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烧结普通砖 、多孔砖 

11.1 检验项目 

        (1)外观质量 

        (2)尺寸偏差 

        (3)强度等级 



11.2 取样方法和数量 

• 按3.5万～15万块为一批，不足3.5万块按
一批计。 

• 随机抽取50块样品检验外观质量； 

• 随机抽取20块样品检验尺寸偏差。 

• 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样品中，
随机抽取15块，其中10块进行强度检验，5
块备用。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2.1  检验项目 

(1)外观质量、尺寸偏差 

(2)强度等级、干密度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产品质量说明书： 

      生产厂名、商标、产品标记、本批产
品的主要技术性能和生产日期。 

 

     砌块应存放5天以上方可出厂，同品种、
同规格、同等级做好标记，有防雨措施。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2.2 取样方法和数量 

型式检验： 

 

• 随机抽取80块样品检验尺寸偏
差、外观质量 

• 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合
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5组共15
块进行强度检验，随机抽取3组
共9块进行体积密度检验。 

1、新厂生产、试制定型检验； 
2、原料、生产工艺较大改变； 
3、正常生产后每年一次； 
4、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 
5、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相差大； 

6、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时。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2.2 取样方法和数量(进场检验） 

按同品种、同规格、同等级的1万块为一批，
不足1万块按一批计。 

出厂检验： 

随机抽取50块样品检验尺寸偏差、外观质量 

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样品中，
随机抽取3组9块进行强度检验，随机抽取3组
进行体积密度检验。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砌块规格尺寸（mm） 

 
砌块公称尺寸 

长度L 宽度B 高度H 

600 

100、120、125 

150、180、200 

240、250、300 

200 

240 

250 

300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砌块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指标 

优等品(A) 合格品(B) 

尺寸允许偏差
(mm) 

长度 L ±3 ±4 

宽度 B ±1 ±2 

高度 H ±1 ±2 

缺棱掉
角 

个数，不多于（个） 0 2 

最大尺寸≯(mm) 0 70 

最小尺寸≯(mm) 0 30 



砌块外观、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指     标   

优等品(A) 一等品(B) 

平面弯曲≯(mm) 不允许 

裂
纹 

贯穿一棱二面的裂纹长度≯裂纹方
向尺寸总和的 

0 1/3 

任一面上的裂纹长度≯裂纹方向尺
寸的 

0 1/2 

条数，不多于(根) 0 2 

爆裂、粘模和损坏深度≯(mm) 10 30 

表面疏松、层裂 不允许 

表面油污 不允许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2.3  结果判定及处理 

(1)  尺寸偏差、外观质量 

• 受检的50块砌块中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
符合GB11968-2006 6.1要求的砌块数量不
超过5块时，判定该批砌块符合相应等级；
若不符合要求的砌块数量超过5块时，判定
该批砌块不符合相应等级。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2)  强度等级、干密度 

•砌体的立方体抗压强度  

•砌体的干密度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强度级别应
根据立方体抗压强度和干密度确定。 
 



12、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砂加气防裂措施： 

1、要查看生产日期，龄期不足28天的砌 

块不得进场施工。 

2、堆放高度不得超过2M，并应防止雨淋。 

3、采用专用砂浆砌筑。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DB33/T1022-2005 

1.0.4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采用蒸压砂加气混凝
土砌块： 

1、建筑物内外墙±0.000以下； 

2、长期处于浸水和化学浸蚀环境； 

3、砌块表面温度高于80℃的建筑部位； 

4、女儿墙位置（粉煤灰砌块禁用）。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3.0.3  砌块砌筑必须使用粘结剂，其主要技术指标符合
《蒸压加气混凝土用砌筑砂浆与抹面砂浆》（JC890）中
砌筑砂浆的要求外，尚应符合表3.0.3的要求。 

表3.0.3                    粘结剂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测试方法 

抗压强度 MPa ≥5.0 JC890 

拉伸粘结强度 

（与水泥砂浆粘结，空气中养护14d） 
MPa ≥0.6 

见附录B 
拉伸粘结耐水强度（与水泥砂浆粘结，
空气中养护14d，水中养护7d） 

MPa ≥0.4 

拉伸粘结强度 

（与B06砌块粘结，空气中养护14d） 
MPa 

≥0.4 

或至少50%的破

坏面在砌块上 



•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3.0.4  抹灰前应使用界面剂，界面剂的技术指标

应符合《混凝土界面处理剂》JC/T907中的Ⅱ

型的要求。界面剂厚度宜为2—3mm。 

3.0.5  墙面抹面砂浆宜采用专用抹面砂浆，其技

术指标应符合《蒸压加气混凝土用砌筑砂浆与

抹面砂浆》JC890中抹面砂浆的要求。 



•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3.0.6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的主要性能指标除应符
合《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JC/T841的要求外，尚
应符合表3.0.6的要求。 

表3.0.6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的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测试方法 

单位面积质量  g/㎡  ≥130  
参照《外墙外
保温工程技术
规程》
JGJ144附录
A.12 

耐碱断裂强力（经、纬向）  N/50mm  ≥750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经、
纬向）  

%  ≥50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4.2  构造措施 

4.2.1  外墙砌块的强度等级不应小于A5.0，内墙

砌块强度等级不应小于A3.5。 

4.2.2  墙面抹面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5；顶层

墙面抹面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7.5。 

4.2.3  门窗洞口宜采用钢筋混凝土过梁，过梁两

端应伸入墙体不小于250mm；其支承面下应设置砼

垫块，遇水平系梁时，垫块与水平系梁应浇成整体。

当洞口宽度大于2m时，洞口两侧应设置钢筋砼边框。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 《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4.2.4窗台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窗台梁，两端伸入

墙体各600mm；窗台下一皮砌块的底部应放置

3Φ6.5纵向钢筋。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4.2.5砌块墙与结构柱或砼墙交接处，应在柱或混

凝土墙内预留拉结筋，每隔500mm或两皮砌块间

设2Φ6.5拉结钢筋，拉筋伸入墙内长度不应小于

墙长的1/5，且不应小于700mm，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时，不应小于1000mm，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时，

应通长设置。砌块墙与后砌隔墙交接处预留拉结

筋。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4.2.6  墙厚不大于150mm且墙体净高大于3m，或墙厚

大于150mm且墙体净高大于4m时，墙体半高处或门

窗洞上必须设置沿墙全长贯通的钢筋混凝土水平系

梁。水平系梁与柱或混凝土墙连接，宽度宜与墙厚

相同，高度不应小于120mm；遇门窗洞时，高度不

应小于180mm。其纵向钢筋不应少于4Φ10，箍筋间

距不应大于250mm。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4.2.7  砌块墙长大于5m或超过层高2倍时，应设置钢

筋混凝土构造柱，构造柱纵筋必须锚入混凝土梁或

板中。 

4.2.8  砌体与梁、柱或混凝土墙体结合的界面处（包

括内、外墙），应在墙体抹灰层中加设耐碱玻璃纤维网

格布或热镀锌钢丝网片（网片宽500mm，沿界面缝两侧

各延伸250mm）。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4.2.9  房屋两端山墙和顶层墙体的抹灰层中，宜加

热镀锌钢丝网片或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 

 

4.2.10  砌块墙体顶部与梁或楼板的缝隙宜做柔性连

接，并应有卡固措施。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6.1.15  砌块墙顶面与钢筋混凝土梁（板）底面间

应预留10～25mm空隙，空隙内的充填物宜在墙

体砌筑完成7d后进行。在墙顶每一砌块中间部位

及两侧用经防腐处理的木楔楔紧固定，木楔两侧

宜用1﹕3水泥砂浆或玻璃纤维棉、矿棉和PU发

泡剂嵌严，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6.2.4  安装塑钢、铝合
金门窗，应在门窗洞两
侧的墙体中按上、中、
下位置每边砌入C20混凝
土块，然后宜用尼龙锚
栓或射钉将塑钢、铝合
金门窗框连接铁件与预
制混凝土块固定，框与
砌体之间的缝隙用PU发
泡剂填充。 



6.3.1  水电管线的暗敷

工作，必须待墙体完成并

达到一定强度后方能进行。

开槽时，应使用轻型电动

切割机并辅以手工镂槽器。

开槽的深度不宜超过墙厚

的1/3。墙厚小于120mm的

墙体不得双向对开管线槽，

管线开槽应距门窗洞口

300mm外为宜。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4.1.2卫生间等有防水要求的部位,在楼板以上

应设置与墙同宽且高度不小于200mm的现浇混

凝土带,其内墙抹灰层应采取有效的防水措施。 

8.0.2  砌体灰缝应饱满，其水平灰缝厚度宽度

应小于等于4mm；竖向灰缝宽度应小于等于

6mm。水平和竖向灰缝饱满度均不应小于80%。 



专项检测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38、建筑基桩检测  

38.1静载试验 ：GB50007-2011: 

10.2.14  施工完成后的工程桩应进行桩身完 

整性检验和竖向承载力检验。承受水平力较 

大的桩应进行水平承载力检验，抗拔桩应进 

行抗拔承载力检验。 

    单桩竖向静载试验应在工程桩的桩身质 

量检验后进行。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1. 建筑基桩检测  

1.1静载试验 ： 

 检验桩数不应少于总数的1%，且不应少于3

根，当总桩数少于50根时，不应少于2根。  

 加载值不应小于单桩设计承载力的2.0倍。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堆载法：是在地面上堆载足够的配重来提供加

载反力，以实现对桩基的加载。属传统试验方

法。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锚桩法：是以试验桩附近的辅助桩作为反力

支撑，对桩基进行载荷试验属传统试验方法。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自平衡法：是在桩基内

部，以自身的承载能力作

为加载反力，实现自我加

载的方法，是近几年新发

展的一种试验技术。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1. 建筑基桩检测－桩身完整性检验 

GB50007-2011: 

10.2.15  桩身完整性检验宜采用两种或多种

合适的检验方法进行。直径大于800mm的混

凝土嵌岩桩应采用钻孔抽芯法或声波透射

法检测，检测桩数不得少于总桩数的10%，

且不得少于10根，且每根柱下承台的抽检

桩数不应少于1根。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JGJ106-
2014第3.3.3条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建筑桩基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第
10.3.2条： 
 

D=800  800＜D≤1600  D＞1600 



专项检测—建筑基桩检测 

1.2验收规范关于桩身完整性检测的规定： 

对设计等级为甲级或地质条件复杂，成桩质量可

靠性低的灌注桩混凝土桩身完整性检测，抽检数

量不应少于总数的30%，且不应少于20根；其他桩

基工程的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数的20%，且不应少

于10根。 

GB50202-2018规定：围护桩动测不应少于总数的

20%，且不应少于5根。 

 



高应变检测方法：

是对低应变法的改

进，但对大直径桩，

特别是嵌岩桩，高、

低应变均难以取得

较好的检测效果。 

 锤重应＞预估单桩极限承载力的1.0%～
1.5%，桩径＞600mm或桩＞ 30m时取高
值，落距1.5m。  
 



专项检测—砼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2. 砼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2.1 回弹法  

2.1 .1  取样方法 ： 

 按批进行检测的构件，抽检数量不得少于

同批构件总数的30％且构件数量不得少于

10件 。 



附录D  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取芯法强度检验 

 

 GB50204-2015新规定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

别检验，检验方法宜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

当未取得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或同条件养护试

件强度检验不符合要求时，可采用回弹-取芯法

进行检验。 



附录D  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取芯法强度检验 

 D.0.1 回弹构件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同一强度等级的柱、梁、墙、板，选取构件最小数量

应符合表D.0.1的规定。 

构件总数量 最小抽样数量 

20以下 

20～150 

151 ～280 

281 ～500 

501 ～1200 

1201 ～3200 

全数 

20 

26 

40 

64 

100 



② 不宜抽取梁高小于300mm的梁、边长小于300mm的柱。 

③ 每个选取构件回弹5个测区回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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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单

个构件检测的有关规定。 

④ 楼板回弹宜在板底进行。 

⑤ 对同一强度等级的砼，应将每个构件5个测区中最小

测区平均回弹值排序，并在最小的3个测区各钻取1个芯

样，直径宜为100mm，且宜≥3倍骨料粒径，高度为直径

的0.95～1.05。 

⑥ 3个芯样平均值应≥88%设计值；最小值≥80%设计值 

 

测区钢筋较密时，可
取70mm 



 增加了结构实体位置和尺寸检验规定（10.1.4、

附录F） 

 F.0.1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构件的选取应符

合下列要求： 

① 梁、柱应抽查构件数量的1%，且不应少于3件； 

② 墙、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1%，且不少

于3间； 

③ 层高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1%，且不少于3

间。 

 

 

 GB50204-2015新规定 



项目 检验内容 

柱截面尺寸 选取柱的一边量测柱中部、下部及其他部位共3点取平均值 

柱垂直度 沿两个方向分别量测，取较大值。 

墙厚 墙身中部量测3点，取平均值；测点间距不应小于1m 

梁高 
量测一侧边跨中及两个距离支座0.1m处，共3点取平均值；量测值可

取腹板高度加上此处楼板的实测厚度。 

板厚 

悬挑板取距离支座0.1m处，沿宽度方向取包括中心位置在内的随机3

点取平均值；其他楼板，在同一对角线上量测中间及距离两端各0.1m

处，取3点平均值。 

层高 
与板厚测点相同，量测板顶至上层楼板板底净高，层高量测值为净

高与板厚之和，取3点平均值 

 GB50204-2015新规定 



专项检测—砼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2.3 钢筋保护层检测  

2.3.1  取样方法和数量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结构部位和构件数
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结构部位，应由监
理（建设）、施工等各方根据结构构件的
重要性共同选定。 



4. 修改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要求： 

 非悬挑类梁板构件，抽构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 

 悬挑梁，抽构件数量的5%且不少于10个；少于10个时

，全检。 

 悬挑板，抽构件数量的10%且不少于20个；少于20个

时，全检。 

 

 

GB50204-2015第10章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 



专项检测—砼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梁类构件，应对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

厚度进行检验；板类构件，应抽取不少于6

根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进行检验。对

每根钢筋应在有代表性的部位测量1点。 



专项检测—砼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对

梁类构件为+10mm，-7mm；对板类构件为

+8mm，-5mm。 

 



专项检测—砼结构工程实体质量检测 

2.3.2  结果判定及处理 

当全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合格点率为90%及以上

时，检验结果判为合格。 

当全部检验的合格点率小于90%但不小于80%时，可

加倍检验；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格点率≥90%时，

检验结果仍判为合格。 

每次抽样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允

许偏差的1.5倍。 



专项检测—后锚固法检测  
2.4 后锚固法检测  

2.4.2  取样方法 

锚栓抗拔力现场检测：对于一般构件，可采

用非破坏性检验，对于重要结构构件及生命

线工程非结构构件，应采用破坏性检验。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同规格、同型号，基本

相同部位的锚栓组成一个检验批。抽取数量

按每批锚栓总数的1‰计算，且不少于3个。 



专项检测—后锚固法检测 

2.4.3  结果判定及处理 

非破坏性检验荷载下，以混凝土基材无裂

缝、锚栓或植筋无滑移等宏观现象，且

2min持荷期间荷载降低≤5%时为合格。 

当非破坏性检验不合格时，应另抽不少于3

个锚栓做破坏性检验判断。  



专项检测—后锚固法检测 

破坏性检验锚栓的极限抗拔力满足下列规定为合格： 

            NcRm≥[γu]Nsd          N
c
Rmin≥NRk     

式中  Nsd  ——锚栓拉力设计值； 

      NcRm——锚栓极限抗拔力实测平均值； 

      NcRmin——锚栓极限抗拔力实测最小值； 

      NRk——锚栓极限抗拔力标准值。 

     [γu]——锚固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近似取

1.1。  



采用化学植筋方式的拉结筋实体检测要求： 

GB50203-2011第9.2.3条 

      锚固钢筋拉拔试验的轴向受拉非破坏承

载力检验值应为6.0kN。抽检钢筋在检验值作

用下基材无裂缝、钢筋无滑移；持荷2min期间

荷载值降低不大于5%。抽检数量按下表： 



采用化学植筋方式的拉结筋实体检测要求： 

 
检验批容量 

样本最小
容量 

检验批容量 
样本最小 

容量 

≤90 5 281～500 20 

91～150 8 501～1200 32 

151～280 13 1201～3200 50 



采用化学植筋方式的拉结筋实体检测要求： 

 样本 

容量 

合格判
定数 

不合格
判定数 

样本 

容量 

合格判
定数 

不合格
判定数 

5 0 1 20 2 3 

8 1 2 32 3 4 

13 1 2 50 5 6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3.1钢结构表面质量磁粉检测 

3.1.1取样数量： 

每批同类构件抽查10%，且≥3件； 

被抽查构件中，每一类型焊缝按条数抽查5%，

且≥1条；每条检查1处，总计≥10处。 

3.1.2检验方法：一般采用观察、放大镜、焊

缝量规和钢尺检查，有疑议时采用磁粉检测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焊缝的外观缺陷一般有：焊缝表面根部收缩、

咬边、弧坑裂纹、电弧擦伤、接头不良、夹

渣、 气孔、焊瘤、未焊满等。  

一级焊缝不得有外观缺陷； 

二级焊缝不得存在裂纹、焊瘤、电弧擦伤、
夹渣、气孔等缺陷，  

三级焊缝不得存在裂纹、焊瘤缺陷。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3.1钢结构表面质量磁粉检测 

3.1.3结果判定及处理： 

当缺陷磁痕为裂纹时，直接评定为不合格； 

不合格的，应当返修，返修后复检； 

返修复检部位应在检测报告中标明。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3.2钢结构焊缝超声波探伤检测 

3.2.1取样方法： 

工厂制作的焊缝，按每条焊缝计算百分比，且

探伤长度≥200mm，不足200mm时，对整条焊缝

探伤； 

现场安装的焊缝，按同一类型、同一施焊条件

的条数计算百分比，且探伤长度≥200mm 。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3.2钢结构焊缝超声波探伤检测 

3.2.2结果判定：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内部缺陷 

超声波探伤 

评定等级 Ⅱ Ⅲ 

检验等级 B级 B级 

探伤比例 100% 20%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3.3钢结构焊缝射线探伤检测 

3.3.1取样方法： 

工厂制作的焊缝，按每条焊缝计算百分比，且

探伤长度≥200mm，不足200mm时，对整条焊缝

探伤； 

现场安装的焊缝，按同一类型、同一施焊条件

的条数计算百分比，且探伤长度≥200mm 。 



专项检测—钢结构焊缝探伤 

3.3钢结构焊缝射线探伤检测 

3.3.2结果判定：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内部缺陷 

超声波探伤 

评定等级 Ⅱ Ⅲ 

检验等级 AB级 AB级 

探伤比例 100% 20% 



常用节能材料 



章号 
分项
工程 

复验项目 

4 
墙体
节能 

1、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导热系数、密度、
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 

   保温浆料同条件试件 

2、粘结材料的粘结强度； 

3、增强网的力学性能、抗腐蚀性能。 

4、保温板材与基层粘结强度现场拉拔试验；
后置锚固件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饰面砖粘
结强度拉拔试验。 

取样：单位工程2万m2以下时3次，以上6次 

旁站！ 



章号 分项 复验项目 

5 
幕墙
节能 

1、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导热系数、密度； 

2、幕墙玻璃：可见光透射比、传热系数、遮
阳系数、中空玻璃露点； 

3、隔热型材：抗拉强度、抗剪强度 

同一厂家的同一种产品抽查不少于一次 

4、幕墙面积大于3000m2或50%外墙面积，现
场抽取材料制作试件进行气密性检测； 

5、一个单位工程中面积超过1000m2的每种幕
墙均抽一个试件进行气密性检测 



章号 分项 复验项目 

6 
门窗
节能 

夏热冬冷地区：气密性、传热系数、玻璃
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中空玻璃露点 

金属副框的隔热断桥措施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产品各抽查
不少于3樘；金属副框按上述要求抽查1樘 

7 
屋面
节能 

保温隔热材料：燃烧性能、导热系数、密
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3组 

8 
地面
节能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导热系数、密度、
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3组 



章号 分项 复验项目 

9 
采暖
节能 

1、散热设备、阀门、仪表、管材、保温材料
的外观检查和资料检查。 

2、散热器的单位散热量、金属热强度； 

3、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吸水率 

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散热器抽1%，且不少于2
组；同厂家同材质保温材料不少于2次 

10 

通风
与空
调节
能 

1、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绝热材料的外
观检查和资料检查。 

2、风机盘管机组的供冷量、供热量、风量、
出口静压、噪声及功率； 

3、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吸水率 

同一厂家的风机盘管机组按2%，不少于2台；
绝热材料不少于2次 



章号 分项 复验项目 

11 

空调与
采暖系
统冷、
热源及
管网节

能 

1、冷热源设备及辅助设备、阀门、仪
表、绝热材料的外观和资料核查。 

2、绝热管道、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密度、吸水率 

同一厂家同材质不少于2次 

12 
配电与
照明节
能工程 

电缆、电线截面和每芯导体电阻值 

同厂家各种规格总数的10%，且不少于2
个规格 



标称截面mm2 根数 
单线标称
直径mm 

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范围mm  

0.75 1 0.97 

±1%d 

0.960～0.980 

1.0 1 1.13 1.119～1.141 

1.5 1 1.38 1.366～1.394 

2.5 1 1.78 1.762～1.798 

4 1 2.25 2.228～2.273 

6 1 2.76 2.732～2.788 

10 7 1.35 1.337～1.364 

16 7 1.7 1.683～1.717 

25 7 2.14 2.117～2.161 

35 7 2.52 2.495～2.545 

电线电缆直径允许偏差GB／T3953-2009 



标称截面mm2 根数 
单线标称
直径mm 

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范围mm  

50 19 1.78 

±1%d 

1.762～1.798 

70 19 2.14 2.119～2.161 

95 19 2.52 2.495～2.545 

120 37 2.03 2.010～2.050 

150 37 2.25 2.228～2.273 

185 37 2.52 2.495～2.545 

240 61 2.25 2.228～2.273 

300 61 2.52 2.495～2.545 

400 61 2.85 2.822～2.879 

500 91 2.65 2.624～2.677 

630 127 2.52 2.495～2.545 



标称截面
mm2 

20℃时导体最大电阻
（Ω/km）圆铜导体

（不镀金属）  

0.5 36.0 

0.75 24.5 

1.0 18.1 

1.5 12.1 

2.5 7.41 

4 4.61 

6 3.08 

10 1.83 

16 1.15 

电线电缆每芯导体最大电阻值GB50411-2007 

标称截面
mm2 

20℃时导体最大电阻
（Ω/km）圆铜导体

（不镀金属）  

25 0.727 

35 0.524 

50 0.387 

70 0.268 

95 0.193 

120 0.153 

150 0.124 

185 0.0991 

240 0.0754 

300 0.0601 



公安部、建设部2009年9月25日发文

《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

火暂行规定》。46号文 

“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宜

为A级，且不应低于B2级”。 

公安部65号文 



•上述分级标准已经过期，原标准为

GB8624-1997，分为A级（匀质材料）、A

级（复合夹芯材料）、B1、B2、B3五个

等级。 

•现标准为《建筑材料及其制品燃烧性能

分级》GB8624-2012。 

•目前的分级标准为A（A1、A2）、B1（B、

C）、B2（D、E）、B3（F）。 





46号文：非幕墙式住宅建筑应符合下列
规定 

 

 

 

1、高度≥100m的建筑，其保温材料的燃

烧性能应为A级。 

2、 60m ≤高度＜100m的建筑，其保温材

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2级。当采用B2级

保温材料时，每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3、 24m≤高度＜60m，其保温材料的燃烧

性能不应低于B2级。当采用B2级保温材料

时，每两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4、高度＜24m，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

应低于B2级。其中，当采用B2级保温材料

时，每三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46号文：非幕墙式住宅建筑应符合下列
规定 



46号文：非幕墙式其他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高度≥50m的建筑，其保温材料的燃烧

性能应为A级。 

2、24m≤高度＜50m的建筑，其保温材料的

燃烧性能应为A级或B1级。其中，当采用

B1级保温材料时，每两层应设置水平防火

隔离带。 



46号文：非幕墙式其他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3、高度＜24m的建筑，其保温材料的燃烧

性能不应低于B2级。其中，当采用B2级保温材

料时，每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外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作防护

层。防护层应将保温材料完全覆盖。首层的防

护层厚度不应小于6mm，其他层不应小于3mm。  



46号文：幕墙式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高度≥24m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

能应为A级。  

2、建筑高度＜24m时，保温材料的燃烧性

能应为A级或B1级。其中，当采用B1级保

温材料时，每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46号文：幕墙式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作防护层。防护层

应将保温材料完全覆盖。防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mm。 

2、采用金属、石材等非透明幕墙结构的，应设

置基层墙体，其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防火规范

关于外墙耐火极限的有关规定；玻璃幕墙的窗

间墙、窗槛墙、裙墙的耐火极限和防火构造应

符合现行防火规范关于建筑幕墙的有关规定。  



46号文：幕墙式建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基层墙体内部空腔及建筑幕墙与基层墙体、

窗间墙、窗槛墙及裙墙之间的空间，应在每层

楼板处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2、设置防火隔离带时，应沿楼板位置设置宽度

不小于300mm的A级保温材料。防火隔离带与墙

面应进行全面积粘贴。  



46号文：屋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屋顶基层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1.0h的不

燃烧体的建筑，其屋顶的保温材料不应低于B2

级；其他情况，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 

2、屋顶与外墙交界处、屋顶开口部位四周的保

温层，应采用宽度不小于500mm的A级保温材料

设置水平防火隔离带。  



常用保温隔热材料 

 

无机绝热材料 

有机绝热材料 

金属绝热材料 



常用保温隔热材料 

1. 无机绝热材料：岩棉、矿渣棉、玻璃棉、膨胀珍

珠岩及其制品、膨胀蛭石及其制品。 

1.1岩棉—优点： 

 优良的绝热性能； 

 使用温度高，高温下长期使用不变化； 

 防火不燃，耐腐、不蛀； 

 较好的耐低温性； 

 长期使用稳定性； 

 对金属设备隔热保温无腐蚀性； 

 吸声、隔声。 



常用保温隔热材料 
1.1.1岩棉检验项目： 

 导热系数；密度；燃烧性能。 

1.1.2岩棉取样方法：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

＜2万m2时各抽查不少于3次；≥2万m2时各抽查不

少于6次。 

 幕墙节能工程同一厂家同一品种产品抽查≥1组。 

 屋面节能工程同一厂家同一品种产品抽查≥3组。 

 

 



1.2建筑保温砂浆 

参考标准：《建筑保温砂浆》GB/T20473—2006 

1.2.1检验项目： 

导热系数、干密度、抗压强度、燃烧性能级别（A级） 

1.2.2取样方法：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单位工程建筑面积＜2万
m2时各抽查不少于3次；≥2万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从每批任抽20个以上不同堆放部位的包装袋中取等
量样品并混匀，总量不少于40L。 



1.2建筑保温砂浆 

1.2.2取样方法：浙江省地方标准《无机轻

集料保温砂浆及系统技术规程》： 

单位工程保温墙体面积＜5000m2时抽1次；

5000～10000m2时抽2次；10000～20000m2

时抽3次；＞ 20000m2时抽6次 

 

 

 

 

 



2. 有机绝热材料： 

 

 聚苯乙烯（PS），包括EPS（可发法）、

XPS（挤出法）；聚氨酯泡沫塑料（PU)

应加入火焰熄灭剂、自熄增效剂、阻

燃剂。 

 



2.1 XPS（挤塑聚苯板）保温板 

参考标准：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GB/T10801.2-2002 

2.1.1检验项目: 

压缩强度、导热系数、尺寸稳定性 

XPS的燃烧性能：B2级 

 



2.1.2取样方法和数量 

同一规格，同一类别的产品300 m3为一批。尺
寸和外观随机抽6块，压缩强度3块，绝热性能
2块。 

 

2.1.3结果判定及处理 

物理机械性能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应重新从原
批双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
果仍不合格时整批为不合格 。  
 



2.2 EPS（模塑聚苯板）保温板 

参考标准：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GB/T10801.1-2002 

2.2.1检验项目: 

压缩强度、导热系数、尺寸稳定性、表观密
度 

EPS的燃烧性能：易燃 

 



2.2.2取样方法和数量 

同一规格，同一类别的产品2000m3为一批。每
批取1m2 。 

 

2.2.3结果判定及处理 

物理机械性能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应重新从原
批双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结
果仍不合格时整批为不合格 。  
 



聚氨酯硬泡体保温材料__PU 



2.3喷涂聚氨酯硬泡体保温材料 

参考标准： 

《喷涂聚氨酯硬泡体保温材料》JC/T998—
2006 

2.3.1检验项目： 

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燃烧性能 

燃烧性能为B2级 



2.3.2取样方法和数量 

(1)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当单位工程建

筑面积＜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3次；

≥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2) 现场随机抽取1000×1000×30mm的试样

三块。 



3、金属绝热材料：金属面夹芯板。 

用于工程临时设施时，燃烧性能应达到

A级。 

GB50720-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

安全技术规范》 



4、其他材料： 

4.1界面砂浆： 

4.1.1检验项目：压剪粘结强度（原强度、耐水） 

4.1.2取样方法： 

单位工程建筑面积＜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
3次；≥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每次取样不少于5kg。 

4.1.3结果判定：原强度≥0.7MPa； 

               耐水强度≥0.5MPa 

 



4、其他材料： 

4.2耐碱网布（普通型、加强型） 

参考标准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158—
2004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3部分：单位面积质量
的测定GB/T9914.3—2001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5部分：玻璃纤
维拉伸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的测定
GB/T7689.5—2001 

 



4.2.1检验项目： 

 单位面积质量 

 断裂强力（经、纬向） 

 耐碱强力保留率（经、纬向） 

 

4.2.2取样方法和数量 

 单位工程建筑面积＜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
3次；≥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每次取样不少于2m2。 



4.3热镀锌电焊网 

参考标准：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JG158—2004 

《镀锌电焊网》QB/T3897—1999 

4.3.1检验项目： 

丝径、网孔大小、焊点抗拉力、镀锌层质量 

4.3.2取样方法： 

单位工程建筑面积＜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
3次；≥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每次取样不少于2m2。 

 



4.4抗裂砂浆： 

4.4.1检验项目： 

拉伸粘结强度；浸水拉伸粘结强度；压折比 

4.4.2取样方法： 

单位工程建筑面积＜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3
次；≥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每次取样不少于5kg。 

4.4.3结果判定：拉伸粘结强度≥0.7MPa； 

               浸水拉伸粘结强度≥0.5MPa； 

               压折比≤3.0 

 



4.5胶黏剂（苯板用）： 

4.5.1检验项目： 

拉伸粘结强度（与水泥砂浆、与苯板） 

4.5.2取样方法： 

单位工程建筑面积＜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3
次；≥20000m2时各抽查不少于6次；  

每次取样不少于5kg。 

 



4.5胶黏剂（苯板用）： 

4.5.3结果判定： 

 项        目 单位 指标 

拉伸粘结强
度（与水泥

砂浆） 

原强度 MPa ≥0.60 

耐水强度 MPa ≥0.40 

拉伸粘结强
度（与苯板） 

原强度 MPa 
≥0.10（破坏界面

在苯板上） 

耐水强度 MPa 
≥0.10（破坏界面

在苯板上） 



5、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方法 

参考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411—2007 

5.1检验项目：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  

5.2取样方法和数量： 

取样部位应由监理（建设）与施工双方共同
确定，不得在外墙施工前预先确定； 



5、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方法 

5.2取样方法和数量： 

应选取节能构造有代表性的外墙上相对隐蔽
的部位，并宜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取样部
位必须确保钻芯操作安全，且应方便操作； 

外墙取样数量为一个单位工程每种节能保温
做法至少取3个芯样。不宜在同一个房间外
墙上取2个或2个以上芯样。 



5、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方法 

5.3结果判定： 

在垂直芯样表面（外墙面）的方向上实测芯

样保温层厚度，当实测厚度平均值达到设计

厚度的95%及以上且最小值不低于设计厚度

的90%时，应判定保温层厚度符合设计要求；

否则，应判定保温层厚度不符合设计要求。 



5、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方法 

5.3结果判定： 

当取样检验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时： 

  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见证检测机构加倍检验。 

  仍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判定围护结构节能构 

造不符合设计要求。 

  根据检验结果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其他有资质 

的单位重新验算房屋的热工性能，提出技术处 

理方案。 

 



6、系统节能性能检测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411—2007 第14.2.1条： 

  采暖、通风与空调、配电与照明工程安装

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节能性能的检测，且

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

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报告。受季节影响未进

行的节能性能检测项目，应在保修期内补

做。 



                 表14.2.2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抽样数量 允许偏差或规定值 

 
1 

 
室内温度  

居住建筑每户抽测
卧室或起居室1间，
其它建筑按房间总
数抽测10%  

冬季不得低于设计
计算温度2℃，且不
应高于1℃； 
夏季不得高于设计
计算温度2℃，且不
应低于1℃  

2 
供热系统室外管 
网的水力平衡度  

每个热源与换热站
均不少于1个独立的
供热系统  

0.9～1.2  

3 
供热系统的    

补水率  

每个热源与换热站
均不少于1个独立的
供热系统 

≤0.5%～1% 



表14.2.2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
（续） 

          

    
 

 
  

序号 检测项目 抽样数量 允许偏差或规定值 

4 
室外管网的    
热输送效率 

每个热源与换热
站均不少于1个
独立的供热系统 

≥0.92 

5 各风口的风量 
按风管系统数量
抽查10%，且不
得少于1个系统 

≤15％ 

6 
通风与空调    

系统的总风量 

按风管系统数量
抽查10%，且不
得少于1个系统 

≤10％ 



表14.2.2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
（续） 

            

    
 

 
  

序号 检测项目 抽样数量 允许偏差或规定值 

7 空调机组的水流量 
按系统数量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个系统 

≤20％ 

8 
空调系统冷热水、

冷却水总流量 
全  数 ≤10％ 

9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

率密度 
按同一功能区不
少于2处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