强度的标准值需要大幅度增加测试数量。

5.7.7 通常砌体结构的抗侧力刚度较大，因此其在多遇地震作

用下出现的层间位移可能相对较小。

5.7.8 地震等作用下构件的层间位移不能通过测试得到，应采

取计算分析的方法确定。

5.7.9 本条提供了估计受到侵蚀影响砌筑块材剩余使用年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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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所谓剩余使用年数是指砌筑块材不出现明显表面损伤的剩

余时间。本条所称的环境侵蚀包括风沙的磨蚀、冻融的影响等;

本条所称的化学物质的侵蚀包括工业生产中酸、碱、盐类的侵蚀

和土壤中硫酸盐侵蚀等。本条所提的回弹仪可使用块材强度测试

相应的回弹，回弹在每个块材上的弹击次数可按该类回弹测强的

规定确定。所测试块材的数量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测试的数量

多则代表性强。回弹的测试无须确定块材的强度，但是要确保砌

筑块材表面在回弹测试时处于干燥状态。所有砌筑块材的弹击角

度和被弹击面应该相同。本条第2款的辨识是本方法适用的关

键，只有受到侵蚀影响块材的回弹代表值明显偏低才能推定其剩

余使用年数。本条第3款的t:是按线性规律估计的受侵蚀影响

砌筑块材的回弹代表值降到零时的年数。本条第4款的t3考虑

到侵蚀影响并非是理想线性的事实，而是适当保守的措施。本条

规定的方法也可用于受到侵蚀影响混凝土剩余使用年数的估计。

为了避免重复规定，将其列为砌筑块材剩余使用年数的估计。

5.7.10 这两种因素的侵蚀性影响都有成熟的快速检验方法，只

不过都是针对混凝土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砌筑块材也有硅酸盐

制品，其他块材也可借鉴这些方法。相关方法已列在本标准第4

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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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  结 构

6.1 一 般 规 定

6.1.1 本条提出了钢结构的检测项目。对某一具体钢结构的检

测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检测项目。结构稳定性往往基于材料的力

学性能、尺寸与偏差等检测结果，通过计算进行评估。

6.1.2 抽样数量分成三种情况。外部可见缺陷等的检测数量与

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1008

的要求一致。为验收实施的检验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规定。第三方检测机构

实施的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宜符合本标准第3章计

数抽样的规定。各类检测在发现问题后都可以采取加大检测数量

的措施。

6.1.3 由于钢结构缺少构件结构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因此本标

准对其荷载检验有更为详细的规定。

6.1.4 既有钢结构的承载能力评定和适用性评定可执行现行国

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民用建筑可靠

性鉴定标准》GB 50292和《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

GB51008的相关规定。实际结构中多次出现因抗火灾能力不足、

低温冷脆破坏、累积损伤破坏等导致的事故，因此本标准增加了

相关内容的检测和评定。

6.2 钢材的力学性能

6.2.1 本条提出了结构构件中钢材力学性能的检验分项。正常

结构工程的这些项目都是用由有关参建方送样进行检验。

6.2.2 当钢材从外观质量上判断存在分层、层状撕裂、非金属

夹杂夹层、明显的偏析，以及钢材检验资料缺失或对检验结果怀

230



疑的时候，应当对结构构件中钢材的力学性能进行取样检验。既

有结构构件钢材力学性能可采取取样检验的方法。钢材的取样方

法、检验方法都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具体操作应按这些标准执

行。我国现在的结构钢材主要是 《碳素结构钢》GB/T 700中的
Q235钢和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 591中的Q345钢。

6.2.3 结构中钢材力学性能的检验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

利用结构工程中剩余的材料，其二是在构件中截取试样。构件中

截取试样可以在发现问题的部位。在截取试样时，应确保结构构

件的安全。本条的规定适用于钢管混凝土、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

的钢构件。

6.2.4 本条规定了一组试样的数量，检验所需要的组数应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例如在有明显问题和无明显问题处分别取样进行

比对等。

6.2.6 本标准附录N提供了里氏硬度法推定钢材强度等级的测

定方法。按本条的规定进行钢材里氏硬度测试时，也可不推定钢

材的强度等级，只进行钢材里氏硬度的测试，区分钢材的品种。

直读光谱法或表面硬度法结合也可用于钢管混凝土和钢一混凝土

组合结构钢材强度等级的判定。有了这些无损检测方法的判定，

有助于区分钢材的品种，查找存在强度问题的钢材。

6.2.7 提出进行钢材化学成分分析的规定。钢材某元素含量发

生变化或不能确定所用钢材是否按照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生产时，

应该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

6.2.8 本条规定了钢材化学成分分析依据。已经进行力学性能

检验的试样也可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

6.2.9 本条提出既有钢结构钢材力学性能的检测方法和检测数

据的使用方法。钢材屈服强度的标准值与受力形式、厚度相关。

6.2.10 组合钢结构等取样难度较大时，可采用无损检测方法确
定钢材强度等级，在结构性能评定时，可以采取相对保守的钢材

强度值。既有钢结构也可采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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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连 接

6.3.1 本条列举了钢结构常见的连接种类。

6.3.2 本条提出了焊接连接的检测分项。这些分项适用于为验

收实施的检验和发现问题后对工程质量的检测，以及既有结构的

检测。对于焊缝连接的构造要求，应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

设计标准》GB 50017相关规定进行检测。

6.3.3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焊缝外观检查依据的相关标准，钢结

构工程的所有焊缝都应进行外观检查，检查的对象应为外形尺寸

和外观缺陷。对既有钢结构则可采取抽检的方式。

6.3.4 本条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

鉴定标准》GB 51。。8的规定相似。磁粉探伤或渗透探伤的适用
条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确定。

6.3.5 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

对渗透探伤和磁粉探伤操作有详细的规定。关于磁粉探伤，该标

准有设备仪器、检测步骤 (包括预处理、磁化、磁痕的观察与记

录和后处理等)和检测结果的评价等规定。关于渗透探伤，该标

准也有设备仪器、检测步骤和检测结果的评价等规定。

6.3.6 本条规定了焊缝尺寸的检测方法。

6.3.7 本条规定了焊缝内部缺陷检测的方法。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规定了对设备仪器的

要求、检测步骤和检测结果的评价等。现行国家标准 《焊缝无损

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GB/T 11345也有相

应的规定。

6.3.8 目前焊缝损伤的无损检测方法有射线检测、超声检测、

磁粉检测、渗透检测、涡流检测5种。但网架的焊缝检测不同于

一般钢结构，钢网架一般采用无缝钢管制作而成，其钢管焊接缺

陷的超声波检测有其自身的特点，探伤时所用试块、探头有一定

的圆弧面，另外，探头晶片尺寸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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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影响焊缝力学性能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内部缺陷和外观

质量外，还有母材和焊接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坡口形状

和尺寸偏差、焊接工艺等。即使焊缝质量检验合格，也有可能出

现诸如母材和焊接材料不匹配、不同钢种母材的焊接以及对坡口

形状有怀疑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焊缝金属特有的优良性能，

即使有一些焊接缺陷，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仍有可能满足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结构上抽取试样进行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

检验来解决这些问题。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试验以拉伸和冷弯

(面弯和背弯)为主。

6.3.10在进行焊接接头焊缝表面硬度的测试时，不必换算强度
等级。接头焊缝表面硬度的测试值可以用于接头焊缝之间的比

较，母材也可以进行硬度的比较。

6.3.n 本条规定了既有钢结构焊缝和焊接接头检查的重点，与

工程质量检测不同的是，既有钢结构的检查项目增加了焊缝的腐

蚀和开裂状况两项内容。

6.3.12 本条提供了既有钢结构的焊接接头外观检查出现锈蚀和
损伤时的检测方法。

6.3.13 本条规定了螺栓和铆钉连接的检测分项。

6.3.14 本条规定了螺栓和铆钉连接的尺寸和构造的检测内容，
这些都是可以直观检测或量测的项目。既有钢结构的螺栓和铆钉

连接也应进行这些项目的检测。

6.3.15 本条规定了螺栓和铆钉等级的预判方法。螺栓和铆钉等

级的取样检测可采取替换的方法，但一次替换的数量应该予以控

制。本条规定适用于既有结构的检测。

6.3.16 本条规定了螺栓连接副力学性能的检测项目。

6.3.17 本条规定了螺栓和铆钉连接的变形及损伤检测的内容。

螺栓和铆钉脱落、连接板栓孔挤压破坏、腐蚀状况等可采取直观

检查的方法。

6.3.20本条规定了高强度螺栓缺陷的检测方法。

6.3.22 本条规定了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质量的检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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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螺栓端部的梅花头数量。按照规定，除了构造原因无法

使用专用扳手拧掉梅花头者外，未在终拧中拧掉梅花头的螺栓数

不应大于该节点螺栓数的5%。检测批的检验结论应按本标准表

3.5.3一1或表3.5.3一2进行符合性判定。

6.3.23 本条规定了高强度螺栓外露丝扣的检测方法。按照规

定，丝扣外露应为2扣一3扣，允许有10%的螺栓丝扣外露1扣

或4扣。抽样检验时，应按本标准表3.5.3一3或表3.5.3一4进行

检测批的符合性判定。

6.3.24 本条规定了有问题的高强度螺栓的复检方法。既有结构

也可以采用本条第2款的方法取样检验。

6.3.25 本条规定了既有钢结构高强度螺栓的腐蚀和损伤的检测

方法。

6.4 节 点

6.4.2 本条规定了支座节点的检测项目，具体实施的检测项目

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和实际情况确定。本条的检测项目包括工程

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的检测。本条中涉及老化、腐蚀和损伤等

的项目一般对应于既有结构;既有结构工程质量 (有质量争议的

既有结构)的检测也要包括这些检测项目。本条关于工程质量的

检测项目，如支座节点的整体与细部构造和支座加劲肋的尺寸、

布置、制作安装偏差等，都是对照设计进行现场核查。既有结构

性能也应进行相应的检测。

6.4.3 本条规定了吊车梁节点的检测项目。

6.4.4 本条规定了网架螺栓球节点的检测项目。

6.4.5 本条规定了杆件平面节点的检测项目。

6.4.6 本条规定了钢管相贯焊接节点的检测项目。

6.4.7 本条规定了铸钢节点的检测项目。

6.4.8 本条规定了拉索节点的检测项目。

6.4.9 本条规定了各类节点检测项目适用的检测方法。
6.4.10 本条规定了钢网架焊接球节点和螺栓球节点的偏差、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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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检测方法。

6.4.n 本条规定了钢网架螺栓球节点承载力的检验方法。

6.4.12 现行国家标准《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

等级和评定》GB/T 11345规定了母材厚度不小于smm的低超

声衰减金属材料熔化焊焊接接头手工超声检测技术。该项技术可

用于厚度较大钢材内部缺陷的检测。

6.5 尺寸与偏差

6.5.1 本条区分了钢构件尺寸的偏差和钢构件 (结构)的安装

偏差。尺寸偏差是指钢构件实际尺寸与设计文件要求值的差别。

安装偏差是指构件实际位置与设计要求的位置或轴线之间的差

别。钢结构工程和既有钢结构都应该进行这两项检测。安装偏差

对作用效应有影响。

6.5.2、6.5.3 尺寸偏差对作用效应和构件的承载力有影响。构

件尺寸偏差按相应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尺寸偏差取值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要求。

既有结构的评定也需要确定构件的尺寸与偏差，检测的方法与这

些方法相同，检测的数量根据具体情况按第3章技术抽样方法

确定。

6.5.4 本条规定了批量钢构件尺寸的符合性判定方法。

6.5.7 钢网架杆件轴线的不平直度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杆件

在安装时，因尺寸偏差或安装误差而引起杆件不平直，另外也会

因结构计算有误，由原设计的拉杆变成压杆而引起杆件压曲，因

此，必须重视对钢网架中杆件轴线不平直度的检测。

6.6 变形与损伤

6.6.1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变形检测的内容和检测方法。

6.6.4 既有结构钢网架球节点间杆件的弯曲可能是稳定问题。

6.6.6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损伤的检测项目。

6.6.7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锈蚀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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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腐蚀损伤量的测定方法。

6.6.9 本条规定了碰撞变形和钢材损伤的检测方法。

6.6.10 本条规定了高温后钢材屈服强度的降低系数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规定

确定。

6.6.n 本条将火灾后钢结构损伤的检测引向现行国家标准《高

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检测项目包括构

件 (变形程度)、节点连接 (普通螺栓或铆钉松动、高强螺栓预

拉力损失和接触面滑移、连接板外观变形损伤)、结构材料性能

的劣化损伤、防护措施 (防腐涂层炭化、剥落;防火涂层开裂、

剥落、发泡及防火设施破损)等。

6.6.12 本条规定了碰撞等事故发生后对钢构件的检测和检查
项目。

6.6.13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需要进行金相检测的条件。

6.6.14 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规定了采用腐蚀牺牲层钢结构构件的剩余耐久年数评估的方法。

其基本方法为，利用剩余腐蚀牺牲层厚度估计以前的年腐蚀速度

和剩余使用年数。

6.6.15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裂纹渗透法检测的步骤和方法。

6.6.16 本条规定了既有高层建筑对风敏感的钢构件在风作用下

累积损伤检测和初步判定的方法。对风敏感的钢构件不限于高层

建筑屋顶的钢构件。高层建筑屋顶钢构件在风作用会产生较明显

的侧向变形，使得构件底部附近应力较大，在高应力的多次作用

下会使钢材或连接部位出现裂纹，也就是累积损伤。当这些部位

存在着缺陷和锈蚀时，也容易引发累积损伤。累积损伤也可视为

应力幅大于ZXIo6次疲劳应力幅的特殊疲劳破坏。

6.6.17 本条提供了钢构件及其连接低温冷脆破坏的检测重点和

方法，重点是高应力区的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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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构造与稳定

6.7.1钢结构的整体稳定性由结构体系和必要的支撑构成。本

条所称的长细比是指构成支撑杆件的长细比和构件或杆件的长细

比等。保障构件局部稳定的构造措施是指加劲肋等设置。

6.7.2 支撑系统的连接包括焊接连接、螺栓和铆钉连接、高强

度螺栓连接等，构件和杆件包括梁柱等构件、网架和析架中的杆

件等。

6.7.3 本条规定了构件的宽厚比的核算方法。构件的长细比也
应该按实测尺寸计算确定。

6.7.4 这里所说的支撑包括柱间支撑、屋面构件的水平支撑、

上弦支撑、下弦支撑和竖向支撑等。这些支撑中的杆件在水平荷

载作用下都可能是受压杆件，因此宜按受压杆件核算长细比。这

些支撑的杆件通常为平面类构件，其平面内和平面外的长细比不

同，应该引起重视。平面类构件 (结构)中的一些杆件也有类似

J清况。

6.7.5 本条规定了网架中球节点弯曲构件稳定及判别方法。这
些杆件一般为网架设计中的受压杆件或零杆，但是在实际受力时

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因此出现弯曲。

6.7.6 平面屋架杆件平面外的弯曲及节点板平面外变形是典型

的稳定问题。

6.7.7 本条规定了钢构件腹板侧弯等属于局部稳定问题。

6.7.8 当发现有局部稳定或失效问题时，可进行模型试验或实

荷检验。

6.8 涂 装 防 护

6.8.1 将涂装防护分成涂层和拉索外包裹防护层两类。

6.8.2 本条规定了当有同批材料时钢结构工程防护涂料的质量

检测方法。通常对于钢结构工程涂层质量的检测应执行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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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防护涂层的质量有怀疑时，且有剩余涂料时，可检验涂料的

质量和性能。

6.8.3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涂层的检测项目。这些检测项目适用

于钢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钢结构的检测。

6.8.4 既有钢结构涂层需要进行涂层外观和完整性的全数检查。

6.8.6 钢结构防火涂层厚度也可按团体标准 《钢结构防火漆料

应用技术规程》CECS24:90的规定进行测量。

6.8.8 有机涂膜老化后丧失防腐作用;无机涂层损伤和受潮则

丧失防护作用。

6.8.9 完好涂层为无皱皮、流挂、针眼、气泡、空鼓、脱层等。

涂膜大面积严重失色、失光、局部出现粉化脱落或涂膜表面出现

锈迹、表明已经丧失保护作用。

6.8.10 对于既有结构有机防腐涂层给出了评定方法和处理

建议。

6.8.n 受潮或经历水的冲淋，有些涂层将丧失防火的能力，通

常要进行重新涂刷，其他情况则可局部修补。

6.8.12 本条规定了拉索外包裹防护的检测项目。

6.9 结构性能实荷检验与动测

6.9.1 大型复杂和新型钢结构原位非破坏性荷载试验，主要检

验结构适用性。荷载值宜控制在正常使用状态，最大值加载值应

确保结构构件不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具体做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E的规定:先进行预加荷载，随后进行适用性检验。

6.9.2 通常情况的钢结构在适用性试验或检验荷载作用下，其
应力状况达不到钢材屈服强度的10%。但是在结构情况复杂时，

个别构件可能会出现意外情况。本条第4款的规定可避免钢构件

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或位移。

6.9.3 结构检测的根本目的在于确定结构的性能。当进行其他

项目的检测不足以确定结构承载力时，可以通过实荷检验解决这

个问题。此外，对于一些已经发现问题的结构，也可以通过实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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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确认其承载力。对钢结构或构件承载能力有疑义时，应优先

选用足尺模型荷载试验的方法，当不具备条件时可采取原位实荷

检验的方法。

6.9.4 实荷检验是一项专业性很强且危险性较大的工作，原因

在于:在各类结构中钢结构的分项系数最小，而影响结构构件承

载力的因素最多。

6.9.5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的实荷检验和模型的试验应对应力

(应变)、位移和变形实时监测，所有检测项目都应该是电测并能

随时获得。

6.10 既有钢结构的评定

6.10.1 钢结构容易出现火灾坍塌，因此应该进行抗火灾坍塌的

评定。本项评定也可用于其他结构构件的评定，如铝合金结构、

未包裹在混凝土内的钢构件等。本条第1款评价可燃物燃烧时间

与钢构件耐火极限之间的关系;设置烟感和喷淋设施是防止形成

火灾的有效措施，此时喷淋设施等的布置和有效性应该成为评定

的重点。防火分区设施包括卷帘和防火门等，可以防止火灾的

蔓延。

6.10.2 本条规定了钢结构周边有较多可燃物时进行抗火灾倒塌

评定的方法。本条第2款规定的结构防火能力是指耐火极限，外

围护结构的可燃性包括保温层和门窗等，防火能力是指门窗玻璃

等的防火性能。本条方法也可用于其他结构的评定。

6.10.3 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通常可以保证人员的撤离，但是如

果排烟和疏散通道存在问题，则会影响人员的撤离。疏散措施包

括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和电梯以及疏散出

口等。

6.10.4 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1008一2016规定:钢构件疲劳损伤的检测位置可布置在构件应
力幅较大的部位、构造复杂的部位、应力集中部位、存在缺陷或

损伤的部位。检测的方法为放大镜目测检查以及磁粉、渗透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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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探伤。检测的重点为循环应力造成的裂纹。

6.10.5 本条适用于可控制常幅循环应力的钢结构构件疲劳损伤
的推定。《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一2017提供了循环次数为

2X106次的容许应力幅以及有关的参数。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一2019提供了重级工作制钢吊车

梁和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析梁等循环应力幅的测试方法以及单

位时间内 (2 4h) 出现的次数。有了这些数据，可以依据 《工业

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一2019提供的公式估算疲劳损

伤出现的大致剩余使用时间。《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

准》GB 5 1008一2016的计算公式与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 1 44一2019相同。已出现疲劳应力损伤的钢构件，无须推
定疲劳作用剩余使用时间。

6.10.6 本条提出了进行风作用影响下钢构件累积损伤推定应该

具备的条件。通常钢结构的疲劳设计都是控制200万次疲劳破坏

对应的应力幅，但是风作用下局部钢构件的应力幅有时会超过设

计依据有关标准规定的应力幅，因此需要采用疲劳抗力方式或等

效常幅疲劳模型。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

准》GB 50153的疲劳抗力模型源于铁路部门大量不同应力幅的

疲劳试验。本条第2款提出需要风速的统计数据，以便于计算风

压、钢构件的变形和应力。各地都有风速的实测数据，这种数据

一般是按小时记录，每小时至少有两个数据，这一小时内的35

阵风风速和这一小时的Zmin平均风速。为了便于分析，在分析

中可采用最不利一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的对象。客观地讲有些

地区的测试数据可能会少于10年。钢构件第1振型的周期可通

过分析确定或实测确定。

6.10.7 式 (6.10.7) 是 《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一2017的疲劳抗力方程式。对于钢构件母材、横向对接焊
缝、高强度螺栓连接 (净截面和毛截面)、纵向连续焊缝和孔洞

等 《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TB 10091一2017都提供了参数

m和C的具体的数值。这些数值对应的允许疲劳应力幅 〔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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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失效循环次数NO约为200万次。其中 〔丙〕具有两倍标准

差的裕量。本条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了循环应力幅大于 〔丙〕时

疲劳循环次数N的换算方法。铁道科学研究院进行过相应的试

验研究。本条第2款中的屈服强度标准值也可为条件屈服强度的

标准值。本条第3款提供了。‘超过 〔山〕时确定疲劳失效循环次

数N。‘的方法。本条第4款是应对特殊情况 (钢材的应力超过屈

服应力的标准值)所作出的假定。钢材的应力进人钢材的屈服台

阶，当使用理想弹塑性模型时，需要使用应变代替应力。当不采

取理想弹塑性模型时，不必采取这种措施。

6.10.8 本条第1款在计算风压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进行风压高度和地形地貌的调整。

在计算风压时要使用Zmin平均风速，不使用 10min的平均风

速。在计算构件的变形和应力时，无须考虑风荷载的分项系数和

风振系数。第1款的应力最大增量即为疲劳应力幅。本条第2款

规定，当应力增量 (应力幅)小于 〔确〕时，无须考虑该应力幅

累积损伤的影响。当应力幅大于或等于 〔丙〕时，可考虑对累积

损伤的影响。第2款中采取了简化分析方法，包括lh 内出现的

次数;一年内出现的次数和应力幅等级一年内出现的次数。所谓

应力幅等级，就是将与该应力幅接近的其他应力幅合并统计，

如:a;士如和。2士细 等。本条第4款的线性累积损伤公式源于

国际标准1502394，没有该公式则无法评估累积损伤。本条提供

了一个近似推定风作用下钢构件累积损伤年数的方法。

6.10.9 本标准第6.10.7条的式 (6 .10.7) 对应于无缺陷和损

伤的情况;当存在缺陷和损伤时，钢材或连接在相应应力幅循环

应力作用下的疲劳循环次数会大幅下降。本条提供确定缺陷或损

伤疲劳抗力折减系数的方法。各类设计规范没有给出缺陷和损伤

对于疲劳抗力影响的系数，建筑结构的检测和鉴定单位也没有能

力去确定疲劳抗力以及缺陷和损伤对疲劳抗力的影响，但是在条

件许可时，可以进行少量有针对性的比对试验以提高推定结果的

可靠性。本条提供的方法是具有一定能力的检测和鉴定单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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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工作。本条第3款建议使用较大的应力幅进行试验是为了

减少试验时间。本条的折减系数也可用于重级工作制钢吊车梁和

中级以上工作制钢吊车析梁等的折减，也就是对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和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

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的计算公式予以折减。

6.10.10 在外界环境温度影响下，钢材的强度 (屈服强度和极

限强度)均随温度的降低而提高，塑性指标 (伸长率和截面收缩

率)随温度的降低而减小。当温度很低 (如一20℃以下)时，材
料的塑性很差，塑性流动受到了抑制，将在应力集中部位首先发

生裂纹，并很快传播到整个结构，造成破坏。钢构件或连接有缺

陷或损伤时，低温破坏的危险性增大。根据这一特点，本条提出

判定钢构件和连接低温冷脆破坏可能性的方法。由于缺陷与损伤

也是引发钢构件或连接发生低温冷脆破坏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条

第1款和第2款强调了取样和制备试样要考虑构件等的缺陷和损

伤。本条第7款提出要考虑随着温度降低钢构件的附加内力。

6.10.n 钢结构的刚度较小，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变形较大，会

造成装饰装修、设备设施的损坏等。本标准第4章对于柔性混凝

土抗震适用性评定的规定主要有:(1) 地震动参数;(2)地震特

征周期;(3)地震作用分项系数、;(4)自重荷载和可变荷载

的分项系数;(5) 楼面活荷载的频遇值或准永久值;(6) 无须考

虑风、雪荷载的组合;(7) 结构分析采用弹性分析方法等。这些

规定也适用于钢结构的抗震适用性评定。

6.10.12 现行国家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

GB 5 1008对高耸钢结构的抗风适用性有专门的规定。在Zmin平

均风压作用下高耸钢结构的变形可能会明显增大。

6.10.13 关于防腐蚀涂层完好时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列在本标
准第7.4节之中。当防腐涂层出现涂层严重变色、失光，出现大

面积粉化、开裂和脱落，表明涂层已失效，涂层已经出现耐久性

极限状态的标志，对于这种状态已不必推定剩余使用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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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

7.1 一 般 规 定

7.1.1 本条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根据钢管内填充混凝土多

少，钢管混凝土构件可分为实心和空心;根据截面形状，钢管混

凝土构件可分为圆形、矩形和多边形;本章所指钢管混凝土结构

不包括钢管外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是指由

预先加工好的钢构件和预制混凝土构件或现浇混凝土构件在现场

连接安装形成的承重结构体系。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钢构件

为工厂加工，混凝土构件分为工厂预制和现场浇筑两种情况，也

可能部分构件工厂预制、部分构件现场浇筑或者构件的局部为现

场浇筑。

7.1.2 与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共性的项目，例如钢筋混凝土梁

或钢梁、钢筋混凝土楼屋盖等构件，以及混凝土、钢筋、型钢等

材料性能，混凝土结构构件或钢结构构件的连接、节点、尺寸、

变形、缺陷和损伤等项目，包括结构工程质量和既有结构性能两

种不同性质的检测和评定，均应遵守本标准第4章和第6章的有

关规定。

7.1.3 对既有结构可进行剩余使用年数检测评定，遭受火灾的

结构还应对火灾对结构所造成的影响进行检测评定。混凝土材料

具有一定的防火能力，但是无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防火能力差，

火灾后易产生较大变形和附加应力。

7.2 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检测

7.2.1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检测工作和检测项目，既

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也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对

某一具体结构的检测项目可根据检测要求或检测目的、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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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结构现状和现场检测条件等实际情况确定。对于既有结构，

腐蚀、损伤与变形是检测的重点。构件位移与变形等其他通用检

测项目应遵守本标准第3章有关规定。

7.2.2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钢管钢材和钢管内部混凝土

材料强度检测的规则，包括钢材和混凝土取样测试的方法和要

求。对材料强度有争议，以及通过无损检测方法发现可能与设计

不符或存在明显缺陷时，应取样检测，采用直接检测方法或直接

检测与间接检测 (无损或微破损检测)结合的方法，以保证检测

结果的准确。对结构性能的检测可采用间接检测方法。钢管和管

内混凝土两种材料的强度检测抽样数量宜考虑构件数量、不同材

料规格、构件截面大小等工程实际情况和可能存在的争议确定，

由于管内混凝土的强度检测比较困难，取芯检测是验证性的。钢

材力学性能试验在构件截面上的取样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具体

规定。

7.2.3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尺寸和偏差的检测内容

和方法，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628相关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柱子可

分为单层柱和多层柱，钢管尺寸和钢管内钢筋骨架的检测以尺量

检测为主，钢管和柱身弯曲矢高、拼接对口错边等还可以采用拉

线、直角尺、焊缝量规等测量。

7.2.4 本条规定了对既有结构尺寸和偏差的检测，应测量扣除

涂层厚度的构件净尺寸。

7.2.5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连接与构造的检测内容和方

法，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28的相关规定。本条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对于

既有结构，宜以无损检测为主，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并结合现行国

家标准 《钢管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628的相关

规定，确定连接与构造的检测内容。

7.2.6 本条规定了钢管内混凝土缺陷的检测方法。当仅采用无

损检测方法不能确定时，可采用钻孔验证的方法。本条适用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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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工程质量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7.2.7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的垂直度和变形检测内

容及检测方法，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和既有结构性能检测。结构

工程质量的检测内容为构件制作偏差和拼装施工偏差，没有因外

部作用产生的变形;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包含制作施工偏差和外

部作用产生的变形，应区分制作施工偏差和结构变形。

7.2.8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损伤的检测内容和检测

方法，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过大变形属于结构构件损伤

的检测内容。为保证准确、可靠，对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以及为

结构后续处理提供技术依据的检测，不宜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宜在普查基础上对损伤明显结构部位和构件进行重点检测，不应

漏掉可能影响结构构件性能的损伤部位和构件。本条检测内容同

时也是外观质量检查的部分内容。

7.2.9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构件防护涂装的检测内容和

检测方法。本条检测内容同时也是外观质量检查的部分内容，本

条的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7.3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检测

7.3.1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材料分为混凝土和钢构件等。本标

准第4章和第6章对这两类结构构件的材料性能、材料强度、缺

陷与损伤有明确的规定，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结构层面和构件层

面的检测技术也通用于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对于这些检测技术

和符合性判定，本节不再予以重复，本节仅对钢一混凝土组合结

构的专项检测技术作出规定。

7.3.2 在未浇筑混凝土之前，焊钉或焊栓的检测相对方便。在

混凝土成型后，焊钉或焊栓的检测难度较大，只能采取局部核查

的方法。本条第2款的检测包括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

性能的检测。

7.3.3 包裹在混凝土内的钢材强度和性能可以采用取样的方法

检测。由于其取样比较困难，因此可以仅测试其强度等级。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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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7.3.4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构件的形状与尺寸可按本标准第3章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本标准附录P规定的方法适用于混凝土

包裹钢构件形状尺寸等的测试，当需要相对准确的数据时，应采

用钻孔或剔凿的方法进行验证。本条的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

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的检测。

7.3.5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和既有结构性能

的检测。

7.3.6 将无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的火灾损伤分成5种状态，以

便于检测和评定。本方法也适用于钢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火灾

后的检测。对于本条第1款的状况需要检测表面涂层的有效性。

对于第2款对应的情况主要是测试构件的变形，没有明显的变形

则要重新设置涂层，对出现大变形和局部坍塌的部位，一般采取

拆除处置措施。

7.3.7 这些测试有助于火灾后所采取的处理措施。火灾后出现

的大变形构件也可进行同样的测试，但是其大变形难以恢复，会

对结构的适用性构成影响。钢结构的火灾损伤也可执行本条的规

定。在测定火灾的变形时，应区分火灾的变形和构件原有的变

形。遭受火灾影响构件的钢材和连接表面硬度的测试结果，应与

未遭受火灾影响的同类钢材和连接的无损测试结果进行比较，也

可与出现大变形或坍塌部位无损检测结果比较。钢材和连接的材

料性能检测样品可取自大变形或坍塌的部分。

7.3.8 火灾时钢构件受到不均匀的高温加热会产生塑性变形，

冷却后会引起内在的附加应力。物理测量法大多是利用晶体的X

射线所发生的衍射现象和材料在应力作用下产生的磁性变化和超

声效应求得残余应力。在物理测量法中，X射线法使用比较多，

也是目前比较成熟和精确的测试方法。磁性法和超声波法还不是

很成熟，却是相当有发展前途的两种测试方法。机械测量法是通

过释放被测点的应力和采用电阻应变计测量技术测出应力，钻孔

应变法也属于这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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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钢管混凝土结构和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评定

7.4.1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判定的依据。按照
本标准第3章相关规定，针对结构工程质量的评定与结构性能的

评定其依据可能不同，本章各检测项目的评定均应遵守该基本规

定。本条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评定和既有结构性能的

评定。

7.4.2 符合性评定存在严重问题的结构可能在安全性、适用性

和耐久性方面存在问题，应按照本标准第3章的有关规定进行评

定。本条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评定和既有结构性能的

评定。

7.4.3 本条规定了钢管混凝土受压构件不考虑钢管对混凝土约

束作用的评定依据。本条规定适用于结构工程质量的评定和既有

结构性能的评定。

7.4.4 判定附加应力对于采取处理措施甚至拆除都是有益的。

本条的计算分析是不考虑火灾影响的弹性分析。本条规定适用于

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

7.4.5 无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如同钢结构一样，容易出现火灾

后的结构坍塌，其抗火灾坍塌的评定可执行本标准第6章的相关

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

7.4.6 外包混凝土对于钢构件的厚度较大，但是对于一些钢筋

来说，保护层未必较大，因此也需要进行剩余使用年数的推定。

本条规定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

7.4.7 本条规定了钢构件防火涂层的评定方法，适用于钢管混

凝土结构的钢管、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的钢构件和钢结构，也适

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

7.4.8 本条规定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的评定。

7.4.9 快速腐蚀试验也许并不是以时间计，也许是次数N，但

并不影响式 (7 .4.9一1) 的使用。本条规定适用于既有结构性能
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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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木  结 构

8.1 一 般 规 定

8.1.1 本条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本条中的木构件主要指其

他材料为主的结构中的木构件。

8.1.2 本条将木结构的检测分成6个检测项目。除了“变形与

损失”是既有木结构独有的检测项目外，其他检测项目主要针对

木结构工程质量的检测。这里要提示的是，既有木结构通常也要

进行这些项目的检测。

8.2 木 材 性 能

8.2.1 本条提出了木材性能的检测分项。除了强度等级和含水

率之外，木材还有密度、干缩性、吸水性和湿膨胀等性能，如有

需要也可以对木材的这些可检性能进行检验。

8.2.2 根据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一2017的规定，只要

确定木材树种和产地，就可确定其强度等级和弹性模量。该标准

还在附录中列出我国主要建筑用材归类情况以及常用木材的主要

特性。当发现木材的材质或外观与同类木材有显著差异 (如表观

密度过小、年轮过宽、灰色、缺陷严重)，或由于其他原因无法

判别树种和产地时，可测定木材的力学性能，确定其强度等级。

木材的强度等级可依据抗弯强度判定。木材还有顺纹抗压、抗拉

和抗剪强度，这些强度也有相应的检测标准，必要时也可进行

检测。

8.2.3 现行国家标准 《木材抗弯强度试验方法》GB/T 1936.1

给出了木材弦向抗弯强度取样及检测方法，该标准的检测结果可

用于木材强度等级的评定。采用树种类别的判定方法时需要由有

经验的技术人员参与。本条规定的检测方法适用于原木、方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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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

8.2.4 《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一2017规定的抗弯强度设

计值fm和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一2012规
定的静曲强度最低值见表3。

表3 木材强度等级的判定指标

木材种类 针叶材 阔叶材

强度等级 TCll TC13 TC15 TC17 TBll TB13 TB15 TB17 TBZO

静曲强度最低值 44 5l 58 72 58 68 78 88 98

抗弯强度设计值fm l1 l3 l5 l7 11 13 l5 l7 20

    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2012中静曲强度最低值与《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一2017

中抗弯强度设计值之比约为4;对于TCn一TC17等树种，顺纹
抗压强度设计值fc、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ft和顺纹抗剪强度设

计值fv有A组和B组的区别。
8.2.5 木材的含水率与木材的强度、防腐、防虫蛀等都有关系，

本条提出了木材含水率的检测方法。由于规格材是必须经过干燥

的木材，因此其含水率可通过电测法测定。其他的木材的含水率

可采用取样烘干法测定，取样烘干法是相对准确的测定方法。现

行国家标准《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给出了
木材含水率的检验方法。

8.2.6、8.2.7 这两条给出了木结构工程质量的木材含水率检测

和评定方法。

8.3 木 材 缺 陷

8.3.1 除本条所列，木结构的缺陷尚有腐朽、虫蛀和髓心等，

对胶合木结构尚有翘曲、顺弯、扭曲等;对于轻型木结构尚有钝

棱、扭曲、横弯和顺弯等。本条列出木材现场检测的主要项目。

8.3.2 既有木结构木节、斜纹、扭纹等应进行检测，可采取抽

样检测的方法，当抽样检测发现木材存在较多的缺陷，超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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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限值时，可逐根进行检测。有些胶合木的脱胶出现在使用

阶段，因此需要逐个构件进行检查。

8.3.3 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给出了木节的测量方法。

8.3.4 本条给出了木材斜纹等的检测方法，现行国家标准 《木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未提供斜纹的测量方法。

8.3.5 本条给出了原木扭纹的检测方法，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未对原木扭纹的检测作出

规定。

8.3.7 本条给出了木结构裂缝的检测方法，木结构的裂缝包括

杆件上的裂缝、支座剪切面上的裂缝、螺栓连接处和钉连接处的

裂缝等。本条规定的方法也可用于胶合木脱胶开裂的检测。

8.4 制作与安装偏差

8。4.4 本条给出了构件制作尺寸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木构

件的尺寸与偏差包括析架、梁 (含凛条)及柱的制作尺寸，屋面

木基层的尺寸，析架、梁、柱等的安装偏差等。

8.4.5 木构件尺寸偏差检测时，其偏差值是指实际尺寸与设计
图纸要求尺寸的偏差。

8.5 连接与构造

8.5。1 本条提出了木结构连接的检测项目。

8.5.2 木结构的胶合能力有专门的试验方法— 木材胶缝顺纹

抗剪强度试验。

8.5.3 当工程尚有与结构中同批的胶时，可采用同批的胶进行

胶合能力的检测。

8.5.4 本条提出既有结构胶合能力进行检测的方法。当胶合能

力大于木材的强度时，破坏发生在木材上。

8.5.5 《木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329一2012的规定见

表4。

250



表4 对承重结构用胶的胶合能力最低要求

试件状态
胶缝顺纹抗剪强度 (N/耐)

红松等软木松 栋木或水曲柳

干态

湿态

5.9

3.9

7.8

5.4

8.5.6 本条提出对于齿连接的检测项目与检测方法。承压面加

工平整程度、压杆轴线与齿槽承压面垂直度，是保证压力均匀传

递的关键。支座节点齿的受剪面裂缝，使受剪承载力降低，应该

采取处理措施;抵承面缝隙，局部缝隙使得压杆端部和齿槽承压

面局部受力过大，当存在承压全截面缝隙时，表明该压杆根本没

有承受压力，应该通知鉴定单位或设计单位进行结构构件受力状

态的计算复核或进行应力状态的测试。

8.6 变形损伤与防护措施

8.6.1一8.6.3 提出木结构变形的检狈J项目、检测方法和评定依据。

8.6.4 本条提出了木结构构件损伤的检测项目。

8.6.5 主要检查对象为屋架支座、梁柱节点受潮、腐蚀或虫蛀
情况，天沟排水不畅，屋面、外窗渗漏，下弦接头拉开，螺栓孔

区域裂缝或剪切破坏，钢拉杆锈蚀，螺栓松动，垫板变形等。

8.7 既有木结构的评定

8.7.1、8.7.2 木结构抵抗偶然作用的能力宜为大震不倒和火灾

中不发生倒塌。

8.7.3 本条对木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评定作出规定。本条第 1

款规定要考虑缺陷和损伤对构件承载力的影响。由于木结构材料

强度的系数约为4，明显大于召=3.7对应的构件分项系数，加
之使用了材料强度标准值，使其对应的可靠指标大幅度的偏高，

因此本条第2款规定，当R/5)0.6时，不宜评定木结构的承载

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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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既有轻型围护结构

9.1 一 般 规 定

9.1.1 本条规定了本章的适用范围。本章主要对既有轻型围护

结构的雪荷载和风荷载作出规定。雪荷载主要为基本雪压和分项

系数;风荷载主要为基本风压和分项系数。

9.1.2 本条提出了轻型围护结构检测的规则。围护结构的混凝

土构件、砌筑构件、钢构件、木构件等应分别按本标准第4章、

第5章、第6章和第8章的规定进行检测。其他围护结构的检测

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测。如国家现行标准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 1008和 《建筑门窗工

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05等。
9.1.3 轻型围护结构承载力的评定值也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计算确定。本条所称的轻型围护结构承载力的评定值相当

于设计阶段的设计值。由于轻型围护结构种类较多，其承载力的

系数情况复杂，因此需要调整雪、风荷载的标准值或分项系数，

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破坏。

9.2 雪  荷 载

9.2.1 针对轻型屋盖结构或屋面构件积雪积冰坍塌的事例，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允许对基本雪压进行调整。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

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的可变荷载系数1.5为下限指

标，可予以提高。为了避免轻型屋盖结构出现坍塌，至少应将基

本雪压或雪荷载的分项系数调整到位。

9.2.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一2012规定，基本雪压

可取重现期100年的雪压值。《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252



GB 50068一2018规定，既有建筑的可变荷载可取历史上出现过

的最大值。基本雪压是50 年基准期内空旷平坦地面积雪压力

(重量)的最大值。我国的气象部门只有50年积雪深度的统计数

据，没有50年雪压的统计数据。

9.2.3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规则，基本雪压应为地面50年积雪重

量的最大值。由于缺少雪压的数据，当具有积雪深度数据时，可

采用积雪重度的上限值4.okN/耐计算雪压值;也可将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一2012规定的重现期50年的雪

压值乘以2作为基本雪压。当有积冰厚度的气象资料时，可以用

积冰厚度与积冰重度计算确定，积冰的重度约为8.gkN/砰;也

可将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一2012规定的重

现期50年的雪压值乘以4一5的放大系数后作为积冰荷载。

9.2.4 有高低跨的低跨部分可能会受到风的影响形成堆雪，因

此，某些部分的积雪分布系数实际上应该是堆雪厚度系数。

9.2.5 混凝土重型屋盖自重荷载的系数1.2一1.3有明显的助力

作用，取重现期50年或100年的雪压值和1.4一1.5的雪荷载系

数，出现严重问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轻型屋盖则有坍塌的危

险，因此应该将雪荷载的分项系数基本调整到位。本条第2款提

到的基本雪压是50年重现期的雪压值，可取国家标准 《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一2012规定的数值。

    本条公式中的雪压概率分布的变异系数占5】low可按下列方法分

析确定:

    1按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S。。09一2012提供
的公式和参数计算雪压统计数据的相关参数:

    (1)将所在地区重现期50年 (R=50)和 10年 (R=10)

的雪压值XS。和XI。分别代人该规范提供的 “平均重现期为R的

最大雪压”计算公式，求解出所在地区统计数据极值1型分布的

众值u和尺度参数a;

    (2)按该规范提供的相关公式，由已知u和a计算所在地区

统计数据极值工型分布的均值产和均值对应的标准差a，计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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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认为极值工型分布的样本容量为无穷大。这里需要提示的是，

统计数据极值1型分布的均值产对应的标准差。并不等同于基本
雪压XS。对应的标准差o’snow;基本雪压XS。是统计数据极值1型

分布具有0.98分位的特征值或统计数据中的最大值。XS。对应的

asnow是分析确定凡now的参数，氏now应该明显大于召对应的。。
    2基本雪压 (戈。)是雪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均值产snow，

由于缺少雪压随机变量概率分布的有效数据 (概率分布至少要由

10个一20个50年最大雪压值构成)，因此其标准差‘ow要采取

下列推定的方法确定:

    (1)取XS。与产比值的平方作为尹的放大系数;
      。 ，， _，一，L一 二 、， ， 。、，爪 n

L乙)勺 人50久丁皿 阴力左 刀 :‘奚加w=旷 入一 。
                                                        产

    有了基本雪压 (雪压概率分布的均值)的标准差氏now，可以

按照本条第3款的规定计算出变异系数6snow，确定了变异系数则

可得到分项系数。通常情况下各地雪压的标准差不同，当压=
2.05时，计算出来的分项系数也会存在地区性的差异。

    对于轻型屋盖结构 (基本雪压没有调整到位时)，当计算得

到的分项系数大于1.5时，应该取计算值。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

    1 以上推定方法是将雪压概率分布近似为正态分布，如果

按照极值1型分布计算，分项系数要增大较多。

    2 压=2.05对应于50年的超越概率为2%，如果存在重现
期，则其对应的重现期为2000年左右。

9.2.6 本条提供了雪荷载评定值的计算方法，所谓雪荷载的评

定值，相当于设计阶段的设计值。

9.3 风  荷 载

9.3.1 本条针对频繁出现的既有轻型围护结构风毁事例，提出

了相应的调整措施。轻型围护结构包括轻型的屋盖结构、各类幕

墙、面砖和外墙外保温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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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09和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等都允

许进行调整。为了避免出现风毁现象，轻型围护结构风荷载 (包

括基本风压和动力系数)或分项系数应该调整到位。

9.3.2 本条提出的调整方法完全符合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9一2012的规定，其公式为wk=沐陶产:w。;其中wk为风荷

载的计算值;沐为高度2处的阵风系数 (考虑瞬时风的措施);
热，为风荷载的局部体型系数;产:为风压高度变化系数;wo为基
本风压，调整为重现期100年。这里只是将基本风压wo由重现

期50年调整为100年，未考虑瞬时风的动力系数。

9.3.3 由于本标准第9.3.2条的风压未达到相应的要求，且未

考虑动力系数，因此需要调整分项系数，风荷载的分项系数与雪

荷载的分项系数相似，也有地方特性。也就是说全国取统一的分

项系数1.4或1.5，不符合使用可靠指标调整分项系数的规则。

本条第1款风压概率分布的变异系数也要先求解出风压 (风速)

统计分布的众值u和分布参数a，然后计算统计分布的均值产和
均值对应的标准差a，然后转换成基本风压对应的标准差aw。

9.3.4 本条提出了确定瞬时风计算风压值的方法，该方法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
规定。

    当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规定的可变荷载系数时，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破坏，轻型

围护结构应该使用瞬时风的基本风压。

9.3.5 在本条规定的三种方法中，第3款规定的方法可能最为

方便。根据统计，35的瞬时风风速一般为10min平均风的1.5
倍一1.6倍，由于由风速转换到风压需要将风速平方，因此35

瞬时风的风压是10min平均风风压的2.3倍一2.6倍。由于差距

过大，因此轻型围护结构的风荷载分项系数或基本风压至少应该

有一项调整到位。

9.3.6 本标准附录Q提供了确定轻型围护结构在瞬时风作用下

动力系数的试验方法。瞬时风作用下轻型围护结构的动力系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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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风振系数有本

质上的差别。

9.3.7 虽然此时的风荷载系数为1.5，依然没有达到尽=2.05
的要求，但是由于使用了瞬时风的计算风压，并考虑了动力系

数，轻型围护结构不至于出现严重的事故，只是其失效概率可能

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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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间接测试方法测试结果的修正和验证

A.1 修正的规则

A.1.1修正是现场检测时所采取的减小测试结果系统不确定性
或偏差的有效技术措施之一，目前结构检测中常用的有修正系数

的方法和修正量的方法。本附录在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新增了综

合修正系数和参数的方法。

A.1.2 本条第1款规定的直接法的检测数量是针对同批次的构

件等。当直接法是取样的检测方法时，本条第3款和第4款的测

试位置是取样的位置。

A.2 修正系数方法

A.2.1 混凝土强度、砌筑块材和砌筑砂浆强度的测试一般只有

一个 (强度)参数。目前，砌筑砂浆强度的测试仅进行平均值推

定。砌筑块材强度和混凝土强度的测试有时为平均值推定，有时

为标准值推定。

A. 2.2 本条的测试结果是指经过换算后的测试参数 (如强度

等)，不是间接测试法的测试参数 (如回弹值等)。

A.2.3 本条的间接测试方法的测试结果，包括与直接法对应的

和没有直接法对应测区的测试结果。

A.3 修正量方法

A.3.1 结构工程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标准值属于此类情况，有些

砌筑块材也要进行标准值的推定。

A.3.3 修正量的方法只对间接测试结果的均值进行了修正，没

有涉及间接测试结果的标准差。本条中的Xm可以是间接法样本

的平均值，也可为检测批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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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综合系数和参数方法

A。4.1 影响砌体抗压强度的因素有砌筑块材的抗压和抗折强

度、砌筑砂浆强度、水平灰缝的平均厚度和平直度、饱满度，以

及竖向灰缝的饱满度和厚度等。推定砌体抗压强度的计算公式只

有砌筑块材强度fl和砌筑砂浆强度儿两个参数，其他因素 (虽
然没有在公式中体现)是计算公式成立的必备条件。直接法检测

砌体抗压强度只能得到综合反映这些因素的强度检测结果，因此

直接法对砌体推定抗压强度的修正应该使用修正系数和调整材料

强度参数的综合方法。砌体抗剪推定强度的修正与砌体抗压强度

的修正情况类似。

A.4.2 砌体抗压强度的计算公式一般可表示fm=kl广 (1+

。.07几)k:，其中fl砌筑块材强度参数，九砌筑砂浆强度参数，
。.07为砂浆强度的系数，kZ砂浆强度附加系数。砌体抗剪强度

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fv，m=ks抓万，其中k。为抗剪强度参数，几

也是砌筑砂浆强度参数。砌体抗压强度公式中砌筑块材强度fl、
砌筑砂浆强度九的取值规则和砌体抗剪强度推算公式中砌筑砂

浆强度几的取值规则，通常情况下将实测材料强度代人相应计

算公式是较为保守的;将材料强度间接测试结果考虑折减系数也

是适当保守的措施。本条第2款规定水平灰缝的饱满度实测结果

可作为砌体计算强度中砌筑砂浆强度参数介的调整系数，调整

系数可以是水平灰缝的饱满度的平均情况与有关标准限定值的比

值。通常，对于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的限定值为80%。

A.4.3 由于砌体强度的计算公式相对保守，间接法测试的砌筑
材料强度参数又考虑了折减系数，砌体强度直接法测试结果略高

于推定强度的概率较大。砌体强度的直接法测试结果低于计算推

定强度的情况也会存在，这是因为抗压强度的推定值没有考虑水

平灰缝的平直度和平均厚度等因素;砌体抗剪强度没有考虑竖向

灰缝的饱满度等不利因素。未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是本附录第

A.4.5条进行调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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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砌体强度的修正系数和参数调整要采取一一对应的方法

确定，这是因为砌体强度的离散性较大。

A.4.5 本条规定了没有直接法对应的推定强度的修正方法，修
正方法分成3种情况。

    本条第2款第1)项实质是对推定砌体强度进行水平灰缝厚

度、水平灰缝平直度和竖向灰缝饱满度的调整。调整对象可以是

砌体强度、砌体砂浆强度或相应参数。调整后重新计算修正系

数。该项规定适用于砌体的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

    本条第2款第2) 项实质是对推定砌体强度中的块材强度或

参数进行调整，调整后重新计算修正系数。本项调整适用于砌体
的抗压强度。经过调整后修正系数接近1.0表明调整效果较好。

    本条第2款第3) 项是要求对无直接法对应的推定砌体强度

也进行砌筑质量和块材强度等的调整。

A.5 验 证 方 法

A.5.1 所谓验证就是不需要进行修正，但不排除进行适当的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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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结构动力测试方法和要求

B.1 基 本 规 定

B.1.1 在满足测试要求的前提下，结构的基本振型可选用初位

移法测试，也可采用其他方法测试。

B.2 测 试 要 求

B.2.2 激振器的位置和激振力可引起被测试结构的振型畸变。

B.2.3 本条对拉线施加初位移测试方法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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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建筑振动的测试

C.0.1本附录的动力响应是指建筑在外部或内部的作用下产生

的受迫振动。

CO.8 本条在顺振源的方向上布置测点是为了测试各测点响应
的不同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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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结构和构件测量方法

D.0.1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研究出大量测量仪器，功能更加全

面，精度相应提高，结构和构件的测量方法也更加简便、准确。

结构和构件的主体倾斜、异形构件截面尺寸、构件挠度、构件垂

直度等有了新的测量方法。

D.0.2 测量仪器属于精密仪器，受外界环境与使用条件的限
制，现场检测持续时间较长，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所用仪器设备

进行检查校正。

D.0.8 现场检测数据应进行核对与判别，对于偏差较大或不合

格数据，应进行补测或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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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构件承载力可靠指标与变异系数

E.1 一 般 规 定

E.1.1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氏是确定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介

的关键参数。本附录规定，氏应该通过对构件承载力试验数据的

分析确定。

E.1.2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汤也是确定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
介的参数。当氏确定后，可以按本附录规定的方法从可靠指标召
中分解出来，准确地分解可靠指标还需确定作用效应可靠指标

风、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ys和作用效应的当量变异系数兔。

E.L3本附录规定了确定作用效应可靠指标泽的方法，以及作
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Ts和作用效应的当量变异系数魂等作用

效应的参数。

E.2 作用效应的参数

E.2.1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属为2.05，对应于永久荷载的超越
概率为2%，对应于可变荷载50年基准期的超越概率为2%。

E.2.2 本条规定了作用效应的当量分项系数ys和作用效应的当

量变异系数兔与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风之间的关系。由于压为
已知参数，在ys和魂中再确定一个参数，另一个参数也可确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兔并未考虑由作用转换成作用效应的不定

性因素，ys相当于作用的综合系数。

E.2.3 本条规定了作用综合分项系数羚的计算方法，有了羚，

可以利用本标准式 (E.2.2) 计算确定巍。从本标准式 (E.4.1)

可以看到，ys取值较小时，你和介的数值相应提高，体现了用
可靠指标控制失效概率方法的要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儿=

1.2和为=1.4显然达不到凡=2.05的要求，儿=1.3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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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可能接近风=2.05的要求。根据统计分析，混凝土构件的
自重荷载可近似为占总荷载的2/3，可变荷载占总荷载的1/3。

E.2.4 本条提供了分解可靠指标的近似方法，这一方法与欧洲

规范EN1990和国际标准1502394建议的方法类似。

E.3 构件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E.3.1 所谓同类构件是指混凝土受弯构件、轴压构件和大、小

偏压构件等。构件承载力的试验数量越大，叔分析值的代表性

越强。

E.3.2 这也是构件试验研究惯用的分析方法。

E.3.3 与欧洲规范EN1990和我国结构可靠度理论及其概率理
论基础不同的是，本标准并未把材料强度、几何参数和模型不定

性视为独立的随机变量。而认为兔是材料强度、几何参数取得

实际值时构件承载力的不确定性变异系数。

E.3.4 试验值与模型计算值比值的平均值氛趋近于1.0，表明

模型不定性的影响最小。

E.3.5 试验值5。取最小值的目的是使入取得最小值。

E.4 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和分项系数

E. 4.1式 (E. 4.1)适用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式中只有汤
和介是待定参数。
E.4.2 式 (E.4.2) 是构件承载力分项系数的表述形式，将式
(E.4.1) 中的介用式 (E.4.2) 替代，再利用式 (E.4.1) 可以

求解出汤，有了汤也可以求解出介。
E.4.3 本条规定了构件承载力评定值的计算模型，其特点为所
有参数均取实际值的调整值，并需要考虑模型不定性的裕量。模

型不定性是考虑实际构件与试验构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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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结构性能的静力荷载检验

F.1 一 般 规 定

F.1.1 结构和构件的结构性能包括适用性和承载能力2个检验

分项。本附录不适用于结构动力性能和疲劳性能的检验。

E 1.2 结构性能的适用性检验和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检验的对
象可以是实际的结构或构件，也可以是足尺寸的模型。综合系数

或可靠性指标的检验对象可以是不再使用的结构或构件，也可以

是足尺寸的模型，当确有把握时，也可以是实际的结构或构件。

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的检验只是承载力的部分检验。可靠指标对

应的系数包括荷载的分项系数和构件的分项系数，这种检验有时

可能出现构件承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有时也可能出现突然的

破坏。

E 1.3 检验方案一般包括检验目的、检验对象、加载装置、测

点布置和仪器测试、加载步骤以及检验结果的评定方法等。

F.2 检 验 方 案

F. 2.1 检验装置和设备应能模拟结构实际荷载的大小和分布，

应能反映结构或构件实际工作状态和性能。

EZ.2 检验时应保证构件的变形和破坏不影响测试数据的准确

性，并保证不造成检验设备的损坏。

F.2.3 荷载检验分析时，结构构件的相关参数应该使用实际数

值，当不能确定实际值时 (如混凝土结构的钢筋)，可使用标准

值或检验得到的最小值。本条所提到的模型调整包括混凝土悬挑
构件和板柱结构抗冲切模型等。

F. 2.4 在每级加载后保持足够的静止时间，并检查构件是否存
在超过预期的变形、开裂、断裂、屈服、屈曲等迹象，以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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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测试。

F.2.5 预加荷载可以使构件贴紧检验装置。

E 2.7 综合系数或可靠指标对应系数的实荷检验，可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是否持荷和持荷的时间。

F.2.9 做好安全保障，避免因检验工作造成结构破坏或失稳引

起安全事故。

F.3 适用性检验

E 3.1本条规定了确定适用性检验荷载的方法。自重荷载分成

已作用到结构构件上和未作用到结构构件上2种情况。在荷载检

验中无须考虑已作用到结构构件上的自重荷载，但这部分的自重

荷载单位体积的重量也会有明显的变化 (如混凝土和砌体受潮，

保温、隔声等多孔材料受到水的影响)。当考虑这种因素的不利

影响时，在检验荷载中可以考虑相应的增加部分。对于未施加到

结构构件上的自重荷载 (一般为装修自重等)，应在检验荷载中

予以考虑，并应考虑相应的超载系数。本条第2款的持久荷载主

要为堆物荷载和覆土的压力等。持久荷载有时体积变化较大，有

时单位体积的重量变化较大 (如棉花等受到水的影响)，因此规

定取设计要求值和现场实测值中的较大值。对于可变荷载作为工

程质量的检测时，应取设计要求值和规范规定值中的较大值，对

于既有结构应取设计要求值和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大值中的较大

值。可变荷载的组合系数是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考

虑的因素，适用性检验不使用组合系数。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和

频遇值是特定分析时的对应值，可以作为适用性检验的一级荷

载，但不作为适用性检验的最大检验荷载。本条规定的检验荷

载，对应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不可逆极限状态。按有关规定，不

可逆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刀为0~1.5。本条的检验荷
载未考虑可靠指标对应的分项系数，其对应的可靠指标夕为。，
检验荷载为自重荷载、持久荷载和可变荷载之和。本附录中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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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荷载包括楼面活荷载和屋面活荷载。

    根据《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一2012的定义，单位

体积自重荷载、持久荷载、可变荷载标准值，应该是统计分布的

最大值或上限值 (楼面活荷载是基准期出现的最大值)。但实际

上该规范规定的数值存在偏小的问题，因此建议在适用性评定中

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关于既有结构基本风压和基本雪压的

调整已在本标准第9章中予以说明，而楼面活荷载应取规范规定

值和出现过的最大值中的较大值。

E 3.2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应的是结构构件，只是结

构适用性的一部分内容。结构的适用性是结构构件为非结构构件

和建筑的功能服务能力。

F.3.3 本条所提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各类结构的设计规范。

本条所称的位移、变形、裂缝宽度包括检验荷载时的相应数值和

卸载后的残余值。

E3.4 检验荷载作用下产生较大的可见变形、装饰装修层出现

开裂等都属于适用性范畴。

F.4 荷载或构件系数检验

E 4.1 当结构构件适用性检验没有异常现象时，可进行荷载系

数或构件系数的检验。当直接进行荷载系数或构件系数的验时，

适用性检验荷载应该是重要的一级荷载 (应进行充分观察分析后

在再进行继续加载)。荷载的系数为对应于作用效应的可靠指标

尽。构件的系数yR对应于构件承载力的可靠指标你。本条第2
款规定，本阶段的检验目标应该取介和介对应检验荷载中的较

大荷载。当两种荷载差距较大时，较小的检验荷载应该成为本阶

段实荷检验的一级重要检验荷载。

E 4.2 既有结构性能的检验体现实事求是，结构工程质量的检

测体现公正性。

F.4.3 本条规定了既有结构构件荷载系数对应检验荷载的计算

方法。根据实践经验，永久荷载中的一些堆物荷载的单位体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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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其体积参数的变化也较大，无论是1.2的系数还是1.3
的系数，有时都显得偏小。因此本条第2款实质上是要将分项系

数或堆物等永久荷载的标准值两者之中的一项调整到位，以避免

出现严重的事故。本条第3款关于可变荷载的标准值和分项系数

的情况与之类似，无论是1.4的系数还是二.5的系数都没有与可

靠指标建立联系。按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一86的调研数据，楼面可变活荷载的变异系数大于0.3，

按泽=2.05计算分项系数至少在L6以上。有些公共建筑人员
拥挤时，活荷载可达5.okN/mZ，雪荷载的情况与之类似。本标

准并未要求将这些荷载的分项系数和标准值一次性调整到位，只

是要求有利于避免恶性事故的发生，有利于保护用户的生命与财

产安全，保护检测鉴定单位的合法权益。

    根据可靠指标方法的设计规则，分项系数应该与可靠指标建

立联系，未与可靠指标建立联系的系数是经验的系数，不是真正

意义的分项系数。

    从式 (F.4.3一2) 可以看到，当只有楼面活荷载时，检验荷

载就等于系数乘以楼面活荷载。

F.4.4 本条规定了结构工程检验的结构构件荷载系数及对应检
验荷载的计算方法，本条第1款中荷载系数应取结构建造时有关

标准的规定值。荷载标准值当无说明时，取建造时有关标准规定

值和设计值两者中的较大值。按道理说检验荷载可以不包括自重

荷载，为了保险起见，结构工程质量的实荷检验最好包括自重荷

载的超载系数，这也是式 (F.4.4一2) 要扣除已经作用到结构构

件上的自重荷载总量F以;，;的原因。

F. 4.5 检验的目标荷载是本阶段检验的最大荷载值。本标准的

附录E有确定构件系数的方法，本标准的第4章提供了混凝土

构件的分项系数，第5章提供了砌体抗压强度和抗剪强度的分项

系数。

F. 4.6 通常情况下材料强度的系数可能会小于荷载的系数，例

如钢结构的材料系数只有1.1左右，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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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相当构件系数1.15，但有些情况下材料强度的系数可能会大

于荷载的系数，如木结构等。材料的系数可用有关标准的设计值

除以标准值确定。混凝土受弯和受拉构件宜取钢筋材料强度的系

数，其他构件宜取混凝土的材料强度系数。

R 4.7 结构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应的系数包括荷载的系数

和构件的系数 (或材料强度的系数)，当仅进行一个系数的检验

就已经接近出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说明结构构件的承载

能力明显不足。

R 4.8本条给出检验目标荷载作用后的评价方法。本条第1款

的应变可以为钢构件的实测最大应变，达到极限状态的应变为屈

服应力对应的应变。

F.5 综合系数或可靠指标的检验

F. 5.1 当前阶段的检验目标荷载作用下没有异常现象时，可以

进行综合系数目标荷载的检验，所谓没有异常现象是指完全符合

本标准第F.4.8条的要求。前一阶段的目标荷载可以作为综合

系数实荷检验的一级检验荷载。

F.5.2 综合系数的检验可能已经接近构件承载能力的极限状

态，有时可能会出现构件的破坏，因此每级荷载的增量宜适当减

小，这里要提示的是，即使达到了综合系数的检验目标荷载，也

不能表明可靠指标对应的分项系数得到了检验，原因是即使是既

有结构，当使用了构件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后构件的系数符合

汤的要求，但荷载系数对应的检验荷载并不能满足伟=2.05的
要求。

F.5.3 这些都是构件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的标志，表明构件马

上出现破坏。当对模型进行检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

E 5.4 本条提出结构构件达到综合系数对应荷载的评定条件。

符合这一条件的结构构件并不表明其可靠指标满足有关标准的

要求。

ES.5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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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规定的可靠指标为延性破坏构件夕=3.2，脆性破坏构件夕
=3.7。所谓可靠指标的检验实际上是将可靠指标夕分解成作用
效应的可靠指标月5和构件的可靠指标风，然后确定压对应的综

合系数yF，5和风对应的分项系数介，根据介.5和yR确定对应的检
验荷载Ft，5和Ft.R，把Ft，5和只，R相加构成检验目标荷载，此类

检验不可用材料的系数替代构件的系数。

F.5.6本条规定了确定可靠指标召分项系数对应检验荷载的方
法。对于作用的综合分项系数来说，当每类荷载的分项系数都满

足风=2.05的要求时，通过加权平均，为，s也可以满足泽=2.05
的要求。本标准附录中的介是根据汤计算确定的，而风与压共

同构成了构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可靠指标夕。关于本条第2款
儿，:的计算，当有多个随机因素时，应该分别计算变异系数和分

项系数，并求得分项系数的乘积。不能使用丫亮一瓦干丽蕊一摊.2
的转换关系，原因在于这两个量的计算单位不同，因此持久荷

载、尺寸与单位体积自重的标准差也不能相加。当持久荷载的标

准值久.:已经取得最大值时，儿，2等于儿，二。

    本条规定适用于足尺寸的模型实荷检验，因此需要计

算为，:。

F.5.7 由于大多数建筑结构都有抗震设防的要求，因此可能存

在大量的结构构件可以满足静力荷载的可靠指标的要求，特别是

本标准的检验没有考虑结构设计规范具有的构件承载力不确定性

储备 (模型不确定性的折减措施)，以及材料强度标准值的储备

(这些储备都不能计人构件的分项系数)。因此可能会出现计算评

定不满足要求的构件，而通过实荷检验可以满足可靠性指标要求

的情况。

    显然本项检验不包括构件抗震承载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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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游离氧化钙潜在危害的检测推断

G.0.1引起水泥等胶凝材料安定性不合格的主要成分有三氧化

硫、氧化镁和游离氧化钙，本附录规定的方法可用于游离氧化钙

对硬化混凝土潜在危害的推断。

G.0.3 混凝土浇筑后出现开裂、崩溃等现象，可能是游离氧化

钙影响所致，本附录规定的方法也可用于判定游离氧化钙对硬化

混凝土造成的实际影响，但有时可能存在错判。

GO.4 取样不宜选取已经开裂、崩溃的混凝土，应选其附近完

整无开裂的部位。同一部位对应的混凝土芯样2个为1组。

G.0.5 芯样试件用于沸煮后混凝土抗压强度降低幅度的测试，

因此芯样试件的加工质量应该尽可能一致。

G.0.9 游离氧化钙潜在危害的检测需要判断粗骨料是否出现了

膨胀，若粗骨料表面出现粉化、严重变形或反应环等，则认为粗

骨料发生了明显的膨胀迹象。本条第1款中所称两个或两个以上

沸煮试件中包括薄片试件和芯样试件。当判断混凝土骨料软化或

膨胀反应潜在危害时，也可采用本附录规定的沸煮法。

G.0.10 加水量应能保证检验过程中不用中途添补试验用水，

同时又能保证在30min士smin内升温至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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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测定

H.0.1本附录规定的方法适用于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
测定。

H.0.3 本条涉及的试剂纯度均为分析纯及以上，有特殊要求的

除外。第2款为1个体积的硝酸加3个体积的水配制的溶液。第

5款淀粉溶液配制后的使用时间不应超过两个星期，两星期后会

出现絮状沉淀。

H.0.4 有关标准对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限制指标用单位体积

混凝土中氯离子与胶凝材料的质量比表示，硬化混凝土中氯离子

含量的检测，可以剔除粗骨料，但无法将水化后的胶凝材料完全

与细骨料分离，因此本方法测定的是混凝土中砂浆的氯离子含

量。本条第3款在混凝土芯样破碎过程中所用工具及混凝土骨料

本身都可能带人铁屑。本条第4款恒重是指连续两次称量之差小

于0.00059时，即达到恒重。

H.0.5 溶解硝酸银所用烧杯在硝酸银溶液移人1000mL容量瓶

后，用试验用水冲洗烧杯，冲洗后的溶液也一并移人I000mL容

量瓶中。

H.0.6 溶解氯化钠所用烧杯在氯化钠溶液移人1000mL容量瓶

后，用试验用水冲洗烧杯，冲洗后的溶液也一并移人I000mL容

量瓶中。

H.0.7 空白试验的目的是消除试验用水及其他在试验过程中可

能带人的氯离子。

H.0.8 将浸泡试样、盖紧塞的磨口三角瓶置于电振荡器上振荡

6h或静止放置24h后，试样中的氯离子已经能够充分溶解于试

验用水中。若样品中氯离子含量过低，可在移人50.00mL滤液

的烧杯中准确加人10.00mL浓度为0.01mol/L的氯化钠标准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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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再按照本条第2款进行测定。同时应按照本条第2款进行试

验用水的空白试验，试验用水中也应准确加人10.oomL浓度为
0.olmol/L的氯化钠标准溶液。

H.0.9 砂浆的质量包括混凝土配合比中水、胶凝材料及砂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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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J 钢筋表面硬度测试方法

J.0.1 本方法测定构件中钢筋表面硬度的目的不是用于推定钢

筋的强度，只用于对钢筋分类。

J.0.2里氏硬度计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里氏硬度

试验 第1部分  试验方法》GB/T 17394.1中规定的钢筋质

量、厚度进行选择。

J.0.3 根据所选择的构件不同，可检测钢筋的侧面、上表面、

下表面。

J.0.9 当同类钢筋的弹击角度不同时，可以按本标准附录N的

规定进行回弹代表值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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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结构混凝土冻伤的检测方法

K.0.1 本附录规定的方法可用于判断混凝土冻伤的原因和

程度。

K.0.3 混凝土冻融损伤是指成熟龄期后的混凝土，在含水的情

况下，由于环境正负温度的交替变化导致混凝土损伤。发生冻融

损伤的混凝土一般为既有结构混凝土。

K.0.4 新拌制的混凝土，若人模温度较低且接近于混凝土冻结

温度时则导致立即冻伤，立即冻伤的特点为内外混凝土冻伤基本

一致。新拌制的混凝土，若人模温度较高，而混凝土预养时间不

足，当环境温度降到混凝土冻结温度时则导致预养冻伤，预养冻

伤的特点为内外混凝土冻伤不一致，内部轻微，外部较严重。发

生早期冻伤的混凝土一般出现在混凝土结构的施工阶段。

KO.6 本条第2款规定的方法，只能定性地判定表层与内部混

凝土强度的差异。本条第4款的修正是用内部的里氏硬度回弹值

与芯样强度建立联系，然后用于表面混凝土回弹的强度换算。当

表层混凝土冻伤厚度较厚时，也可采用取芯法检测表层强度。

K.0.7 立即冻伤混凝土强度的测试可分为抗压强度的测试和劈

裂抗拉强度的测试。有些情况下，立即冻伤混凝土抗压强度可以

得到较好的恢复，而抗拉强度的恢复相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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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L 混凝土中钢筋锈蚀状况的检测

L.0.1本条规定了3种钢筋锈蚀的检测方法。
L.0.2 剔凿出钢筋直接测定剩余直径的方法适用于明显锈蚀的

钢筋。当钢筋有轻微锈蚀时，应进行锈蚀处与未锈蚀处比较。

L.0.3 钢筋锈蚀的电化学测试方法和综合分析判断方法属于间

接的测试方法。当需要进行准确的判定时，宜配合剔凿检测

方法。

L.0.4 钢筋锈蚀状况的电化学测试可分成极化电极的测试方法

和半电池的测试方法两类。极化电极原理的检测方法测定的是钢

筋锈蚀电流和混凝土的电阻率，可以用于判断钢筋的锈蚀速度。

半电池原理的检测方法测定的是钢筋的电位，主要用于判断钢筋

是否具备锈蚀条件以及钢筋是否锈蚀。
L.0.7 当测试数据足够多时，板类构件测试可绘制等值线图。

L.0.8 本条第1款表L.0.8一1为钢筋锈蚀状况判别。电位的测

试只能判定钢筋是否具备锈蚀条件，而钢筋是否锈蚀需要打孔验

证。本条第2款表L.0.8一2为钢筋锈蚀速率及构件保护层出现损

伤年数判别，钢筋的锈蚀程度需要实测确定。

L.0.9 此处的裂缝形态是指顺筋裂缝，混凝土中有害物质含量

主要是指氯离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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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M 回弹检测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

M.0.1 本方法适用于既有结构烧结普通砖强度的检测。结构工

程质量检测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的符合性判定宜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规定的回弹法进行

检测。

M.0.2 本条规定了检验批的测区数量，测区应该均匀布置在同

一批次烧结普通砖的砌体上，当检验批砌体数量较大时，可以多

布置一些单元。每个检测单元至少抽取5块砖进行检测。这里要

提示的是，本条所称的批次对应的是烧结普通砖，不是砌体。

M.0.3 当烧结普通砖表层存在受到冻融、风沙的影响层时，应

该进行打磨。

M.0.5 本条提出的换算强度对应于烧结普通砖的标号。砖的标

号按表5的抗压和抗折强度确定。

表5 砖的标号对应的强度指标

抗压强度 (MPa) 抗折强度 (MPa)
砖的

标号
五块平均值

  不小于

单块最小值

  不小于

五块平均值

  不小于

单块最小值

  不小于

13.73

J
任

-

月勺

-

州
了

门

-

0
乙

-

月
了

八
J

-

0
‘

-

︸.
立

19.62

14.72

9.81

200
-150
-100
-75

M.0.6 按本附录计算确定的烧结普通砖抗压强度的平均值与砖

的标号相近，可以作为计算砌体抗压强度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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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N 钢材强度的里氏硬度检测方法

N.1 适用范围和测试仪器

N.1.1 本附录规定的方法可用于区分钢构件钢材的强度等级，

也可用于推定钢材抗拉强度的标准值。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也是

钢材评定的指标之一。

N.1.2 表面经过特殊处理的钢材，其回弹换算强度偏高，内部

存在缺陷是指存在分层等。

N.1.3 本条规定里氏硬度计应该进行检定或校准。

N.2 检 测 技 术

N.2.1 本方法可以有效区分不同品种的钢材，因此检测对象和

数量宜根据现场情况确定。
N.2.2 本条规定了测区的数量等。其中本条第2款规定，当测

区里氏硬度计垂直向下检测时，无须进行修正。本条第3款表明

当测区钢材厚度小于 6mm和曲面构件测区的曲率半径小于

3omm 时，检测数据有较大偏差。测试时测区钢材产生颤振会对

检测结果有明显影响。

N.2.4 里氏硬度的检测操作要求冲击方向与测试面垂直。

N. 2.6本条规定了测点的测试方法。

N.3 硬度计算及钢材强度换算

N.3.2 本条规定了回弹代表值，经过修正的回弹平均值也称为

代表值，代表值可用于换算强度。

N.3.4 同时存在弹击角度和钢材厚度修正问题时，应先进行弹

击角度的修正。

N.3.5 表N.3.5给定了里氏硬度代表值与抗拉强度最小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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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之间的换算关系。研究表明:对应于同样里氏硬度，钢材强

度出现表中最小值和最大值的频次较低，这是由于钢材本身因素

所致。

    抗拉强度换算最小值的平均值可作为该批钢材抗拉强度标

准值。

N.4 钢材强度的推定和强度等级的区分

N.4.2 当所有构件钢材抗拉强度特征值接近或高于某种钢材的

标准值时，可按该品种钢材的屈服强度或条件屈服强度进行构件

承载力的验算。我国建筑结构的钢材品种较多，有了这种测试推

定制的方法，可以解决缺少钢材检验资料的既有结构检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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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P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中

钢构件的无损探测方法

P.1 一 般 规 定

P.1.1 本附录探测的钢构件是指完全包裹在钢一混凝土组合结

构构件混凝土中的钢构件。

P.1.2本条第1款是探测混凝土中是否存在钢构件。
P.1.3 本条规定钢构件的无损探测结果宜进行局部打孔等直接

测试方法的验证，特别是保护层厚度和钢构件的主控尺寸。

P.2 仪器及基本操作要求

P.2.1 钢一混凝土组合结构钢构件的探测可以综合使用钢筋探

测仪和雷达探测仪两种仪器，也可使用其中一种仪器。
P。2。2

仪器。

P。2。5

当单独使用钢筋探测仪时，最好选择探测深度较大的

本条规定的横向和纵向探测主要针对钢一混凝土组合柱。

横向测试时，雷达仪的天线应垂直于被测构件的轴线

运行;

    2 纵向测试时，雷达仪的天线应平行于被测构件的轴线

运行;

    3 在混凝土中钢构件的探测过程中，雷达仪的探测位置布

置在构件无钢筋或钢筋间距较大的部位，可以减少钢筋反射影

响，在钢筋上顺筋探测易造成错判。本条规定同样适用于钢筋探

测仪的探测。

P.3 钢构件及其形状的探测

P.3.1 先探测构件中保护层较小的钢筋，便于对钢构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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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

P.3.2 本条第1款的规定适用于矩形组合构件，当组合构件的

截面为圆形时，不必执行该款规定。本条第2款和第4款的规定

适用于矩形和圆形等组合构件。

P.3.3 组合构件截面判定:
    1 当两个相邻侧面的探测曲线图具有图P.3.3一1的相同特

征时，表明钢构件的截面形状为矩形;

    2 当两个相邻侧面的探测曲线图分别具有图P.3.3一1和图

P.3.3一2的典型特征时，表明钢构件的截面形状为H形;

    3 当两个相邻侧面的探测曲线图显示相似的背景本底值，

类似于图P.3.3一1，但是其边缘变化幅度较大时，钢构件的截面

可能为圆形。

P.3.4 对于圆形的钢一混凝土组合构件，保护层厚度不均匀可
造成探测曲线图显示基本均匀的背景本底值。当其中钢构件为矩

形或H形时，背景本底值差异明显。

P.3.5 雷达仪探测混凝土包裹的钢构件，宜采用横向测试法和

纵向测试法分别探测混凝土构件的相邻侧面，当存在深层的连续

较强的反射信号时，可初步判定混凝土内存在钢构件。

P.3.6 本条中组合构件由4个侧面组成。当组合构件接近于正

方形时近似程度较好，当为长方形时近似程度略差。当基本规律

相近，深层反射信号近似对称时，可判定钢构件为矩形。

P.4 H形钢构件主控尺寸的测定

P.4.1 本条规定了H形钢构件的主控尺寸，包括翼板保护层厚

度dl和d:、翼板的宽度HY和钢构件的高度Hw。这里要提示的

是，dl和dZ也许并不均匀。

P.4.3 H形钢构件腹板的实际高度还需减去两翼板的厚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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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Q 轻质围护结构瞬时风动力

          系数试验方法

Q.1 一 般 规 定

Q. 1.1 本附录规定了轻质围护结构面层动力系数的试验方法。

一般风洞试验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很难提供带有动力特性的瞬

时风。缓慢提速的气流不能使质量较大的受体产生明显的加速

度，不宜称为动力荷载。

Q.1.2 本附录分别规定了轻型围护结构面层动力系数试验装置

和试验方法。

Q.2 试 验 装 置

Q.2.3 拉接板采用钢质是为了避免板面变形;采用圆形是为了
减小气流侧向绕流的扰动。采用不同质量可以体现风速对不同质

量受体动力系数的差异。

Q.2.4 拉簧要与支架有效地拉接，但拉力不宜过大。

Q.2.5 位移包括静态和动态 (有振幅)，风速应同步测试与

记录。

Q.2.6 测试仪表安装牢固，可减小测试误差。

Q.2.8 有些玻璃幕墙风压的试验设备具有本条规定的全部设施

和仪表。

Q.2.10 调整风速可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调整风机的转速，

其二是调整导流管出风口的直径，其三是调整出风口处的风速。

Q.3 动力系数试验

Q.3.1 拉接板的质量宜与围护结构相同面层的质量相近，拉接
板的承受风压宜与该地区50年35瞬时风最大值形成的围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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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的计算风压相近。当难于实现时，要按相应的比例关系适当

地调整。瞬时风的动力系数与受体的质量相关，与受体的刚度和

频率关系不大。

Q.3.2 缓慢提高风速是为了减小拉接板的振动。

Q.3.4 本条规定了试验测试的步骤。

Q.3.5 本条规定了测试数据分析的规则，第2款取每次试验前

3个最大动态位移的平均值是考虑到振幅可能会有衰减。

Q. 3.6 同样荷载作用的动态位移与静态位移的比值是结构力学

中确定动力系数的基础。本条将该比值称为动力系数的试验值，

表明还需要对该比值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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