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
配
整
体
式
混
凝
土
结
构
施
工
及
质
量
验
收
规
范

上
海
市
建
筑
建
材
业
市
场
管
理
总
站

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暋
暋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Codeforconstructionandquality
acceptanceofprecastconcrete

structures

DGJ08-2117-2012
J12259-2013

2013暋上海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Codeforconstructionandquality
acceptanceofprecastconcrete

structures

DGJ08-2117-2012

主编单位: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批准部门: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施行日期:2013年3月1日

2013暋上海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文件

沪建交[2013]154号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关于批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为上海市

工程建设规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由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主编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

工及质量验收规范》,经市建设交通委科技委技术审查和我委审

核,现批准为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统一编号为 DGJ08-2117-
2012,自2013年3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3灡0灡2条、6灡1灡3条为

强制性条文。

本规范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管理、上海市建

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负责解释。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二曫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前暋言

本规范根据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沪建交[2011]462
号文《2011年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设计编制计划(第一

批)》的要求,由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上海建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广

泛的调查研究,并充分考虑了近年来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

工艺发展的现状与特点,经反复征求意见,制订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编制,为本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和验收

提供了依据,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促进技术进

步、完善施工工艺和提高工程质量。

本规范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材料;5
预制构件;6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7安全控制;8绿色施工;9质

量验收。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时,请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上海建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东大名路 666 号;邮 编:

200080),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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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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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筑构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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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总暋则

1灡0灡1暋为促进预制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的发展,发挥工

厂化建造的优越性,做到技术先进、质量可靠、安全适用、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制定本规范。

1灡0灡2暋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的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及

质量验收。

1灡0灡3暋本规范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及验收的基本要

求;当设计文件对施工有专门要求时,尚应按设计文件执行。

1灡0灡4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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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术暋语

2灡0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assembledmonolithicconcretestruc灢
ture

以预制混凝土构件为主要构件,经装配和连接,并与现场浇

筑的混凝土形成整体的装配式结构。

2灡0灡2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墙板precastconcretecompositewallpanel
在墙厚方面,部分采用预制,部分采用现浇工艺生产制作而

成的钢筋混凝土墙体。

2灡0灡3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夹心保温墙板 compositeprecastcon灢
cretewallpanelwithsandwichinsulation

在墙厚方面,部分采用预制,部分采用现浇,而预制与现浇墙

板之间夹保温材料,并通过连接而成的钢筋混凝土叠合墙体。

2灡0灡4暋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板 precastconcretewallpanel

withsandwichinsulation
在墙厚方面,采用内外预制,中间夹保温材料,通过连接件相

连而成的钢筋混凝土叠合墙体。

2灡0灡5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precastconcretefacadepanel
在外墙起围护作用的非承重预制混凝土墙板。

2灡0灡6暋预制混凝土叠合板(梁)precastconcretelaminatedfloor
slab(compositebeams)

在预制混凝土板、梁构件安装就位后,在其上部浇筑混凝土

而形成整体的混凝土构件。

2灡0灡7暋空腔构造防水cavitystructurewaterproof
在预制板侧边和上下设置沟(槽),通过预制墙板拼接形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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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构造,实现防水和排水的作用。

2灡0灡8暋背衬填料backingpadding
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板缝的填充材料。

2灡0灡9暋连接件connectionelements
连接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墙体内、外墙板,用于传递荷载,并

将内、外墙板连成整体的连接器。

2灡0灡10暋钢筋套筒灌浆连接grout灢filledsleeveconnection
在金属套筒中灌注水泥基浆料,将钢筋对接连接,所形成的

机械连接接头。

2灡0灡11暋浆锚搭接连接indirectanchorage
将钢筋锚固在灌注有水泥基灌浆料的锚孔中,实现与锚孔外

的相邻钢筋的间接搭接连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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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基本规定

3灡0灡1暋施工现场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安全保证体系、施工

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

3灡0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安装顺序以及连接方式应保证施

工过程结构构件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并应保证结构整体稳

固性。

3灡0灡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方

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1暋预制构件堆放和场内驳运道路施工平面布置;

2暋吊装机械选型与平面布置;

3暋预制构件总体安装流程;

4暋预制构件安装施工测量;

5暋分项工程施工方法;

6暋产品保护措施;

7暋保证安全、质量技术措施;

8暋绿色施工措施。

3灡0灡4暋应按照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的特点和要求,对塔

吊作业人员和施工操作人员进行吊装前的安全技术交底。

3灡0灡5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起重吊装特种作业人员,应具有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严禁无证上岗。

3灡0灡6暋预制构件安装过程中,各项施工方案应落实到位,工序控

制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

3灡0灡7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前,应对施工现场可能发

生的危害、灾害和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并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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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灡0灡8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中的劳动保护、防火要

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灡0灡9暋预制构件堆放以及构件安装完成后的成品应采取有效的

产品保护措施。

3灡0灡10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应有完整的质量验收资料。

3灡0灡1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为子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划分

应符合表3灡0灡11的规定:

表3灡0灡11暋装配整体式结构子分部工程划分

序号 子分部工程 分 项 工 程 主 要 验 收 内 容

1

2

3

4

5

装配整体式

混凝土结构

预制结构分项工程

构件质量证明文件

连接材料、防水材料质量证明文件

预制构件安装、连接、外观

模板分项工程 模板安装、模板拆除

钢筋分项工程 原材料、钢筋加工、钢筋连接、钢筋安装

混凝土分项工程
混凝土质量证明文件

混凝土配合比及强度报告

现浇结构分项工程 外观质量、位置及尺寸偏差

3灡0灡1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门窗工程、饰面板(砖)工程的

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的有关规定。

3灡0灡1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节能工程的质量验收,除应符

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或现行上海市地方标准《建筑节能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的有关规定。

3灡0灡14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的现浇混凝土施工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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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材暋料

4灡0灡1暋连接钢材与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连接钢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
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的有关规定;

2暋连接钢筋应采用强度不小于400MPa的带肋钢筋。

4灡0灡2暋焊接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手工焊接选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钢焊条》

GB/T5117、《低合金焊条》GB/T5118的有关规定;

2暋自动焊接或半自动焊接选用的焊丝和焊剂,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熔化焊用钢丝》GB/T14957、《气体保护焊用钢丝》GB/

T14958的有关规定。

4灡0灡3暋连接螺栓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灢A 和 B级》

GB5782和《六角头螺栓灢C级》GB5780的有关规定;

2暋高强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

头螺栓》GB/T1228的有关规定。

4灡0灡4暋构件连接密封及背衬填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密封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

胶》JC/T881的有关规定;

2暋背衬填料宜选用直径为缝宽1灡3倍~1灡5倍的聚乙烯

圆棒。

4灡0灡5暋钢筋套筒及其灌浆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钢筋套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球墨铸铁件》GB/T1348、

《优质碳素结构钢》GB/T699、《合金结构钢》GB/T3077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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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2暋灌浆料不应对钢筋产生锈蚀作用,结块灌浆料严禁使用。

4灡0灡6暋浆锚连接灌浆料应符合表4灡0灡6的规定:

表4灡0灡6暋钢筋浆锚搭接连接用灌浆料性能要求

项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目 性 能 指 标

泌水率(%) 0

流动度(mm)
初始值 曒200

30min保留值 曒150

竖向膨胀率(%)
3h 曒0灡02

24h与3h的膨胀值之差 0灡02~0灡5

抗压强度(MPa)

1d 曒30

3d 曒50

28d 曒70

对钢筋锈蚀作用 无

4灡0灡7暋预制构件吊装吊环应采用 HPB300级热轧钢筋,严禁使

用冷加工钢筋制作。

4灡0灡8暋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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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预制构件

5灡1暋一般规定

5灡1灡1暋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提供构件质量证明文件。

5灡1灡2暋预制构件应具有生产企业名称、制作日期、品种、规格、编

号等信息的出厂标识。出厂标识应设置在便于现场识别的部位。

5灡1灡3暋预制构件应按品种、规格分区分类存放,并设置标牌。

5灡1灡4暋进入现场的构件应进行质量检查,检查不合格的构件不

得使用。

5灡1灡5暋预制构件驳运与吊装应采取防止破损的保护措施。

5灡2暋现场驳运与存放

5灡2灡1暋预制构件的现场驳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应根据构件尺寸及重量要求选择驳运车辆,装卸及驳运

过程应考虑车体平衡;

2暋驳运过程应采取防止构件移动或倾覆的可靠固定措施;

3暋驳运竖向薄壁构件时,宜设置临时支架;

4暋构件边角部及构件与捆绑、支撑接触处,宜采用柔性垫衬

加以保护;

5暋预制柱、梁、叠合楼板、阳台板、楼梯、空调板宜采用平放

驳运;预制墙板宜采用竖直立放驳运;

6暋现场驳运道路应平整,并应满足承载力要求。

5灡2灡2暋预制构件的现场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构件进场后,应按品种、规格、吊装顺序分别设置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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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存放堆垛宜设置在吊装机械工作范围内;

2暋预制墙板宜采用堆放架插放或靠放,堆放架应具有足够

的承载力和刚度;预制墙板外饰面不宜作为支撑面,对构件薄弱

部位应采取保护措施;

3暋预制叠合板、柱、梁宜采用叠放方式。预制叠合板叠放层

数不宜大于6层,预制柱、梁叠放层数不宜大于2层。底层及层

间应设置支垫,支垫应平整且应上下对齐,支垫地基应坚实。构

件不得直接放置于地面上;

4暋预制异形构件堆放应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按施工方案

执行;

5暋预制构件堆放超过上述层数时,应对支垫、地基承载力进

行验算。

5灡2灡3暋构件驳运和存放时,预埋吊件所处位置应避免遮挡,易于

起吊。

5灡3暋质量检查

5灡3灡1暋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对进场构件进行质量检查,质量

检查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和出厂标识;

2暋预制构件外观质量、尺寸偏差;

5灡3灡2暋预制构件外观质量应根据缺陷类型和缺陷程度进行分

类,并应符合表5灡3灡2的分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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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灡3灡2暋预制构件外观质量缺陷

名暋称 现暋暋暋暋象 严 重 缺 陷 一 般 缺 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

土包裹而外露
主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

砂浆面形成石子外露

主筋部位和搁置点位

置有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

长 度 均 超 过 保 护 层

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孔洞
不应有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

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量疏松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

伸至混凝土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

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

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

能的裂缝

连接部位

缺陷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

陷及 连 接 钢 筋、连 接

件松 动、灌 浆 套 筒 未

保护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构

传力性能的缺陷

连接部位有基本不影

响结 构 传 力 性 能 的

缺陷

外形缺陷

内表 面 缺 棱 掉 角、棱

角不直、翘曲不平等

外 表 面 面 砖 粘 结 不

牢、位置偏差、面砖嵌

缝 没 有 达 到 横 平 竖

直,转 角 面 砖 棱 角 不

直、面 砖 表 面 翘 曲 不

平等

清水混凝土构件有影

响使用功能或装饰效

果的外形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

影响使用功能的外形

缺陷

外表缺陷

构件 内 表 面 麻 面、掉

皮、起砂、沾污等

外表 面 面 砖 污 染、预

埋门窗框破坏

具有重要装饰效果的

清水混凝土构件、门
窗框有外表缺陷

其他混凝土构件有不

影响使用功能的外表

缺陷,门窗框不宜有

外表缺陷

5灡3灡3暋预制构件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产生严重缺陷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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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得使用。产生一般缺陷时,应由预制构件生产单位或施工单

位进行修整处理,修整技术处理方案应经监理单位确认后进行实

施,经修整处理后的预制构件应重新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技术处理方案。

5灡3灡4暋预制墙板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灡3灡4的规定。

检查数量:对同类构件,按同日进场数量的5%且不少于5件

抽查,少于5件则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拉线、靠尺、塞尺检查。

表5灡3灡4暋预制墙板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查方法

项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外墙板

高度 暲3 钢尺检查

宽度 暲3 钢尺检查

厚度 暲3 钢尺检查

对角线差 5 钢尺量两个对角线

弯曲 L/1000且≦20 拉线、钢尺量最大侧向弯曲处

内表面平整 4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外表面平整 3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暋暋注:L为构件长边的长度。

5灡3灡5暋预制柱、梁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灡3灡5的规定。

检查数量:对同类构件,按同日进场数量的5%且不少于5件

抽查,少于5件则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拉线、靠尺、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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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灡3灡5暋预制柱、梁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查方法

项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预制柱

长度 暲5 钢尺检查

宽度 暲5 钢尺检查

弯曲 L/750且≦20 拉线、钢尺量最大侧向弯曲处

表面平整 4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制梁

高度 暲5 钢尺检查

长度 暲5 钢尺检查

弯曲 L/750且≦20 拉线、钢尺量最大侧向弯曲处

表面平整 4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暋暋注:L为构件长度。

5灡3灡6暋预制叠合板、阳台板、空调板、楼梯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5灡3灡6的规定。

检查数量:对同类构件,按同日进场数量的5%且不少于5件

抽查,少于5件则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拉线、靠尺、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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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灡3灡6暋叠合板、阳台板、空调板、楼梯构件的尺寸偏差和

检查方法

项暋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叠合板、阳台

板、空 调 板、

楼梯

长度 暲5 钢尺检查

宽度 暲5 钢尺检查

厚度 暲3 钢尺检查

弯曲 L/750且≦20 拉线、钢尺量最大侧向弯曲处

表面平整 4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暋暋注:L为构件长度。

5灡3灡7暋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灡3灡7的

规定。

检查数量:根据本规范5灡3灡4、5灡3灡5、5灡3灡6条规定抽查的构

件进行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靠尺、塞尺检查。

表5灡3灡7暋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预埋钢板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安装平整度 2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管、预留孔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预埋吊环
中心线位置 10 钢尺检查

外露长度 +8,0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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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灡3灡7

项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预留洞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尺寸 暲3 钢尺检查

预埋螺栓
螺栓位置 5 钢尺检查

螺栓外露长度 暲5 钢尺检查

5灡3灡8暋预制构件预留钢筋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预留钢

筋位置及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灡3灡8的规定。

检查数量:根据本规范5灡3灡4、5灡3灡5、5灡3灡6条规定抽查的构

件进行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钢尺检查。

表5灡3灡8暋预制构件预留钢筋位置及尺寸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暋暋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预留钢筋

间距 暲10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排距 暲5 钢尺量连续三档,取最大值

弯起点位置 20 钢尺检查

外露长度 +8,0 钢尺检查

5灡3灡9暋预制构件饰面板(砖)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5灡3灡9的

规定。

检查数量:根据本规范5灡3灡4、5灡3灡5、5灡3灡6条规定抽查的构

件进行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靠尺、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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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灡3灡9暋预制构件饰面板(砖)的尺寸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表面平整度 2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阳角方正 2 2m 靠尺检查

上口平直 2 拉线,钢直尺检查

接缝平直 3

接缝深度 1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接缝宽度 1 钢直尺检查

5灡3灡10暋预制构件门框和窗框位置及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灡3灡10的规定。

检查数量:根据本规范5灡3灡4、5灡3灡5、5灡3灡6条规定抽查的构

件进行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钢尺、靠尺检查。

表5灡3灡10暋预制构件门框和窗框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目 允许偏差(mm) 检 查 方 法

门窗框

位置 暲1灡5 钢尺检查

高、宽 暲1灡5 钢尺检查

对角线 暲1灡5 钢尺检查

平整度 1灡5 靠尺检查

锚固脚片
中心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外露长度 +5,0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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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暋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

6灡1暋一般规定

6灡1灡1暋装配整体式结构应选择具有有代表性的单元进行试安

装,试安装过程和方法应经监理(建设)单位认可。

6灡1灡2暋装配整体式结构吊装使用的起重机械设备应按施工方案

配置,起重机械设备使用应符合相关规定。

6灡1灡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构件安装过程的临时支撑和拉结应具

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

6灡1灡4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吊装起重设备的吊具及吊索规

格,应经验算确定。

6灡1灡5暋叠合构件预制部分的水平接合面宜设置齿口槽,叠合梁、

板与现浇混凝土的连接处应成粗糙接触面。

6灡1灡6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的型式检验和施工现场检验应按现行

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JGJ107的有关规定

执行。

6灡1灡7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夹心保温墙板、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

墙板中采用的保温材料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其性能应符

合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标准要求。

6灡2暋预制构件安装准备

6灡2灡1暋构件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对预制构件、预埋件以及配件

的型号、规格、数量等进行检查。

6灡2灡2暋构件安装前,应核对吊装设备的型号,并对力矩限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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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限制器、变幅限制器、行走限制器等安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查,

并应符合有关规定。

6灡2灡3暋构件起吊前,应对吊具和吊索进行检查,确认合格后方可

使用。

6灡2灡4暋应按构件装配施工工艺和作业要求,配备操作工具及辅

助材料。

6灡3暋预制构件测量定位

6灡3灡1暋吊装前,应在构件和相应的支承结构上设置中心线和标

高,并应按设计要求校核预埋件及连接钢筋等的数量、位置、尺寸

和标高。

6灡3灡2暋每层楼面轴线垂直控制点不宜少于4个,楼层上的控制

线应由底层向上传递引测。

6灡3灡3暋每个楼层应设置1个高程引测控制点。

6灡3灡4暋预制构件安装位置线应由控制线引出,每件预制构件应

设置两条安装位置线。

6灡3灡5暋预制墙板安装前,应在墙板上的内侧弹出竖向与水平安

装线,竖向与水平安装线应与楼层安装位置线相符合。采用饰面

砖装饰时,相邻板与板之间的饰面砖缝应对齐。

6灡3灡6暋预制墙板垂直度测量,宜在构件上设置用于垂直度测量

的控制点。

6灡3灡7暋在水平和竖向构件上安装预制墙板时,标高控制宜采用

放置垫块的方法或在构件上设置标高调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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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4暋预制构件吊装

6灡4灡1暋预制构件吊点、吊具及吊装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构件起吊时的吊点合力宜与构件重心重合,可采用

可调式横吊梁均衡起吊就位;

2暋预制构件吊装宜采用标准吊具,吊具可采用预埋吊环或

内置式连接钢套筒的形式;

3暋吊装设备应在安全操作状态下进行吊装。

6灡4灡2暋预制构件吊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构件应按施工方案的要求吊装,起吊时绳索与构件

水平面的夹角不宜小于60曘,且不应小于45曘;

2暋预制构件吊装应采用慢起、快升、缓放的操作方式。预制

墙板就位宜采用由上而下插入式安装形式;

3暋预制构件吊装过程不宜偏斜和摇摆,严禁吊装构件长时

间悬挂在空中;

4暋预制构件吊装时,构件上应设置缆风绳控制构件转动,保
证构件就位平稳。

6灡4灡3暋预制构件吊装应及时设置临时固定措施,临时固定措施

应按施工方案设置,并在安放稳固后松开吊具。

6灡5暋预制柱安装

6灡5灡1暋预制柱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校核连接钢筋的数量、规格、

位置。

6灡5灡2暋预制柱安装过程中,柱连接面混凝土应无污损。

6灡5灡3暋预制柱安装就位后应在两个方向采用可调斜撑作临时固

定,并应进行垂直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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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5灡4暋预制柱完成垂直度调整后,应在柱子四角缝隙处加塞

垫片。

6灡5灡5暋预制柱的临时支撑,应在套筒连接器内的灌浆料强度达

到35MPa后拆除。

6灡6暋预制墙板安装

6灡6灡1暋预制墙板安装过程应设置临时斜撑和底部限位装置,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每件预制墙板安装过程的临时斜撑不宜少于2道,临时

斜撑宜设置调节装置,支撑点位置距离板底不宜大于板高的2/3,

且不应小于板高的1/2;

2暋每件预制墙板底部限位装置不少于2个,间距不宜大

于4m;

3暋临时斜撑和限位装置应在连接部位混凝土或灌浆料强度

达到设计要求后拆除;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混凝土或灌浆料应

达到设计强度的75%以上方可拆除。

6灡6灡2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墙板构件安装过程中,不得割除或削弱

叠合板内侧设置的叠合筋。

6灡6灡3暋相邻预制墙板安装过程宜设置3道平整度控制装置,平
整度控制装置可采用预埋件焊接或螺栓连接方式。

6灡6灡4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墙板安装时,应先安装预制墙板,再进行

内侧现浇混凝土墙板施工。

6灡6灡5暋预制混凝土墙板校核与调整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墙板安装平整度应以满足外墙板面平整为主;

2暋预制墙板拼缝校核与调整应以竖缝为主,横缝为辅;

3暋预制墙板阳角位置相邻板的平整度校核与调整,应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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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垂直度为基准进行调整;

6灡6灡6暋预制墙板采用螺栓连接方式时,构件吊装就位过程应先

进行螺栓连接,并应在螺栓可靠连接后卸去吊具。

6灡7暋预制梁安装

6灡7灡1暋预制梁安装前应按设计要求对立柱上梁的搁置位置进行

复测和调整。当预制梁采用临时支撑搁置时,临时支撑应进行

验算。

6灡7灡2暋预制梁安装前,应对预制梁现浇部分钢筋按设计要求进

行复核。

6灡7灡3暋预制梁安装时,主梁和次梁伸入支座的长度与搁置长度

应符合设计要求。

6灡7灡4暋预制次梁与预制主梁之间的凹槽应在预制叠合板安装完

成采用不低于预制梁混凝土强度等级的材料填实。

6灡8暋预制楼板安装

6灡8灡1暋预制楼板安装应控制水平标高,可采用找平软座浆或粘

贴软性垫片进行安装。

6灡8灡2暋预制楼板安装时,应按设计图纸要求根据水电预埋管

(孔)位置进行安装。

6灡8灡3暋预制楼板起吊时,吊点不应少于4点。

6灡8灡4暋预制叠合楼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叠合楼板安装应按设计要求设置临时支撑,并应控

制相邻板缝的平整度;

2暋施工集中荷载或受力较大部位应避开拼接位置;

3暋外伸预留钢筋伸入支座时,预留筋不得弯折;

02



4暋相邻叠合楼板间拼缝可采用干硬性防水砂浆塞缝,大于

30mm 的拼缝,应采用防水细石混凝土填实;

5暋应在后浇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支撑。

6灡9暋其他预制构件安装

6灡9灡1暋预制阳台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悬挑阳台板安装前应设置防倾覆支撑架,支撑架应在结

构楼层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要求时,方可拆除支撑架;

2暋悬挑阳台板施工荷载不得超过楼板的允许荷载值;

3暋预制阳台板预留锚固钢筋应伸入现浇结构内,并应与现

浇混凝土结构连成整体;

4暋预制阳台与侧板采用灌浆连接方式时阳台预留钢筋应插

入孔内后进行灌浆;

5暋灌浆预留孔的直径应大于插筋直径的3倍,并不应小于

60mm;预留孔壁应保持粗糙或设波纹管齿槽。

6灡9灡2暋预制空调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空调板安装时,板底应采用临时支撑措施;

2暋预制空调板与现浇结构连接时,预留锚固钢筋应伸入现

浇结构部分,并应与现浇结构连成整体;

3暋预制空调板采用插入式安装方式时,连接位置应设预埋

连接件,并应与预制墙板的预埋连接件连接,空调板与墙板交接

的四周防水槽口应嵌填防水密封胶。

6灡9灡3暋预制楼梯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楼梯采用预留锚固钢筋方式时,应先放置预制楼梯,

再与现浇梁或板浇筑连接成整体;

2暋预制楼梯与现浇梁或板之间采用预埋件焊接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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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先施工现浇梁或板,再搁置预制楼梯进行焊接连接;

3暋框架结构预制楼梯吊点可设置在预制楼梯板侧面,剪力

墙结构预制楼梯吊点可设置在预制楼梯板面;

4暋预制楼梯安装时,上下预制楼梯应保持通直。

6灡10暋结构构件连接

6灡10灡1暋装配整体式结构构件连接可采用焊接连接、螺栓连接、

套筒灌浆连接和钢筋浆锚搭接连接等方式。

6灡10灡2暋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接触面位置,可采用拉毛或表面

露石处理,也可采用凿毛处理。

6灡10灡3暋预制构件插筋影响现浇混凝土结构部分钢筋绑扎时,可
采用在预制构件上预留内置式钢套筒的方式进行锚固连接。

6灡10灡4暋装配整体式结构的现浇混凝土连接施工应符合下列

规定:

1暋构件连接处现浇混凝土的强度等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

求。如设计无要求时,现浇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连接处预

制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较大值;

2暋浇筑前应清除浮浆、松散骨料和污物,并应采取湿润的技

术措施;

3暋现浇混凝土连接处应一次连续浇筑密实。

6灡10灡5暋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时,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连接,并应

对外露铁件采取防腐和防火措施。

6灡10灡6暋采用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时,应按设计要求检查套筒中连

接钢筋的位置和长度,套筒灌浆施工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灌浆前应制订套筒灌浆操作的专项质量保证措施,灌浆

操作全过程应有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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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灌浆料应按配比要求计量灌浆材料和水的用量,经搅拌

均匀后测定其流动度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灌注;

3暋灌浆作业应采取压浆法从下口灌注,当浆料从上口流出

时应及时封堵,持压30S后再封堵下口;

4暋灌浆作业应及时做好施工质量检查记录,每工作班制作

一组试件;

5暋灌浆作业时应保证浆料在48h凝结硬化过程中连接部位

温度不低于10曟。

6灡10灡7暋密封材料嵌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密封防水部位的基层应牢固,表面应平整、密实,不得有

蜂窝、麻面、起皮和起砂现象。嵌缝密封材料的基层应干净和干燥;

2暋嵌缝密封材料与构件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

3暋采用多组份基层处理剂时,应根据有效时间确定使用量;

4暋密封材料嵌填后不得碰损和污染。

6灡11暋质量验收

6灡11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的规定。

6灡11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连接施工应逐项进行技术复

核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填写检查记录。

主控项目

6灡11灡3暋预制构件临时安装支撑应符合施工方案及相关技术标

准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6灡11灡4暋预制构件外墙挂板连接混凝土结构的螺栓、紧固标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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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螺母、垫圈等配件,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6灡11灡5暋预制构件钢筋连接用套筒,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6灡11灡6暋预制构件钢筋连接用灌浆料,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设计要求。以5t为一检验批,不足5t的以同

一进场批次为一检验批。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均应进行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及复试报告。

6灡11灡7暋施工前应在现场制作同条件接头试件,套筒灌浆连接接

头应检查其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同时按照500个为一个验收批

进行检验和验收,不足500个也应作为一个验收批,每个验收批

均应选取3个接头做抗拉强度试验。如有1个试件的抗拉强度

不符合要求,应再取6个试件进行复检。复检中如仍有1个试件

的抗拉强度不符合要求,则该验收批评为不合格。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均应进行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每班试件强度试验报告和隐蔽验

收记录。

6灡11灡8暋预制构件与结构之间的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连接处钢

筋或埋件采用焊接或机械连接时接头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

JGJ10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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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和隐蔽验收记录。

6灡11灡9暋外墙挂板的安装连接节点应在封闭前进行检查并记录,
节点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方法按现行《钢结构施工质量及

验收规范》GB50205的相关规定执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隐蔽验收记录。

6灡11灡10暋预制构件外墙板连接板缝的防水止水条,其品种、规
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检验报告和隐蔽

验收记录。

6灡11灡11暋承受内力的后浇混凝土接头和拼缝,当其混凝土强度

未达到设计要求时,不得吊装上一层结构构件;当设计无具体要

求时,应在混凝土强度不小于10N/mm2 或具有足够的支承时方

可吊装上一层结构构件。已安装完毕的装配整体式结构,应在混

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承受全部设计荷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龄期强度试验报告。

一般项目

6灡11灡12暋预制构件码放和驳运时的支承位置和方法应符合标准

图或设计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灡11灡13暋连接螺栓应按包装箱配套供货,包装箱上应标明批号、
规格、数量及生产日期。螺栓、螺母、垫圈外表面应涂刷防锈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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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等处理。外观表面应光洁、完整。栓体不得出现锈蚀、裂缝

或其它局部缺陷,螺纹不应损伤。

检查数量:按包装箱抽查5%,且不应少于3箱。

检验方法:开箱逐个目测检查。

6灡11灡14暋套筒外观不得有裂缝、过烧及氧化皮。

检查数量:每种规格抽查5%,且不应少于10只。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灡11灡15暋预制构件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6灡11灡15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钢尺检查。

表6灡11灡15暋安装位置允许偏差(mm)

检 查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 验 方 法

柱、墙等竖向

结构构件

标高 暲5 水准仪和钢尺检查

轴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垂直度 5 靠尺和塞尺检查

墙板两板对接缝 暲3 钢尺检查

构件单边尺寸 暲3
钢尺量一端及中部,

取其中较大值

梁、楼板等

水平构件

轴线位置 5 钢尺检查

标高 暲5 水准仪和钢尺检查

相邻两板表面

高低差
2 靠尺和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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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灡11灡15

检 查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 验 方 法

外墙装饰面

板缝宽度 暲5 钢直尺检查

通常缝直线度 5 拉通线和钢直尺检查

接缝高差 3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连接件
临时斜撑杆 暲20 钢尺检查

固定连接件 暲5 钢尺检查

6灡12暋成品保护

6灡12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后,竖向构件阳角、楼
梯踏步口宜采用木条(板)包角保护。

6灡12灡2暋预制构件现场装配全过程中,宜对预制构件原有的门窗

框、预埋件等产品进行保护,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质量验收前

不得拆除或损坏。

6灡12灡3暋预制外墙板饰面砖、石材、涂刷等装饰材料表面可采用

贴膜或用其它专业材料保护。

6灡12灡4暋预制楼梯饰面砖宜采用现场后贴施工,采用构件制作先

贴法时,应采用铺设木板或其它覆盖形式的成品保护措施。

6灡12灡5暋预制构件暴露在空气中的预埋铁件应涂抹防锈漆。

6灡12灡6暋预制构件的预埋螺栓孔应填塞海绵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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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暋安全控制

7灡1暋一般规定

7灡1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过程中应按照现行国家行业

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

标准》JGJ146和上海市地方标准《现场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DGJ08-903等安全、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

7灡1灡2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施
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和用电专项方案的规定。

7灡1灡3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程》GB50720的有关规定。

7灡2暋安全防护

7灡2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宜采用围挡或安全防护操作

架,特殊结构或必要的外墙板构件安装可选用落地脚手架,脚手

架搭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灡2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在绑扎柱、墙钢筋,应采用专

用登高设施,当高于围挡时,必须佩戴穿芯自锁保险带。

7灡2灡3暋安全防护采用围挡式安全隔离时,楼层围挡高度应不低

于1灡50m,阳台围挡不应低于1灡10m,楼梯临边应加设高度不小

于0灡9m 的临时栏杆。

7灡2灡4暋围挡式安全隔离,应与结构层有可靠连接,满足安全防护

需要。

7灡2灡5暋围挡设置应采取吊装一件外墙板,拆除相应位置围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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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按吊装顺序,逐块(榀)进行。预制外墙板就位后,应及时安

装上一层围挡。

7灡2灡6暋安全防护采用操作架时,操作架应与结构有可靠的连接

体系,操作架受力应满足计算要求。

7灡2灡7暋预制构件、操作架、围挡在吊升阶段,在吊装区域下方设

置安全警示区域,安排专人监护,该区域不得随意进入。

7灡2灡8暋遇到大雨、大雪、大雾等恶劣天气或者六级以上大风时,

不得进行预制构件吊装。

7灡2灡9暋装配整体式结构施工现场应设置消防疏散通道、安全通

道以及消防车通道,防火防烟应分区。

7灡2灡10暋施工区域应配制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并定期检验、维修,消防设施和器材应完好、有效。

7灡3暋施工安全

7灡3灡1暋吊运预制构件时,下方禁止站人,不得在构件顶面上行

走,必须待吊物降落至离地1m 以内,方准靠近,就位固定后,方可

脱钩。

7灡3灡2暋高空构件装配作业时,严禁在结构钢筋上攀爬。

7灡3灡3暋预制外墙板吊装就位并固定牢固后,方可进行脱钩,脱钩

人员应使用专用梯子,在楼层内操作。

7灡3灡4暋预制外墙板吊装时,操作人员应站在楼层内,佩戴穿芯自

锁保险带并与楼面内预埋件(点)扣牢。

7灡3灡5暋当构件吊至操作层时,操作人员应在楼层内用专用钩子

将构件上系扣的揽风绳勾至楼层内,然后将墙板拉到就位位置。

7灡3灡6暋预制构件吊装应单件逐件安装,起吊时构件应水平和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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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灡3灡7暋操作人员在楼层内进行操作,在吊升过程中,非操作人员

严禁在操作架上走动与施工。

7灡3灡8暋当一榀操作架吊升后,操作架端部出现的临时洞口不得

站人或施工。

7灡3灡9暋操作架要逐次安装与提升,不得交叉作业,每一单元不得

随意中断提升,严禁操作架在不安全状态下过夜。

7灡3灡10暋操作架安装、吊升时,如有障碍,应及时查清,并在排除

障碍后,方可继续。

7灡3灡11暋预制结构现浇部分的模板支撑系统不得利用预制构件

下部临时支撑作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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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暋绿色施工

8灡1暋一般规定

8灡1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应符合国家绿色施工的标

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8灡1灡2暋实施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绿色施工,应根据因地制宜

的原则,贯彻执行国家、行业和上海市的现行有关规范和相关技

术经济政策。

8灡1灡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应建立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并在

施工管理、环境保护、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能与能源利用、节地与施工用地保护等方面制定相应的管理制

度与目标。

8灡1灡4暋应落实和推进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绿色施工的新技

术、新设备、新材料与新工艺。

8灡1灡5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前,应进行总体方案优化,充

分考虑绿色施工的总体要求,为绿色施工提供基础条件。

8灡1灡6暋应对施工策划、材料采购、现场施工、工程验收等各阶段

绿色施工进行控制,加强对整个绿色施工过程的管理和监督。

8灡1灡7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中采用保温材料的品种、规
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其性能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

要求。

8灡1灡8暋绿色施工节能产品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和检测

机构出具的复验报告。

8灡1灡9暋应编制绿色施工方案,绿色节能的施工质量应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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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和上

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
113执行。

8灡1灡10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夹心保温墙板和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

外墙板施工中,与内外层墙板的连接件,宜选用断热型抗剪连

接件。

8灡1灡11暋预制外墙内保温有粘贴保温板和喷涂保温材料等施工

方式,保温材料选用应与构件材料相容,并应具有物理化学稳定

性,表面装饰饰面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规范》GB50210执行。

8灡2暋资源与能源节约

8灡2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现场道路,宜采用永久道路

和临时道路相结合的原则布置。

8灡2灡2暋现场构件运输道路及临时堆场保洁洒水和冲洗宜优先采

用施工循环水或雨水存水再利用。

8灡2灡3暋进场构件,应根据构件吊装位置,就近布置构件堆放场

地,避免二次搬运。

8灡2灡4暋进场构件,应根据构件类型进行组合驳运,合理搭配各种

构件类型,充分利用车辆空间,选用车辆适当,减少构件车辆驳运

耗能。

8灡2灡5暋应选用功率与负载相匹配的施工机械设备,大功率施工

机械设备不得低负载长时间运行。装配施工可采用节电型机械

设备。

8灡2灡6暋应合理安排构件起吊,减少起吊量,降低施工机械设备的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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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灡2灡7暋有条件的装配式结构,构件吊装施工宜采用节材型围挡

安全防护。

8灡2灡8暋应选用耐用、可周转及维护与拆卸方便的调节杆、限位器

等临时固定和校正工具。

8灡2灡9暋预制阳台、叠合板、叠合梁等宜采用工具式支撑体系,提

高周转率和使用效率。

8灡2灡10暋贴面类材料构件在吊装前,应结合构件进行总体排版,

减少非整块材料的数量,并宜与构件在工厂构件制作一次成型。

8灡2灡11暋各类预埋件和留孔留洞应与工厂化构件制作同步预留,

不宜采用后续二次预埋和现场钻孔方式。

8灡3暋环境保护

8灡3灡1暋预制构件运输和驳运过程中,应保持车辆的整洁,防止对

道路的污染,减少道路扬尘,施工现场出口应设置洗车池。

8灡3灡2暋在施工现场应加强对废水、污水的管理,现场应设置污水

池和排水沟。废水、废弃涂料、胶料应统一处理,严禁未经过处理

而直接排入下水管道。

8灡3灡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中产生的粘结剂、稀释剂等

易燃、易爆化学制品的废弃物应及时收集送至指定存储器内,按
规定回收,严禁未经处理随意丢弃和堆放。

8灡3灡4暋装配式结构施工应选用绿色、环保材料。

8灡3灡5暋预制混凝土叠合夹心保温墙板和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

墙板内保温系统的材料,采用粘贴板块或喷涂工艺的保温材料,

其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对人体和环境无害。

8灡3灡6暋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和性能完好的构件装配起吊机械进行

施工,机械、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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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灡3灡7暋构件装配时,施工楼层与地面联系不得选用扩音设备,应
使用对讲机等低噪声器具或设备。

8灡3灡8暋在预制结构施工期间,应严格控制噪声和遵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的规定。

8灡3灡9暋在夜间施工时,应防止光污染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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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暋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9灡1暋一般规定

9灡1灡1暋本章适用于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预制结构部分的质

量验收,现浇结构部分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执行。

9灡1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构件应由构件制作单位按设计

要求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9灡1灡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作为主体结构分部工程的子分部

进行验收。

9灡1灡4暋分项工程的验收应划分检验批,检验批的划分原则上每

层不少于一个检验批。

9灡1灡5暋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工程的验收程序应符合《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规定。

9灡1灡6暋检验批、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的规定。

9灡1灡7暋本规范未涉及的验收内容应按照现行国家或地方标准进

行验收。

9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

9灡2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验收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暋设计单位预制构件设计图纸、设计变更文件;

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所用各种材料、连接件

及预制混凝土构件的产品合格证书、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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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预制构件安装施工验收记录;

4暋套筒灌浆或钢筋浆锚搭接连接的施工检验记录;

5暋连接构造节点的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6暋后浇筑节点的混凝土或浆体强度检测报告;

7暋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8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现浇部分实体检验记录;

9暋工程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10暋预制外墙现场施工的装饰、保温检测报告;

11暋密封材料及接缝防水检测报告;

12暋其他质量保证资料。

9灡2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涉及装饰、保温、防水、防火等

性能要求应按设计要求或有关标准规定验收。

9灡2灡3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

符合下列规定:

1暋有关分项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

2暋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并符合要求;

3暋观感质量验收合格;

4暋结构实体检验满足设计或标准要求。

9灡2灡4暋当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

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暋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构件、部件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

验收;

2暋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

应予以验收;

3暋经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

设计单位核算并确认仍可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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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验收;

4暋经返修或加固处理能够满足结构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项工

程,可根据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9灡2灡5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

后,应填写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并将验收资料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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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暋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执行标准严格

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暋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暠,反面词采用“严禁暠;

暋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暠,反面词采用“不应暠或“不得暠;

暋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暠,反面词采用“不宜暠;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暠。

2暋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暠或“应按……执行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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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暋《六角头螺栓灢A和B级》GB5782

2暋《六角头螺栓灢C级》GB5780
3暋《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

4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5暋《钢结构施工质量及验收规范》GB50205
6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7暋《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8暋《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
9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10暋《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程》GB50720
11暋《优质碳素结构钢》GB/T699

12暋《碳素结构钢》GB/T700

13暋《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GB/T1228
14暋《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

15暋《球墨铸铁件》GB/T1348

16暋《合金结构钢》GB/T3077
17暋《碳钢焊条》GB/T5117

18暋《低合金焊条》GB/T5118
19暋《熔化焊用钢丝》GB/T14957

20暋《气体保护焊用钢丝》GB/T14958

21暋《装配式大板居住建筑设计和施工规程》JGJ1
22暋《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

23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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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暋《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
25暋《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JGJ107
26暋《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
27暋《混凝土建筑接缝用密封胶》JC/T881
28暋《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
29暋《现场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规范》DGJ08-903
30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程》DG/TJ0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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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总暋则

1灡0灡1暋编制本规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

工与质量验收,加强装配整体式结构安装的过程控制,保证施工

质量、检查及验收。本规范装配整体式结构混凝土构件包含预制

混凝土构件外墙板、柱、梁、叠合板、楼梯、阳台、空调板以及叠合

预制构件墙板等。

1灡0灡2暋原《装配整体式住宅混凝土构件制作、施工及质量验收规

程》DG/TJ08-2069-2010主要适用范围为多层和高层住宅建

筑,近年来,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技术上有较大进步和许多

技术创新,在本次编制工作中,编制组和许多企业单位等共同努

力,借鉴了一些经验和做法,因此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大于原规程。

1灡0灡4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建筑装饰装修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国家现行标准《装配式大板居住建筑

设计和施工规程》JGJ1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程》DG/TJ08-020等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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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术暋语

2灡0灡2暋预制叠合墙板的预制部分,外侧的构件饰面可根据需要

在工厂一并生产制作,预制部分的构件在施工现场安装就位后可

作为墙体外侧模板使用。

2灡0灡6暋在装配整体式结构中分两次浇捣成型的混凝土梁、板,第
一次在预制场内进行,做成预制梁、板;第二次在施工现场进行,

当预制楼板搁置在预制梁上之后,再浇捣梁、板上部的混凝土,使
楼板和梁连接成整体。

2灡0灡7暋空腔构造防水是在预制墙板接缝部位设置的一种防水做

法,该构造是在接缝内部设置与室外空气流通的空腔,通常每隔

三层放一根出外墙的排水管,空腔构造可防止雨水进入板墙

内壁。

2灡0灡10暋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所用的金属套筒,通常采用铸造工艺

或者机械加工工艺制造,简称灌浆套筒。灌浆料采用一种以水泥

为基本材料,配以细骨料,以及混凝土外加剂和其它材料组成的

单组份干混料,可填充于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或钢筋浆锚搭接连

接的锚孔与带肋钢筋的间隙内,共同形成连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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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暋基本规定

3灡0灡1暋条文规定了施工现场要求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和制度,在

装配施工过程中有利于加强管理和落实责任制,这是保证预制构

件装配有序开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3灡0灡2暋条文强调了安全有效的施工作业顺序和安装节点控制对

装配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是现场装配作业需要重视的重要环节。

不同类型的预制构件应与安装流程、施工装配方式相适应,同时

装配连接需要满足构件的承载力和刚度以及结构的整体稳固性,

避免安全事故的产生。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3灡0灡3暋条文提出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前,应编制施工

方案,对施工方案的编制内容作了具体要求。

3灡0灡4暋为了确保预制构件装配施工顺利进行,施工前应对承担

作业的人员进行基础知识和实务施工安全操作交底,加强交底,

一方面能使作业人员切实掌握施工安全技术要领;另一方面,是
对设计意图的理解和消化。施工前,按照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和程

序,按每一个分项工程逐级进行交底,以确保结构装配和构件吊

装的安全。

3灡0灡5暋承担起重作业的起重信号工、起重司机、司索工等特种作

业人员应当经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3灡0灡6暋预制构件装配是一个系统过程,构件安装过程中,要加强

工序控制,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同时加强落实与控制。

3灡0灡7暋应急预案和必要时的演练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环

节,是增强风险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科学发展和安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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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提高事故防范和应急保障能力,促进安全生产形势实现

持续稳定好转的重要举措。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应急预

案和必要时的演练可结合“上海市处置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暠

的要求和规定。

3灡0灡9暋条文规定了构件成品保护要求,做好成品保护工作是提

高装配式结构质量的内容之一,构件出厂前,外墙饰面通常采用

专用保护纸或膜遮盖、窗框四周用保护纸裹和外侧用木板包等;

现场装配后,阳台饰面和楼梯面层采用覆盖保护等做法。

3灡0灡10暋装配整体式结构质量资料应对照上海市《建筑工程质量

竣工资料实例》等系列资料实例的相关内容和要求进行编制。

3灡0灡11暋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装配式结构为分项工程,考虑到

装配式结构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结合国家、行业新编有关标准该

内容的划分,本规范装配整体式结构划分为一个子分部工程。其

中,构件制作的模板、钢筋和混凝土分项工程,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有对应详细验收条

文,可对照执行,本规范不重复编制模板、钢筋和混凝土分项工程

的内容。

3灡0灡12暋门窗、饰面板(砖)、涂料工程,在工厂制作构件时已完成

的施工,分项和检验批以构件为对象,按国家现行标准验收。

3灡0灡13暋建筑节能作为建筑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预制结构要有

针对性节点与处理要求,要按照现行的规范、规程执行。建筑外

围护节能保温隔热,目前有外墙外保温、内保温和自保温,根据不

同体系,编制施工方案,指导、控制和管理建筑节能施工,保证施

工质量。

3灡0灡14暋本条针对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中的现浇混凝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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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有关规定的要求,本规范未重复编写的现浇混凝土施工内

容,可对应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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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暋材暋料

4灡0灡1暋钢材选用标准,结合装配整体式结构的设计和施工要求,

依据修订的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700和《低合金高强度

结构钢》GB/T1591的规定提出。

4灡0灡2~4灡0灡4暋焊接材料、螺栓及其连接材料、构件连接填充材

料的选用已有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应对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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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预制构件

5灡1暋一般规定

5灡1灡1暋用于装配整体式结构施工的构件涉及到建筑结构安全,

是保证使用安全的基础,进场构件应对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检查,

合格的构件方能用于工程。

5灡1灡2暋本条规定了预制构件应设置标识,标识是现场检查、存放

和装配的需要,便于作业人员识别,可以避免差错。

5灡2暋现场驳运与存放

5灡2灡1暋条文对装车驳运要求作出了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安全

事故的发生,同时,可以避免驳运过程中对构件造成的损坏。在

驳运过程中,预制构件的竖放与平放,可根据构件形式和运输状

况选用,各种构件的运输,可根据运输车辆和构件类型的尺寸,采
用合理、最佳组合驳运方法,提高驳运效率和节约成本。

5灡2灡2暋预制构件的现场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构件的分类堆放与标识,可以方便现场作业与提高工效。

构件的驳放,要顾及吊车回转半径范围,避免起吊盲点。

2暋条文对各种构件放置方法和临时架作了规定,主要是为

了保证构件临时堆放安全。对构件饰面、连接止水条、高低口、墙

体转角等薄弱部位采用保护做法可有效避免成品的损坏。

3~5暋临时堆放,选择叠放,可以节约有限的现场放置点。

为做到合理、有效和简单可行的多层构件叠放,规定了叠合要求

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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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灡3暋质量检查

5灡3灡1暋预制构件作为成品,进入装配整体式结构的施工现场时,

需要按批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并且需要核对构件上的标识,避免

差错。对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的检查,可以保证其符合现场装配

要求。

5灡3灡2~5灡3灡3暋条文给出了预制构件进场后,需进行质量检查的

外观质量,并根据缺陷类型和缺陷程度进行分类,明确规定严重

缺陷不得使用。有关一般缺陷修整的责任划分,构件运输和卸车

前由加工单位负责,构件进场和检查后发生的一般缺陷由施工单

位修整,修整也可通过协商进行。

5灡3灡4~5灡3灡10暋条文给出了允许偏差标准及检验方法。质量检

查是构件进入现场装配前的一个内容,通过对构件外观质量检查

和尺寸允许偏差抽查,将符合要求的构件产品用于现场施工。质

量检查是一个程序,一般不要求形成留档文件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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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暋预制构件安装与连接

6灡1暋一般规定

6灡1灡1暋装配整体式结构的安装需要具有熟练操作的从业人员承

担,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结构体系或构件吊装,应在施工前进行

试安装,验证并完善方案实施的可行性,这对于施工顺利进行和

安全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灡1灡2暋条文明确了装配整体式结构吊装使用的起重机械设备应

按施工方案配置,并明确了起重机械设备使用应符合相关规定。

按照有关规定,出租单位出租的建筑起重机械和使用单位购置、

租赁、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应具备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制造

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同时需要备案证明和

自检合格证明,并具有安装使用说明书。塔吊在使用时,应具有

检测合格证和使用证。

6灡1灡3暋本条提出了对临时支撑和拉结的基本要求,这是保证装

配整体式结构施工过程安全的重要内容,现场对临时支撑和拉结

按规定的加工、配备、方案制定和作业人员的操作控制,往往疏忽

这方面的环节和要求,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和对结构实体的破坏,

所以是必须的。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6灡1灡4暋本条对吊装起重设备及吊具吊架提出了需要经验算后确

定,构件的重量、大小和形状必须匹配相应的起重设备和吊具吊

索,吊具和吊索选用,应经计算,取最大单体构件重量,即不利状

况的取值标准计算,确保使用安全。

6灡1灡5暋齿口槽、粗糙接触面在叠合构件预制和现浇部分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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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达到增强相互粘结和抗剪作用。

6灡2暋预制构件安装准备

6灡2灡2~6灡2灡3暋经验算后选择的起重设备、吊具和吊索,在吊装

前,应由专人检查核对,确保型号、机具与方案一致,这是安全施

工所必须的。同时,规范的吊装作业是装配顺利进行的保证。

6灡3暋预制构件测量定位

6灡3灡1~6灡3灡5暋预制构件轴线引测与控制,以内为主,以外为辅

的总体测量方法为原则。按照楼层纵、横向控制线和构件“十暠字

墨线相对应对缝控制,可以使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与楼面原始

控制线保持吻合和对直。

6灡3灡6暋构件安装过程中,在不搭设着地外脚手架的作业时,预制

墙板垂直度的测量,控制点可以采用设置在构件内侧的办法,在
构件上4个角设4点,作为垂直度测量的控制点,可控制内外、上

下的构件测量与校核。

6灡3灡7暋为保证构件安装,在水平和竖向构件上吊装预制墙板前,

加工各种厚度的垫皮或预埋调节件,采用放置垫块的方法或在构

件上设置标高调节件,可以满足构件高低调节。

6灡4暋预制构件吊装

6灡4灡1暋构件单件有大小之分,过大、过宽、过重的构件,采用多点

起吊方式,选用横吊梁可分解、均衡吊车两点起吊问题。单件构

件吊具吊点设置,布置在构件重心位置,可保证吊钩竖直受力和

构件平稳。构件预埋吊点形式多样,有吊钩、吊环、可拆卸埋置式

以及型钢、方通等形式,吊点可按构件具体状况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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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4灡2暋预制构件吊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预制构件吊装时,绳索夹角过小容易引起非设计状态下

的裂缝或其他缺陷,绳索夹角过大容易造成吊装不安全。

2暋预制构件高空吊装,要避免小车由外向内水平靠放的作

业方式和猛放、急刹等现象,以防构件碰撞破坏,吊机停放后,吊

绳垂直下坠距离可经试验确定。

4暋为了保证预制构件的吊装安全,条文强调了吊装时构件

上应设置缆风绳来控制构件转动,保证构件平稳。现场作业时,

一般在构件根部两侧设置两根对称缆风绳的做法,接近安装位置

前,同时在两侧慢慢将构件拉至楼层,然后平稳就位。

6灡4灡3暋条文强调了临时支撑或采取临时固定时的施工要求,主
要目的是为了现场装配过程中的操作安全,避免安全事故的

发生。

6灡5暋预制柱安装

6灡5灡4暋条文规定了预制柱垂直度调整后四角应加塞垫片,这个

做法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柱就位后的稳定性、准确性与安全性。

6灡6暋预制墙板安装

6灡6灡1暋条文强调了预制墙板安装过程应设置临时斜撑和底部限

位装置,规定了临时支撑和限位装置的数量和间距,正确的临时

支撑或固定方法,可以避免预制外墙板出现裂缝、损伤或可能的

断裂破坏。

6灡6灡2暋为避免内侧设置的叠合筋在预制混凝土叠合墙板构件就

位前被割除或削弱,保持墙板原有的强度和刚度,现场施工先安

装预制混凝土叠合墙板构件,再进行叠合剪力墙现浇部分钢筋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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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预制混凝土叠合墙板构件叠合筋要尽可能避开叠合剪力墙暗

柱位置。

6灡6灡3暋经现场施工实践,预制墙板之间水平或转角连接,设置

上、中、下三点连接,可避免连接点变形、跑位。做法可采用构件

上预埋接驳器,用铁件(卡)连接。

6灡6灡4暋叠合墙板的预制墙板构件安装,与现浇结构的施工顺序

控制,是为了避免预制墙板构件吊装与钢筋之间相碰,保证构件

连接可靠与结构整体性的要求。

6灡6灡5暋条文规定了预制外墙板安装时,各种偏差的纠偏方法和

就位校核与调整的作业方法。

6灡6灡6暋预制墙板采用螺栓的连接方式,各种装配式结构和施工

体系均有运用,采用螺栓的连接方式的预制墙板要注意连接件的

固定与检查,脱钩前,螺栓与外墙构件必须连接稳固、可靠。

6灡8暋预制楼板安装

6灡8灡4暋预制叠合楼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3暋预制叠合楼板的外伸预留钢筋弯折会使对接连接钢筋定

位困难,同时,弯折的钢筋重新调直后,影响钢筋性能和施工

质量。

4暋预制叠合板的拼接处,在板上边缘可以选用设置30mm暳

30mm 的倒角。可以保证接缝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同时增

强接缝处楼板厚度,并防止以后裂缝的出现。

6灡9暋其他预制构件安装

6灡9灡1暋预制阳台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规定,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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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构件底模及支架拆除时,混凝土强度应达到100%,在未达强度

值时,各层预制阳台板下部设置的临时连续支撑架不能拆除。

3暋本条强调了预制阳台板与现浇结构连接的工序,施工顺

序的控制,是保证构件可靠连接与结构整体性的需要。

4~5暋规定了预制阳台与侧板采用灌浆连接方式的灌浆要

求和预留孔构造要求。

6灡9灡2暋预制空调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2暋条文明确了预制空调板与现浇结构连接时的放置要求和

预留锚固钢筋的留设。

3暋采用预埋连接件将空调板后插入预制外墙板的形式,可

以在吊装前完成,也可以在吊装后进行。外墙连接位置的四周防

水胶与预制外墙板同时做渗漏水试验。

6灡9灡3暋预制楼梯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暋本条采用先放置的预制楼梯,与现浇梁或板浇筑连接前,

需预留锚固钢筋。

2暋预制楼梯与现浇结构连接采用后搁式时,通常采用在预

制楼梯与梁或板之间预埋铁件,用焊接连接。

3暋本条针对预制楼梯施工方法及安装顺序,结合“后搁式楼

梯暠和“先放式楼梯暠两种吊装形式,明确了吊装时吊点的预留

位置。

6灡10暋结构构件连接

6灡10灡2暋预制构件表面因制作工艺限制,脱模需待混凝土达到设

计强度要求后进行,模具的侧模等一些部位需后处理,这些与现

浇混凝土接触面的部位采用表面露石或凿毛处理,既可以满足制

作工艺的要求,又不影响现浇混凝土接触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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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灡10灡3暋预制构件加工与安装,会出现侧边留筋脱模困难和现场

作业留筋与主体结构相碰等矛盾,简便的解决方法是采用预埋内

置式钢套筒形式。

6灡11暋质量验收

6灡11灡1暋国家规范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在第9章编制了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的有关内容和要求,

可结合对照使用。

6灡11灡3暋条文明确了临时支撑要符合施工方案及相关技术标准,

临时支撑在构件装配过程中,对安装质量有直接关系,同时,保证

构件稳定的临时固定措施对现场防范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6灡11灡4暋本条提出了对构件外墙挂板连接混凝土结构的螺栓、紧
固标准件及螺母、垫圈等配件的品种、规格、性能的要求,这些要

求是配件出厂、事故处理以及对构件质量进行验收所必需的。

6灡11灡11暋本条对装配整体式结构接头、拼缝的填充材料及其浇

筑、养护提出了要求。

6灡11灡13~6灡11灡14暋预制构件螺栓、套筒等连接配件,应对外观

质量进行检查,并作出记录。不论何种缺陷都应及时处理,确保

构件连接的安全。

6灡11灡15暋本条给出了预制构件安装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查

项目。

6灡12暋成品保护

6灡12灡1暋为避免楼层内后续施工时,与安装完成的预制构件磕

碰,现场采取利用废旧木条或木板,对构件阳角和楼梯踏步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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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角保护处理。

6灡12灡2暋预制外墙板安装就位后,直至验收交付,预制外墙板门、

窗等使用装饰成品部位应作覆盖保护。

6灡12灡3暋构件饰面砖保护应选用无褪色或污染的材料,以防揭纸

(膜)后,饰面砖表面被污。

6灡12灡4暋预制楼梯选用饰面砖铺贴面层时,为防止饰面砖表面在

施工阶段损坏和被污染,可在构件加工单位或现场采用楼梯面层

铺设旧木板或覆盖旧地毯等形式的楼梯保护措施。

6灡12灡5~6灡12灡5暋条文提出的预埋铁件应涂抹防锈漆和预埋螺

栓孔填塞海绵棒的做法,是为了加强预埋件保护,预埋螺栓孔采

用海绵棒填塞,是为了防止混凝土浇捣时将其堵塞,可以保证使

用要求和正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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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暋安全控制

7灡2暋安全防护

7灡2灡1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提倡采用非传统的落地脚手

架的围挡或安全防护操作架,这是现场施工、作业环境和装配式

方式的技术进步和节约型绿色施工的需要。考虑到目前外墙构

件类型和装配整体式起步阶段的实际状况,可让步接收传统的落

地脚手架施工方式。

7灡2灡2暋按照安全规定和要求,建筑施工楼层围挡高度不低于

1灡5m,施工顺序采用先连接结构板梁或墙钢筋绑扎时,超过安全

操作高度,作业人员必须佩戴穿芯自锁保险带。

7灡2灡3暋条文明确了安全防护和安全隔离时,设置防护的高度,按
照安全标准的要求。

7灡2灡4暋安全围挡固定在结构或构件上,受力节点和材料根据构

件和结构实际形式,通常经计算、验算后确定连接节点和做法。

7灡2灡5暋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有顺序的吊装,可以避免临边空洞出

现和吊装过程中的安全防范。

7灡2灡6暋装配式构件或体系适合于操作架的形式,操作架的架体

经计算符合受力要求,架身组合后,经验收、挂牌后使用。

7灡2灡7暋规定了吊升阶段为防止高空坠物,在吊装区域下方的警

示区域和监护要求。

7灡2灡8暋吊机操作规定,不得运行的恶劣气候,必须停止吊装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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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灡3暋施工安全

7灡3灡1暋构件吊运时,吊机回转半径范围内,为非作业人员禁止入

内区域,以防坠物伤人。

7灡3灡2~7灡3灡5暋条文规定了构件吊装时,作业人员的操作安全规

范要求。

7灡3灡6暋构件吊装时钢丝绳应垂直于构件吊钩(吊点),以使受力

点处于合理状态。吊钩(吊点)设计,位于单件构件重心部位。

7灡3灡7~7灡3灡10暋规定了操作架的使用与作业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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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暋绿色施工

8灡1暋一般规定

8灡1灡1暋国家《绿色施工导则》和上海市《关于贯彻暣绿色施工导

则暤深化节约型工地创建工作的补充意见(试行)》、《关于在全市

建设工程推行绿色施工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建设工程节约

型工地创建工作的通知》、《上海市建设工程绿色施工(节约型工

地)创建工作深化管理和考评要求的通知》等有对应详细条文和

要求。

8灡1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绿色施工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和上海市工程建设

规范《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GJ08-113等标准的规

定;上海市已制定和实施《上海市建筑节能项目专项扶持办法》、
《关于加快推进本市住宅产业化的若干意见》等,实施装配整体式

混凝土结构绿色施工的相关技术经济政策,可结合对照执行。

8灡1灡3暋建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目
标是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

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

动,实现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8灡1灡7暋用于现场施工的保温材料,施工单位应按照保温隔热选

用材料和参数标准,以国家和本市现行的有关标准要求,选择 A
级合格产品。

8灡1灡8暋绿色建筑节能产品按检验要求,做好取样和送样的复验。

选择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承担绿色建筑节能产品的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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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灡1灡10暋为了避免预制外墙板出现冷(热)桥效应,预制混凝土叠

合夹心保温墙板和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板内外层混凝土之

间的连接不宜采用传递冷(热)桥的材料。

8灡1灡11暋采用夹心、粘贴保温板或喷涂材料的预制外墙板保温材

料,保温系统应具有良好的保温、防火性能,基层处理和保温系统

的外饰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

程》GB50210的规定。

8灡2暋能源与资源节约

8灡2灡1暋施工现场道路采用永久道路和临时道路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节约现场一次性临时道路的施工和破除工作的投入,工序搭

接更合理,并加快施工工期和缩短施工对周边的影响。

8灡3暋环境保护

8灡3灡1暋进入现场的预制构件运输和驳运车辆,应保持车辆的整

洁,防止对工地及现场道路的污染,减少现场道路的扬尘。

8灡3灡2暋施工现场废水、污水的不经处理排放,影响正常生产、生

活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

8灡3灡3暋施工现场要设置废弃物临时置放点,并指定专人管理。

专人管理负责废弃物的分类、放置及管理工作,废弃物清运应符

合有关规定。

8灡3灡5暋内保温材料,应无放射性物质。材料进场后,应取样送样

检测,合格后方能使用。

8灡3灡8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指出:在城市市

区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

定的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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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灡3灡9暋建筑施工常见的光污染主要是可见光。夜间现场照明灯

光、汽车前照灯光、电焊产生的强光等都是可见光污染。可见光

的亮度过高或过低,对比过强或过弱时,都有损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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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暋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9灡1暋一般规定

9灡1灡2暋装配整体式结构的结构性能,关键在于预制构件的成品

性能和制作质量,构件制作单位按照设计进行的结构性能检验合

格报告应随构件进场同时提供,现场核对无误后,方可使用。

9灡2暋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

9灡2灡1暋本条提出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验收时需要提供

的文件、报告和资料,是反映装配施工、过程管理和工程质量的重

要依据。

9灡2灡3暋本条明确了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合格的条件,现浇混凝土质量验收应对照《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相关章节的规定执行。

9灡2灡4暋条文给出了装配整体式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

要求时的处理方法,是在结构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的条件下,保
证资源节约和减少浪费的有效途经。

9灡2灡5暋条文对装配整体式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做好验

收记录和资料存档备案作了规定,该项工作是今后工程档案所需

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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