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基基础检测
检测项目

检测指标

抽检数量

检测前准备工作

备注

1、根据任务要求和踏勘情况，确定

确定单桩
竖向抗压
(抗抜)极限
单桩竖向 承载力；
抗压(抗拔) 判定竖向
静载试验 抗压(抗拔)
承载力是
否满足设
计要求

基桩低应
检测桩身
变动力

不应少于同条件下
总桩数的1%，且不
得少于3根；当总
桩 数 在 50 根 以 内
时，不得少于2根
。对地基基础设计
等级为甲级和地质
条件较为复杂的乙
级桩基工程，应适
当增加抽检比例。

静载试验方法；
2、指导施工方对试验桩桩头进行加
工处理（灌注桩和桩顶已破损的预制
桩，应先凿掉桩顶部的松散破碎层和
软弱混凝土，至混凝土密实处；露出
竖向钢筋，冲洗干净桩头后再重新浇
注桩帽，并符合下列规定：桩顶面水
平、平整，桩帽中轴线与原桩身上部
的中轴线应重合；桩身主筋应全部直
通至桩帽混凝土保护层之下，如原桩
身露出主筋长度不够时，应焊接加
长，使各竖向钢筋在同一高度上；桩
帽截面形状可为圆形或方形，静载荷
试验时桩帽截面尺寸可大于原桩身，
桩帽高度L控制在1-2倍桩径范围内，
宜用厚度3～5 mm的钢板围裹或设置
箍筋，间距不大于100mm，上部设置
钢筋网片3～5层，网筋为Φ6-8，网
格为8×8cm，网片间距60～100mm；
桩帽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宜比桩身混凝
土提高1～2级，且不得低于C30。浇
注时应振捣密实，在混凝土初凝前将
桩顶面抹平，并用水平尺校核，保持
桩帽顶面水平。对于预估竖向承载力
较高的预制桩和预应力管桩，即使桩
头无破损、质量正常，也应用钢板夹
具箍紧桩头。对已截桩的预应力管
桩，应先用钢夹具箍住桩头，然后填
混凝土芯，填芯高度一般为1～2m，
混凝土不得低于C30，填芯后的桩顶
面保持密实、水平）
3、按试验方法配备相应的试验设备
、千斤顶率定表等

灌注桩：不应少于同
1、要求受检桩桩顶的混凝土质量、截
条件下总桩数的
面尺寸应与桩身设计条件基本等同；
50% ， 且 不 得 少 于 20
测试时，被测桩桩头应与混凝土承台
根，每个承台抽检桩
断开，当桩头侧面与垫层相连时，除
数 不得 少于 1根 ；对
非对测试信号没影响，否则应剥离；
柱下四桩或四桩以上
灌注桩应凿去桩顶浮浆或松散、破损
承台的工程，抽检数
部分，并露出坚硬的混凝土表面，妨
量还不应少于相应桩
碍正常测试的桩顶外露主筋应割掉；
数的50％。对地基基
预应力管桩当法兰盘与桩身混凝土之
础设计等级为甲级和
间结合紧密是可不处理，否则应用电
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
锯将桩头锯平；桩顶表面应平整干净
乙级桩基工程，应适
且无积水。
当增加抽检比例。

当检测不合格
时，应会同监
理、设计、质
监、检测部门
、施工单位分
析原因，并相
应增加检测数
量

当Ⅲ类、Ⅳ
类桩之和大于
抽检桩数的
10%时，应按
原比例扩大检

检测

原比例扩大检
测
预制桩：抽检数量不
应少于同条件下总桩
数 的 30% ， 且 不 得 少
缺陷及其
于20根，每个承台抽
2、检测完成前请勿绑扎基础钢筋，预
位置，判
检桩数不得少于1
定桩身完
应力管桩检测前请勿查筋灌芯
根；对柱下四桩或四
整性类别
桩以上承台的工程，
抽检数量不应少于相
应桩数的30％。

天然地基、处理地基
检测，可采用平板载
荷试验，抽检数量为
每单位工程不应少于
3 点 ， 1000 ㎡ 以 上 的
工程，每100 ㎡不少
于 1 个 点 ， 3000 ㎡ 以
上的工程，超过3000
㎡部分每300 ㎡不少
于1个 点 ， 每一 独立
地基土及 地 基 土 及 基 础下 至少 有1点 ，
复合地基 复 合 地 基 基 槽每20延 米 应 有1
点。
载荷试验 承载力

当检测不合格
时，应会同监
理、设计、质
监、检测部门
、施工单位分
析原因，并相
应增加检测数
量

1、根据任务要求和踏勘情况，确定

试验方法
2、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必须在桩身强
度满足试验条件时并在成桩28天后进
行试验；检测面应开挖至基础设计标
高，且保持试验土层原状结构和天然
湿度。
复合地基（含增强
3、按试验方法配备相应的试验设备
体）应采用平板载荷
、千斤顶率定表等
试验方法进行单桩或
多桩复合地基承载力
检测。复合地基中的
增强体还应进行单桩
竖向承载力检测，抽
检数量分别为增强体
总数的0.5%-1%，且
均不得少于3处。

主体结构检测
检测项目

抽检数量

检测前准备工作

1.单个构件检测
2.
批量检测：检测数量不宜少于同
回弹法检 批构件总数的30%，且不宜少于 必须将构件的粉刷层凿开，表面必须平整、光洁干
测混凝土 10个构件。当检验批构件数量大 燥。测试面的干湿状态对检测结果影响很大，检测
强度
于30个时，抽检构件数量可适当 应避免潮雨天气进行。
调整，并不得少于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规定的最少抽检数量。
钻芯部位应选在结构或构件受力
较小的部位，在混凝土强度质量
具有代表性的部位，避开主筋、
预埋件和管线位置。

确定单个构件的砼强度推定值
钻芯法检 时，每个构件的钻芯数量不应少
如桩基部位，需先破除桩头及表面的浮浆，检
测混凝土 于3个；对于较小构件，可取2个
测完成前请勿绑扎基础钢筋。
。
强度
确定检测批的砼推定值时，标准
芯样试件的最小样本量不宜少于
15个，小直径芯样试件的最小样
本量应适当增加，每个芯样应取
自一个构件或结构的局部部位。
以面积不大于25㎡的砌体构件或
构筑物为一构件，按批抽检时，
应取龄期相近的同楼层、同品种
检测范围内的饰面层、粉刷层、勾缝砂浆、浮
贯入法检
、砼强度等级砌筑砂浆且不大于
测砂浆强
250㎡的砌体为一批，抽检数量 浆以及表面损伤层等清除干净，应使待测灰缝
度
不应少于总构件数的30%，且不 砂浆暴露并经打磨平整后再进行检测。
应少于6个构件。基础砌体可按
一个楼层计。
检测比例：二级焊缝为每条焊缝
的20%且探伤长度应不小于
200mm，一级焊缝为100%。
清除焊接飞溅、铁屑、油垢及其他外部杂质，
钢结构超
检测区域：焊缝本身再加上焊缝 探伤表面应平整光滑，表面粗糙不应超过6.3
声探伤
两侧各相当于母材厚度30%的一 μm，必要时应进行打磨。
段区域，这个区域最小10mm，
最大20mm。
锚栓：每一检验批不少于5件，
植筋：对一般结构构件，应取每
锚栓、植 一检验批植筋总数的1%，且不少
筋锚固承
于3件进行检验。
砌
载力
体结构化学植筋：检验批抽检锚
固钢筋样本最小容量5。
对梁类、板类构件，应各抽取构
件数量的2%且不少于5个构件进
钢筋保护
行检验，当有悬挑构件时，抽取
层厚度
的构件中悬挑梁类、板类构件所
占比例均不宜小于50%
抹灰砂浆 取样面积不应小于2㎡,取样数量
粘结强度 应为7个。

变形测量的基准点应设置在变形
区域以外、位置稳定、易于长期
保存的地方，并应定期复检。特
级沉降观测的高程基准点数不应
少于4个；其他级别沉降观测的
高程基准点数不应少于3个。高
程工作基点可根据需要设置。基
准点和工作基点应形成闭合环或
沉降观测
形成由附和路线构成的结构网。
对于平面基准点、工作基点，各
级别位移观测的基准点（含方向
定向点）不应少于3个，工作基
点可根据需要设置；基准点、工
作基点应便于检验校核；当使用
GPS测量方法进行平面或三维控
制测量时，还需满足其他要求。

建筑变形测量工作开始前，应根据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的等级和要求、变形类型、测量目的、
任务要求以及测区条件进行施测方案设计，确
定变形测量的内容、精度级别、基准点与变形
点布设方案、观测周期、仪器设备及检定要求
、观测与数据处理方法、提交成果内容等，编
写技术设计书或施测方案。

按同一个工艺、同类型不超过
1000件且不超过3个月的产品为
预制混凝
一批。构件应在达到设计的混凝
土构件
土强度等级时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

需准备硬质地坪、磅秤、及荷重块等。

1）每1000㎡同类带饰面砖的预
制墙板为一个检测批，每批应取
一组，每组应为3块板，不足
1000㎡应按1000㎡计，每块板应
制取1个试样，对饰面砖粘结强
度进行检验；
饰面砖粘 2）每1000㎡同类墙体饰面砖为
结强度 一个检测批，不足1000㎡应按
1000㎡计每批应取一组3个试
样，每相邻的三个楼层应至少取
一组试样，试样应随机抽取，取
样间距不得小于500mm，施工应
对饰面砖样板件粘结强度进行检
验。

节能现场检测
类型
保温锚固
件
聚苯板
（EPS,XP
S）等
外窗

检测项目

复验批次

锚栓拉拔力

每个检验批不少于3处

板材粘贴强度

每个检验批不少于3处

现场气密性

每个单位工程的外窗至少抽查3樘（当一个单位工程
外窗有2种以上品种、规格和开启方式时，应分别抽
查。）

围护结构
节能保温
做法实体
检验

每个单位工程外墙至少抽查3处，每处一个检查点。
围护结构各层做法、保温层厚度 当一个单位工程外墙有两种以上节能保温做法时，
每种节能保温做法的外墙应抽查不少于3处。

现场热工
性能检测

同一居住小区围护结构保温措施及建筑平面布局基
本相同的建筑物作为一个样本随机抽样。抽样比例
不低于总幢数的10%，至少1幢；不同结构体系建
筑，不同保温措施的建筑物应分别抽样检测。除厂
屋面、墙体传热系数及隔热性能 房以外的公共建筑应逐幢抽样检测。
现场检测需提供：
1. 经
施工图节能审查批准的热工计算书；
2.需要
委托方协助安装顶楼屋面及外墙的仪器设备；3.可供
持续供电的电源，受检房间必须门窗紧闭。

水电安装检测
检测项目

名称

线路（设备）绝缘电阻

水电检测

抽检数量
多层：计量箱至每户内电源回路必测，分户线路、
公共部位线路按总回路数的10%抽检。高层：计量箱
至每户内电源回路必测，分户线路、公共部位线路
按总回路数的5%抽测。
每个单元1个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
管道严密性

多层：按给水压力区域抽一个系统检测。高层：按
给水压力区域每个区域抽一个系统检测。

排污立管通球试验

每个排污管系统必测

环境现场检测
名称

检测项目

抽检数量
抽检量不少于房间（套）总数的5%，每个建筑单体
不少于3间（套）;当房间（套）总数少于3间（套）
时，全数检测.自然间内检测点按房间（套）使用面
2

室内环境
检测

2

2

积设置:小于50m 设1点;50-100m 设2点;100-500m 不

氨、氡、甲醛、苯、总挥发性有
2
2
少于3点;500-1000m 不少于5点;1000-3000m 不少于6
机化合物(TVOC)
2
2
点;3000m 以上每1000 m 不少于3点（别墅：单幢测
3点，二联测6点，三联以上测9点）.
室
内检测在检测前需关闭门窗，测氡气关闭24小时，
测TVOC、甲醛、氨、苯关闭1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