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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4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c建标[2013J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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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本规

定; 4.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评价; 5. 主体结构工程质量评价;

6. 屋面工程质量评价; 7.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评价; 8. 安装工程

质量评价; 9.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评价; 10. 施工质量综合评价。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原"施工现场质量保证条件"评价项目，调整为评价条

文，不单独列为评价项目。

2. 原"尺寸偏差及限值实测"项目调整为"允许偏差"项

目，并以规范指标的达标率来评价，取消了提高标准的做法。

3. 增加了"建筑节能工程"。对"燃气工程"的评价推荐了

参考表格及内容。

4. 对"质量记录"项目的应得分值作了调整，突出了施工

过程施工试验、检测的质量控制。

5. 将原各项目中的"检验项目"和"评分表"予以合并。

6. 将地下防水工程列入地基与基础工程评价。将地基与基

础工程中的地基部分及地下室的结构列入主体结构工程评价。

7. "评价项目"由三个档次改为两个档次。

8. 评价等级由原"优良、高等级优良"两个等级改为"优

良"一个等级。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工

程建设质量监督与检测分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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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与

检测分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邮政编码:

100835 )。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与

检测分会

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事

务中心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山西省建筑节能监管中心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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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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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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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贝。

1. 0.1 为促进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和质量水平的提高，统一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优良等级的评价。

1. 0.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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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施工质量评价 construction quality evaluating 

工程施工质量满足规市要求程度所做的检查、量测、试验等

活动，包括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原材料、操作工艺、功能效

果、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资料等。

2.0.2 性能检测 performance test 

对检验项目中的各项性能进行检查、量测、试验等，并将检

测结果与设计要求及标准规定进行比较，以确定各项性能达到标

准规定程度的活动。

2.0.3 质量记录 quality records 

参与工程建设的责任主体及检测机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为

反映工程质量，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在参与工程施工

活动中所形成的质量控制、质量验收等文件及音像资料。

2.0.4 权重 weight 

在质量评价体系中，将一个工程分为若干评价部位、系统，

按各部位、系统所占工作量的大小及影响整体能力的重要程度，

规定的所占比重。

2. O. 5 优良工程 fine building engineering 

在满足相关技术标准规定合格的基础上，经过对工程结构安

全、使用功能、建筑节能、观感质量以及工程资料的综合评价，

达到本标准规定的优良标准的建筑工程。

2.0.6 结构工程 structural engineering 

在房屋建筑中，由地基与基础和主体结构组成的结构体系，

能承受预期荷载的工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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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评价基础

3. 1.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实施目标管理，健全质量管理

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完善控制手段，提高质量保证能力和持续

改进能力。

3. 1. 2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应加强对原材料、施工过程的质量控

制和结构安全、功能效果检验，具有完整的施工控制资料和质量

验收资料。

3. 1. 3 工程质量验收应完善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具有完整的施

工操作依据和现场验收检查原始记录。

3. 1. 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对工程结构安全、使用功能、

建筑节能和观感质量等进行综合核查。

3. 1. 5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按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进行。

3.2 评价体系

3.2.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分为地基与

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屋面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

及建筑节能工程等六个部分(图 3.2. 1)。

3.2.2 每个评价部分应根据其在整个工程中所占的工作量及重

要程度给出相应的权重，其权重应符合表 3.2.2 的规定。

表 3.2.2 工程评价部分权重

工程评价部分 ! 权重 c%) 11 工程评价部分 | 权重 c%)
地基与基础工程 1 10 11 装饰装修工程 15 
主体结构工程 1 40 11 安装工程 20 
屋面工程 1 5 11 建筑节能工程 10 

注: 1 主体结构、安装工程有多项内容时，其权重可按实际工作量分配，但应为
整数。

2 主体结构中的砌体工程若是填充墙时，最多只占 10%的权重。
3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基础及地下室结构列入主体结构工程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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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防水工程的质量评价列入地基与基础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的基础部分的质量评价列入主体结构工程。

图 3.2.1 工程质量评价内容

注: 1 

2 

3.2.3 每个评价部分应按工程质量的特点，分为性能检测、质

量记录、允许偏差、观感质量等四个评价项目。

每个评价项目应根据其在该评价部分内所占的工作量及重要

程度给出相应的项目分值，其项目分值应符合表 3.2.3 的规定。

评价项目分值

序号 评价项目
地基与基 主体结 屋面 装饰装 安装 节能

础工程 构工程 工程 修工程 工程 工程

1 性能检测 40 40 40 30 40 40 

2 质量记录 40 30 20 20 20 30 

3 允许偏差 10 20 10 10 10 10 

4 观感质量 10 10 30 40 30 20 

表 3.2.3

注 t 用本标准各检查评分表检查评分后，将所得分换算为本表项目分值，再按规

定换算为本标准表 3.2.2 的权重。

3.2.4 每个评价项目应包括若干项具体检查内容，对每一具体

检查内容应按其重要性给出分值，其判定结果分为两个档次:

档应为 100%的分值;二档应为 70%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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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结构工程、单位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综合评分达到 85 分及

以上的建筑工程应评为优良工程。

3.3 评价方法

3.3.1 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标准:检查项目的检测指标一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

及规起规定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按相关规范规定，经

过处理后满足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性能检测报告。

3.3.2 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标准:材料、设备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

告、施工记录及施工试验等资料完整，能满足设计要求及规范规

定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资料基本完整并能满足设计要

求及规范规定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资料的项目、数量及数据内容。

3.3.3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标准:检查项目 90%及以上测点实测值达到规范规

定值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检查项目 80%及以上测点实

测值达到规范规定值，但不足 90%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在各相关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5 个检验批，

不足 5 个的取全部进行核查。

3.3.4 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标准:每个检查项目以随机抽取的检查点按"好"、

"→般"给出评价。项目检查点 90%及其以上达到"好"，其余

检查点达到"一般"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项目检查点

80%及其以上达到"好"，但不足 90% ，其余检查点达到"一

般"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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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评价

4.1 性能检测

4. 1. 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4. 1. 1 的

规定。

表 4. 1. 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地基承载力

复合地基承载力 60 

桩基单桩承载力及桩身质量检验

2 地下渗漏水检验 20 

3 地基沉降观测 2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 X40二
应得分合计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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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和下列规定:

1 地基承载力、复合地基承载力、单桩承载力。检查标准

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的规定。

2 桩身质量检验

1)检查标准:桩身质量检验→次检测结果为 90%及其以

上达到 I 类桩，其余达到 H 类桩时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一次检测结果为 80%及其以上，但不

足 90%达到 I 类桩，其余达到 E类桩时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桩身质量检验报告。

3 地下渗漏水检验

1)检查标准:无渗漏、结构表面元1显渍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无漏水，总湿渍面积应不大于总防水面

积(包括墙、顶、地面)的 1/1000 ，任意 100m2 防水

面积不超过 1 处，每处面积不大于 O. 1旷的应为二档，

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地下渗漏水检验记录，也可现场观察

检查。

4 地基沉降观测

1)检查标准:要求进行沉降变形观测的工程，施工期间

按设计要求设置沉降观测点，记录完整，各观测点沉

降值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施

工期间观测点设置滞后或不够完整，各观测点沉降值

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沉降观测记录。

4.2 质量记录

4.2.1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4.2.1 的

规定。

7 



表 4.2.1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3 实得分

100% I 70% 
备注

钢筋、水泥、外加剂合格证、进
材料合 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混凝土进
格证、 场现落度视~试记录

I 
进场验

预制桩合格证及进场验收记录、 30 
收记录

桩强度试验报告
及复试

报告 防水材料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

及复试报告

地基处理、验槽、纤探施工记录

预制桩接头施工记录

施工
打(压)桩及试桩施工记录

2 
记录 灌注桩成孔、钢筋笼、混凝土灌 30 

注桩浇筑施工记录

防水层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

有关地基材料配合比试验报告
压实系数、桩体及桩间土干密度

试验报告

施工 钢筋连接试验报告
3 

试验
40 

混凝土试件强度评定报告

预制桩龄期及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防水材料配合比试验报告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4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查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得分→实得分合计X40= 
应得分合计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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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2 条的规定。

4.3 允许偏差

4.3.1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4.3.1 的

规定。

表 4.3.1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天然地基标高及基槽尺寸偏差

复合地基桩位偏差
80 

打(压)桩桩位偏差

灌注桩桩位偏差

2 防水卷材、塑料板搭接宽度偏差 20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汁:
结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实得分合计X1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4.3.2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和下列规定:

1 检查标准

1) 天然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项目检查标准:

基底标高允许偏差-50mm; 基槽长度、宽度允许偏

差十200mm 、 50mm。

2) 复合地基桩位允许偏差项目检查标准:

桩位允许偏差:振冲桩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lOOmm; 高

压喷射注浆桩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O.2D; 水泥土搅拌桩

9 



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50mm; 士和灰土挤密桩、水泥粉

煤灰碎石桩、劳实水泥土桩的满堂桩允许偏差不应大

于 O.4D o

注 :D 为桩体直径或边长。

3) 打(压)桩桩位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3.2-1 的规定。

表 4.3.2-1 打(压)桩桩位允许偏差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有基础梁的桩:

1 (1)垂直基础梁的中心线 100十O.OlH

(2) 沿基础梁的中心线 150十O.OlH

2 桩数为 1~3 根桩基中的桩 100 

3 桩数为 4~16 根桩基中的桩 1/2 桩径或边长

桩数大于 16 根桩基中的桩:

4 (1)外边的桩 1/3 桩径或边长

(2) 中间桩 1/2 桩径或边长

注:H为施工现场地面标高与桩顶设计标高的距离。

4) 灌注桩桩位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 3. 2-2 的规定。

表 4.3.2-2 灌注桩桩位允许偏差

桩位允许偏差 (mm)

序
成孔方法 1~3 根、单排桩基垂 条形桩基沿中d心线

号 直于中心线方向和 方向和群桩基础的

群桩基础的边桩 中间桩

泥浆护壁 D三三1000mm D/6，且不大于 100 D/4，且不大于 150
1 

钻孔桩 D>1000mm 100十O.OlH 150+0.01H 

套管成孔 D王三500mm 70 150 
2 

灌注桩 D>500mm 100 150 

混凝土护壁 50 150 
3 人工挖孔桩

钢套管护壁 100 200 

注: 1 D 为桩径。
2 H为施工现场地面标高与桩顶设计标高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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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水卷材、塑料板搭接宽度允许偏差 lOmm。

2 检查方法

随机抽取 5 个检验批进行核查，不足 5 个时全部核查。

4.4 观感质量

4.4.1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4.4.1 的

规定。

表 4.4.1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地基、复
标高、表面平整、边坡

I 合地基 80 

桩基 桩头、桩顶标高、场地平整

表面质量、细部处理(施工

2 地下防水 缝、变形缝、穿墙管、预埋 20 

件、孔口、坑池等)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1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实得分合计X1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4.4.2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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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体结构工程质量评价

5.1 混凝土结构工程

5. 1.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1. 1 的

规定。

表 5. 1.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l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 40 

2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 40 

3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 2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2

实得分合计z

核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X40= 
应得分合计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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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和下列规定:

1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检验

1) 检查标准: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

别验证，检验方法宜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检验

符合规范规定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当未取

得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或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不符合

要求时，可采用回弹取芯法进行检验，检验符合规范

规定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资料。

2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

1) 检查标准:梁类、板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

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 1. 2-1 的规定。

表 5. 1. 2-1 结构实体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mrn)

+10 ，二7

十 8 ，一 5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一次检测合格率达到

90%及以上时应为一档，取 100% 的分值;一次检测

合格率小于 90%但不小于 80%时，可再抽取相同数量

的构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合格率达到

90%及以上时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抽样检验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

本规定允许偏差的1. 5 倍。

2) 检查方法: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资料。

3 结构实体位置及尺寸偏差检验

1) 检查标准: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5. 1. 2-2 的

规定。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项目的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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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及以上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标准值;当检验

项目的合格率小于 80% ，但不小于 70%时，可抽取相

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

格率为 80%及以上时，应为二档，取 70%的标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1昆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资料。

表 5.1.2-2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位置、尺寸允许偏差项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项目
现浇结构 装配式结构

柱截面尺寸 +10 , -5 土5
选取柱的一边量测柱中部、下部及其

他部位，取 3 点平均值

层高柱 ,ç6m 10 5 

垂直度
沿两个方向分别量测，取较大值

>6m 12 10 

墙厚 +10，一5 土4
墙身中部量测 3 点，取平均值g 测点

间距不应小于 1m

量测一侧边跨中及两个距离支座 O.lm

梁高、宽 +10，一5 士5 处，取 3 点平均值;量测值可取腹板高

度加上此处楼板的实测厚度

悬挑板取距离支座 O.lm 处，沿宽度

方向取包括中心位置在内的随机 3 点取

板厚 +10，一5 :1: 5 平均值F 其他楼板，在同一对角线上量

测中间及距离两端各 O.lm 处，取 3 点

平均值

与板厚测点相同，量测板顶至上层楼

层高 设计层高 设计层高 板板底净高，层高量测值为净高与板厚

之和，取 3 点平均值

5.1.3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1. 3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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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3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钢筋、混凝士拌合物合格证、进

场现落度测试记录、进场验收记

材料合 录，钢筋复试报告，钢筋连接材料
格证、 合格证及复试报告

l 
进场验

预制构件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 30 
收记录

及复试 及进场验收记录

报告 预应力锚夹具、连接器合格证、

出厂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及复

试报告

预拌混凝土进场工作性能测试

记录

施工
混凝土施工记录

2 
记录

装配式结构安装施工记录 30 

预应力筋安装、张拉及灌浆封锚
施工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开盘鉴
定报告

混凝土试件强度试验报告及强度

施工 评定报告
3 

试验 钢筋连接试验报告
40 

无粘结预应力筋防水检测记录，

预应力筋断丝检测记录

装配式构件安装连接检验报告

合计得分

核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得分一实得分合计X30= 
，今d坠士」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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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4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规定。

5. 1. 5 t昆凝士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1. 5 的

规定。

表 5.1.5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轴线位置 墙、柱、梁 8mm

标高
层高土 10mm，全高 40 

土 30mm

混凝土 H王三300m
1 现浇 全高垂 H/30000十20mm

结构 直度 H>300m 
40 

H/10000 且~80mm

表面平
8mm 20 

整度

轴线位置
柱、墙 8mm

梁、板 5mm
40 

2 
装配式

标高
柱、梁、墙板、楼板

40 
结构 底面士5m日1

构件搁
梁、板::i:: 10mm 20 

置长度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得分二→实得分合计X20= 

应得分合计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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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6 1昆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3 条的规定。

5. 1. 7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1. 7 的

规定。

表 5. 1. 7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1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1 露筋 15 

2 蜂窝 10 

3 子LY伺 10 

4 夹渣 10 

5 疏松 10 

6 裂缝 15 

7 连接部位缺陷 15 

8 外形缺陷 10 

9 外表缺陷 5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汁: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应实得得分分合合下计、十 XIO= 

F今H主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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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3.3.4

条的规定。

5.2 钢结构工程

5.2.1 钢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2.1 的规定。

表 5.2.1 钢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焊缝内部质量
60 

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

3 防腐涂装 20 

4 防火涂装 2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2

实得分合计:

钢结构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X40= 
应得分合计

核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g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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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钢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1 条

和下列规定:

1 焊缝内部质量检测

1)检查标准:设计要求全焊透的一、二级焊缝应采用无

损探伤进行内部缺陷的检验，其评定等级、检验等级

及检验比例应符合表 5.2.2-1 的规定。

焊缝检验返修率不大于 2%时应为一档，取 100%的

分值;返修率大于 2%，但不大于 5%时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所有焊缝经返修后均应达到合格质量标准。

表 5.2.2-1 质量检验标准检验等级及缺陷分级

焊缝质量等级 →级 二级

评定等级 E 皿

内部缺陷
检验等级 B级 B级

超声波探伤

检验比例 100% 20% 

评定等级 E 回

内部缺陷
检验等级 B级 B级

射线探伤

检验比例 100% 20% 

2) 检查方法:核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

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检测

1)检查标准: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完成 1h 后， 48h 内

应进行紧固质量检查，其检查标准应符合表 5.2.2-2

的规定。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检测点优良点达到

95%及以上，其余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当检测点优良点达到 80%及以上，但

不足 95%时，其余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二档，取 70%

的分值。

19 



表 5.2.2-2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检验标准

紧固方法
判定结果

优良点 合格点

扭矩法紧固
终拧扭矩偏差 终拧扭矩偏差

b.T~5%T 5%T<b.T~10%T 

转角法紧固
终拧角度偏差 终拧角度偏差

b.B王三 15 0 150<b.B~300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 尾部梅花头未拧掉比例 尾部梅花头未拧掉比例
施工扭矩 ò~2% 2%<占三三5%

注:T为扭矩法紧固时终拧扭矩值，。为终拧扭矩角度值 ， b.T、b.8 均为绝对值，占
为百分数。

2) 检查方法:核查扭矩法或转角法紧固检测报告。

3 钢结构涂装质量检测

1) 检查标准:钢结构涂装后，应对涂层干漆膜厚度进行

检测，其检测标准应符合表 5.2.2-3 的规定。

表 5.2.2-3 钢结构涂装干漆膜厚度质量检测标准

判定结果
涂装类型

防腐涂料

薄涂型防火

涂料

厚涂型防火

涂料

优良点 合格点

干漆膜总厚度允许偏差(iI) 干漆膜总厚度允许偏差地)

iI'"二一 10μm 一10μrn<iI~-25μm

涂层厚度(占)允许偏差(iI) 涂层厚度(占)允许偏差(iI ) 

，1'"二-5%占 ←5%a<LI~-10%ò 

90%及以上面积应符合设计厚度， 80%及以上面积应符合设计厚度，

且最薄处厚度不应低于设计 且最薄处厚度不应低于设计

厚度的 90% 厚度的 85%

全部涂装干漆膜厚度检测点优良点达到 95%及以

上，其余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

当检测点优良点达到 80%及以上，但不足 95%时，其

余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检测报告。

5.2.3 钢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2. 3 的规定。

20 



表 5.2.3 钢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3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钢材、焊材、紧固连接件出厂合

材料合
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复试报告

格证、 加工件出厂合格证(出厂检验报

进场验 告)及进场验收记录

收记录
30 

防火及防腐涂装材料出厂合格
及复试

证、出厂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
报告

录，耐火极限、涂层附着力试验
报告

焊接施工记录

预拼装及构件吊装记录

施工 网架结构屋面施工记录
2 

记录
30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施工记录

焊缝外观及焊缝尺寸检查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网架结构节点承载力试验记录

高强度螺栓预拉力复验报告及螺

栓最小荷载试验报告、高强度大六

3 施工 角头螺栓连接副扭矩系数复试报 40 
i式验 告、摩擦面抗滑移系数检验报告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金属屋面系统抗风能力试验报告

合计得分

核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钢结构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实得分合计X30= 
结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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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钢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

的规定。

5.2.5 钢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2. 5 的规定。

表 5.2.5 钢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柱脚底座中心线对定位轴线偏移或支座

10 
锚栓偏移 5mm

单层结构整体垂直度 H/1000 ，

且~25mm
25 

2 
结构 多层结构整体垂直度 (H/2500+

尺寸 10) ，且~50mm

主体结构整体平面弯曲 L/1500 ，
25 

且~25mm

总拼完成后挠度值~1. 15 倍设

钢管 计值
3 40 

结构 屋面工程完成后挠度值~1. 15

倍设计值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2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z

实得分合计 z

查 钢结构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应实得得分分合合计计X20= 

结

果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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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钢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3 条

的规定。

5.2.7 钢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 2. 7 的规定。

表 5.2.7 钢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焊缝外观质量 10 

2 普通紧固件连接外观质量 10 

3 高强度螺栓连接外观质量 10 

4 主体钢结构构件表面质量 10 

5 钢网架结构表面质量 10 

6 普通涂层表面质量 15 

7 防火涂层表面质量 15 

8 压型金属板安装质量 10 

9 钢平台、钢梯、钢栏杆安装外观质量 1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钢结构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实得分合计X10= 
应得分合t十

查

-珍d士H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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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钢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3.3.4 条的

规定。

5.3 砌体结构工程

5.3.1 砌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3.1 的

规定。

表 5.3.1 砌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和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1tÞ浆强度 30 

2 混凝土强度 30 

3 全高砌体垂直度 4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2

查
实得分合计:

'今二主ι4 砌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女~得分合计X4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5.3.2 砌体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和下列规定:

24 

1 检查标准

1) 砂浆强度、混凝土强度检测标准和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第 3.3.1 条的规定。

2) 全高砌体垂直度

全高不大于 10m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mr丑。

全高大于 10m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20mm。



全高垂直度允许偏差各检测点均达到规范规定值

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各检测点 80%及以上

达到规范规定值，但不足 100%的应为二档，取 70%

的分值。

抽样检测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二偏差均不应大

于本标准规定允许偏差的1. 5 倍。

2 检查方法:核查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资料。

5.3.3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3.3 的

规定。

表 5.3.3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材料合格
证、进场 水泥、砌块、预拌砌筑砂浆合

1 验收记录 格证，进场验收记录;水泥、砌 30 
及复试 块复试报告
报告

构造柱、圈梁施工记录

2 施工记录 砌筑砂浆使用施工记录 30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砂浆、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

3 施工试验
砂浆、混凝土试件强度试验报

40 
告及强度评定

水平灰缝砂浆饱满度检测记录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30 分。

核
应得分合汁:

查
实得分合计z

结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记录得分实得分合计 X3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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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2 

条的规定。

5.3.5 砌体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3.5 的

规定。

表 5.3.5 砌体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d:.i平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l 轴线位移 10mm 40 

2 层高垂直度 5mm 40 

3 上下窗口偏移 20mm 20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砌体结构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实得分合计 X20二
应得分合计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5.3.6 砌体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的规定。

5.3.7 砌体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5.3.7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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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7 砌体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砌筑留搓 20 

2 过梁、压顶 10 

3 构造柱、圈梁 10 

4 砌体表面质量 10 

5 网状配筋及位置 10 

6 组合砌体及马牙搓拉结筋 10 

7 预留孔洞、预埋件 10 

8 细部质量 2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砌体结构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实得分合t十 X10= 
应得分合计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5.3.8 砌体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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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屋面工程质量评价

6.1 性能检测

6. 1. 1 屋面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6. 1. 1 的规定。

表 6. 1. 1 屋面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屋面防水效果检查 50 

2 保温层厚度测试 5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屋面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X4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6. 1. 2 屋面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及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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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标准

1) 屋面防水效果:屋面淋水、蓄水或雨后检查，无渗漏、

无积水和排水畅通的应为一档，取 100% 的分值;无

渗漏及排水畅通，但局部有少量积水，水深不超过

30mm 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保温层厚度:抽样测试点全部达到设计厚度的应为一



档，取 100%的分值;抽样测试点 95%及以上，但不

足 100%达到设计厚度的，且平均厚度达到设计要求，

最薄点不应小于设计厚度的 95%的应为二档，取 70%

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测试记录。

6.2 质量记录

6.2.1 屋面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6.2.1 的规定。

表 6.2.1 屋面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100% I 70% 

瓦及板材等屋面材料合格证、
材料合格 进场验收记录
证、进场

防水与密封材料合格证、进场
1 验收记录

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30 

及复试

报告 保温材料合格证、进场验收记
录及复试报告

保温层及基层施工记录

防水与密封工程施工记录;
2 施工记录 瓦西与板面施工记录 30 

天沟、檐沟、泛水和变形缝等
细部施工记录

3 施工试验
保护层配合比试验报告，防水

40 
涂料、密封材料配合比试验报告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屋面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实得分合计X2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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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屋面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

规定。

6.3 允许偏差

6.3.1 屋面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6.3.1 的规定。

表 6.3.1 屋面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屋面及排水沟坡度符合设计要求

卷材与 防水卷材搭接宽度的允许偏差为
涂膜 10mm 
屋面 涂料防水层平均厚度达到设计

值、最小厚度不小于设计值的 80%

压型板纵向搭接及泛水搭接长

1 瓦面与 度、挑出墙面长度不小于 200mm 70 
板面 脊瓦搭盖坡瓦宽度不小于 40mm
屋面 瓦伸入天沟、檐沟、檐口的长度

50mm~70mm 

刚性屋 刚性防水层表面平整度 5mm

面与隔 架空屋面架空隔热制品距周边墙

热屋面 不小于 250mm

防水层伸入水落口杯长度不小

细部 于 50mm
2 

构造
30 

变形缝、女儿墙防水层立面泛水

高度不小于 250mm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屋面工程允许偏差得分一实得分合计X10二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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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屋面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3 条的

规定。

6.4 观感质量

6.4.1 屋面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6.4.1 的规定。

表 6.4.1 屋面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卷材铺设质量

卷材、涂 涂膜防水层质量

膜屋面 排气道设置质量

上人屋面面层铺设质量
l 50 

瓦、板
瓦及板材铺设质量

屋面

刚性、隔
其他材料屋面

热等屋面

2 细部构造 5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屋面工程观感质量得分→一实得分合计X3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6.4.2 屋面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4 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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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评价

7.1 性能检测

7. 1. 1 装饰装修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7. 1. 1 的

规定。

表 7. 1. 1 装饰装修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l 外窗三性检测 10 

2 外窗、门的安装牢固检验 10 

3 装饰吊挂件和预埋件检验或拉拔力试验 10 

4 阻燃材料的阻燃性试验 10 

5 幕墙的三性及平面变形性能检测 10 

6 幕墙金属框架与主体结构连接检测 10 

7 幕墙后置预埋件拉拔力试验 10 

8 外墙块材镶贴的粘结强度检测 10 

9 有防水要求房间地面蓄水试验 10 

10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 1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3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装饰装修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X3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L 一

7. 1. 2 装饰装修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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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质量记录

7.2.1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7.2.1 的

规定。

表 7.2.1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序号 检查项目
100%170% 

装饰装修、地面、门窗保温、阻
材料合 燃防火材料合格证及进场验收记
格证、 录，保温、阻燃材料复试报告

1 
进场验

幕墙的玻璃、石材、板材、结构 30 
收记录

及复试 材料合格证及进场验收记录

报告 有环境质量要求材料合格证、进
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幕墙、外墙饰面砖(板)、预埋
件及粘贴施工记录

2 
施工 门窗、吊顶、隔墙、地面、饰面

30 
记录 砖(板)施工记录

抹灰、涂饰施工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有防水要求房间地面坡度检验

施工 记录
3 

试验 结构胶相容性试验报告
40 

有关胶料配合比试验单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z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应实得得分分合合计计、 X20= 
果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7.2.2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规定。

33 



7.3 允许偏差

7.3.1 装饰装修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7.3.1 的规定。

表 7.3.1 装饰装修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1 |评价单位|

允许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偏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mm) 100% I 70% 

←←一←-
墙面抹 立面垂直度 4 

l 
灰工程 表面平整度

20 
4 

门窗工程
门窗框正、侧面垂直度 3 

双层窗内外框间距 4 

H"(30m 10 
2 幕墙 20 
幕墙

垂直
30m<H"(60m 15 

工程
度

60m<日三三90m 20 

H>90m 25 

3 地面工程 地面表面平整度 4 30 

4 吊顶工程 接缝直线度 3 10 

饰面板 表面平整度 3 
5 (砖) 10 

工程 接缝直线度 2 

细部工程
扶手局度 3 

6 10 
栏杆间距 3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装饰装修工程允许偏差得分一一实得分合计X1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注 H 为幕墙高度。

7.3.2 装饰装修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 3.3.3 条

的规定。

7.4 观感质量

7.4.1 装饰装修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7.4.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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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1 装饰装修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l |评价单位 1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五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表面、分格缝、图案、有排水
1 地面 要求的地面的坡度、块材色差、 10 

不同材质分界缝

墙面抹灰
表面、护角、阴阳角、分隔

缝、滴水线槽
2 

饰面板 排砖、表面质量、勾缝嵌缝、
10 

(砖) 细部、边角

门窗
安装固定、配件、位置、构

造、玻璃质量、开启及密封

3 主要构件外观、节点做法、玻 10 
幕墙 璃质量、固定、打胶、配件、开

启密闭

4 吊顶
图案、颜色、灯具设备安装位

10 
置、交接缝处理、吊杆龙骨外观

5 轻质隔墙
位置、墙面平整、连接件、接

10 
缝处理

涂饰工
表面质量、分色规矩、色泽

协调6 程、被糊
端正、边框、拼角、接缝、平

10 
与软包

整、对花规矩

7 细部工程
柜、盒、护罩、栏杆、花式等

10 
安装、固定和表面质量

室外墙面、大角、墙面横竖线
8 外檐观感 (角)及滴水槽(线)、散水、台 15 

阶、雨罩、变形缝和泛水等

地面、墙面、墙面砖、顶棚、
9 室内观感 涂料、饰物、线条及不同做法的 15 

交接过渡、变形缝等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4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汁:

结 装饰装修工程观感质量得分=实得分合计X4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7.4.2 装饰装修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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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工程质量评价

8.1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

8. 1. 1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1. 1 的规定。

表 8. 1. 1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给水管道系统通水试验、水质检测 10 

2 承压管道、消防管道设备系统水压试验 30 

非承压管道和设备灌水试验，排水干管

3 管道通球、系统通水试验，卫生器具满水 30 

试验

4 消火栓系统试射试验 10 
「

锅炉系统、供暖管道、散热器压力试

5 验、系统调试、试运行、安全阀、报警装 20 

置联动系统测试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核
应得分合汁: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性能检测得分一→实得分A口计 X4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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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2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的规定。

8.1.3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1. 3 的规定。

表 8. 1. 3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材料、设 管材及配件出厂合格证，进
备合格证， 场验收记录

1 进场验收 30 

记录及复 器具及设备出厂合格证，进

试报告 场验收记录

主要管道施工及管道穿墙穿

楼板套管安装施工记录

2 施工记录 补偿器预拉伸记录 30 

给水管道冲洗、消毒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管道阀门、设备强度和严密

性试验

3 施工试验 给水系统及排水系统通水、 40 

满水试验

水泵安装试运转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结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应实得得分分合合计计X20= 

果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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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规定。

8. 1. 5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1. 5 的规定。

表 8.1.5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管道坡度:

给水管为 2%o~5%，。

排水管铸铁管为 5%o~35%o. 排水管塑
1 50 
料管为 4%o~25%。

供暖管为不小于 5%0. 散热器支管为

1%。坡向利于排水

箱式消火栓安装位置:

2 高度允许偏差为::!:15mrn 20 

垂直度允许偏差为 3mrn

卫生器具、淋浴器安装高度偏差为
3 30 

::!:15mm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2

核

查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允许偏差得分一一实得分合计X10= 
结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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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6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的规定。

8.1.7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1. 7 的规定。

表 8. 1. 7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i平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给水、排水、供暖管道及支架安装 20 

2 卫生洁具及给水、排水配件安装 20 

3 设备及配件安装 20 

4 管道、支架及设备的防腐及保温 10 

有排水要求房间地面的排水口及地漏的
5 20 

设置

6 管道穿墙、穿楼板接口处 1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查

结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实得分合计 X30二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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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8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4 条的规定。

8.2 电气工程

8.2.1 电气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2.1 的规定。

表 8.2.1 电气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接地装置、防雷装置的接地电阻测试及
1 20 
接地(等电位)联结导通性测试

2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测试 20 

3 照明全负荷试验 20 

4 大型灯具固定及悬吊装置过载测试 20 

5 电气设备空载试运行和负荷试运行试验 2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查
电气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 X40= 

结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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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电气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的

规定。

8.2.3 电气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2. 3 的规定。

表 8.2.3 电气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材料、设 材料、元件及器具出厂合格

备合格证， 证及进场验收记录

l 进场验收 30 

记录及复 设备出厂合格证及进场验收

试报告 记录，设备性能检测记录

电气装置安装施工记录
2 施工记录 30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导线、设备、元件、器具绝

缘电阻测试记录

3 施工试验 接地故障回路阻抗测试记录 40 

电气装置空载和负荷运行试验

记录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2
核

查 电气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实得分合计 X20 = 
主，主μ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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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电气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

规定。

8.2.5 电气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2. 5 的规定。

表 8.2.5 电气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L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柜、屏、台、箱、盘安装垂直度允许偏

40 
差为1. 5%。

照明开关安装位置距门框边缘宜为
2 60 

O. 15m~0. 2m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查

。，一士←~ 电气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实得分合计X1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2.6 电气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的

规定。

8.2.7 电气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2.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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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7 电气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电线管、桥架、母线槽及其支吊架安装 20 

2 导线及电缆敷设(含回路标识) 10 

接地系统安装(含接地连接、等电位联
3 20 

结)

4 开关、插座安装及接线 10 

5 灯具及其他用电器具安装及接线 20 

6 配电箱、柜安装及接线 10 

7 电气设备末端装置的安装 1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在F生U 
电气工程观感质量得分二-实得分合计 X3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2.8 电气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4 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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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通凤与空调工程

8.3.1 通风与空调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3.1 的

规定。

表 8.3.1 通凤与空调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空调水管道系统水压试验 10 

2 通风管道严密性试验及风量、温度测试 30 

通风、除尘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

空调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

3 制冷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

净化空调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洁i争 60 

室洁净度测试

防排烟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结 通风与空调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实得分合计 X40二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3.2 通风与空调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1 条的规定。

8.3.3 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3.3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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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 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材料、设备 材料、风管及其部件、仪

合格证，进 表、设备出厂合格证及进场验
1 30 
场验收记录 收记录;保温材料合格证及进

及复试报告 场验收记录

风管及其部件加工制作记录

风管系统、管道系统安装记

录

空调设备、管道保温施工记

录

施工 防火阀、防排烟阀、防爆阀
2 30 

记录 等安装记录

水泵、风机、空气处理设

备、空调机组、制冷设备等设

备安装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阀门试验

空气能量回收装置试验

施工
设备单机试运转及调试3 40 

试验

防火阀、排烟阀(口)启闭

联动试验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汁:

结 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实得分合计 X2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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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规定。

8.3.5 通风与空调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3. 5 的

规定。

表 8.3.5 通风与空调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风口尺寸:

圆形~~ 250mm 时，偏差为 O~

2mm; 

~>250mm 时，偏差为 O~→ 3mmo

1 矩形 L < 300mm 时，偏差为 O~ 40 

一 1mm;

L = 300mm ~ 800 mm 时，偏差为 O~

2mm; 

L>800 mm 时，偏差为 0~-3 mm 

风口安装.

2 水平安装水平度偏差不应大于 3/1000 ， 30 

垂直安装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2/1000

3 
防火阀距墙表面的距离偏差不应大于

30 
200mm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汁: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今'"i-士4 通风与空调工程允许偏差得分←一实得分合计X1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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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通风与空调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的规定。

8.3.7 通风与空调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3.7 的

规定。

表 8.3.7 通风与空调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l 风管及风口安装 20 

2 风管、部件、支吊架安装 20 

3 设备及配件安装 20 

4 空调水管道安装 10 

5 风管及管道穿墙穿楼板 10 

6 风管、管道防腐及保温 2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结 通风与空调工程观感质量得分一一实得分合计X3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2 年月 日

8.3.8 通风与空调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4 条的规定。

8.4 电梯工程

8.4.1 电梯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4.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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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1 电梯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电梯、自动扶梯、人行道电气装置接
1 30 
地、绝缘电阻测试

电力驱动、液压电梯安全保护测试、性

能运行试验
2 40 

自动扶梯、人行道自动停止运行测试、

性能运行试验

电力驱动电梯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电梯层门与轿门试验

3 液压电梯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电梯 30 

层门与轿门试验

自动扶梯、人行道性能试验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查

。'-'"士4 电梯工程性能检测得分→一实得分合计X4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4.2 电梯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的

规定。

8.4.3 电梯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 4. 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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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3 电梯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电梯产品(整机)出厂合格
材料、设备

证，开箱单及开箱检查记录
出厂合格

重要(安全)零(部)件和
证，进场验

1 材料产品出厂合格证及型式试 30 
收记录和安

验证书
装使用技术

安装说明书(图)和使用维
文件

护说明书

动力电路和安全电路的电气

原理图、液压系统图

施工 机房、井道土建交接验收检
2 30 

记录 查记录

设备零部件、电气装置安装

施工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安装过程的设备、电气调整
施工

测试记录3 40 
试验

整机空载、额定载荷、超载

荷下运行试验记录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电梯工程质量记录得分=实得分合计X20二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4.4 电梯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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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电梯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4.5 的规定。

表 8.4.5 电梯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100% I 70% 
实得分 备注

层门地坎至轿厢地坎之间水平Ji'l':

1 电梯 离 100 

平层准确度

2 
自动扶梯、人行道扶手带的运行速度相

100 
对梯级、踏板或胶带的速度差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电梯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实得分合计X1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4.6 电梯工程允许偏差项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及下列规定:

50 

1 检查标准

1)层门地坎至轿厢地坎之间的水平距离偏差为 O~

十3mm，且最大距离不大于 20mm 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偏差为 O~ 十 3mm，且最大距离大于

20mm 但严禁超过 35mm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平层准确度

额定速度 v~O. 63m/s 的交流双速电梯和其他调

速方式的电梯:平层准确度偏差不超过:1:8mm 的应为

一档，取 100%的分值;偏差超过士8mm，但不超过

士15mm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额定速度 O. 63m/s<v~1. Om/s 的交流双速电梯:

平层准确度偏差不超过士 15mm 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偏差超过士 15mm ，但不超过:::l:: 30mm

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其他调速方式的电梯平层准确度同 v~O. 63m/s 

的交流双速电梯。

3) 自动扶梯、人行道扶手带的运行速度相对梯级、踏板

或胶带的速度允许偏差:偏差值在 O~十0.5%的应为

一档，取 100%的分值;偏差值在 O~十 (0. 5~2) % 

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试验记录。

8.4.7 电梯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4.7 的规定。

表 8.4.7 电梯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外观 30 

电力驱动、 机房(如有时)及相关设备
30 

1 液压式 安装

电梯 井道及相关设备安装 20 

门系统和层站设施安装 20 

自动扶 外观 40 

2 梯、人 机房及其设备安装 30 

行道 周边相关设施安装 3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2

结 电梯工程观感质量得分一实得分合计 X30二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注:电梯、自动扶梯、人行道应每台梯单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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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 电梯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4 条的

规定。

8.5 智能建筑工程

8.5.1 智能建筑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5.1 的规

定。
表 8.5.1 智能建筑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接地电阻测试 20 

2 系统检测 40 

3 系统集成检测 4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汁:

查

结 智能建筑工程性能检测得分一实得分合计 X40二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5.2 智能建筑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和下列规定:

1 检查标准

接地电阻测试:一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经整改达到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取 70% 的

分值。

系统检测、系统集成检测:按设计安装的系统应全部检测。

火灾自动报警、安全防范、通信网络等系统应由专业检测机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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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按先各系统后系统集成进行检测。系统检测、系统集成

检测一次检测主控项目达到合格，一般项目中有不超过 5%的项

目经整改后达到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一次检测主

控项目达到合格，一般项目中有超过 5%项目，但不超过 10%的

项目经整改后达到要求的应为二档，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检测报告。

8.5.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5.3 的

规定。

表 8.5.3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材料、设
材料、设备、软件出厂合格

证及进场验收记录
备、软件

l 合格证及 随机文件(设备生产许可 30 

进场验收
证、产品说明书、软件资料、

程序结构、调试使用、维护说
记录 明书)及检查记录

施工 系统安装施工记录
2 30 

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施工
硬件、软件产品设备测试记

3 录 40 
试验

系统运行调试记录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2

查
今t才ιk」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实得分合计 X20=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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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智能建筑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

规定。

8.5.5 智能建筑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5.5 的规

定。

表 8.5.5 智能建筑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100%170% 
实得分 备注

I 
机柜、机架安装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50 
3mrn 

2 
桥架及线槽安装水平度不应大于 2mm;

垂直度不应大于 3mm
50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的分合计:

核

查 智能建筑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实应得得分分合合计汁X10= 

结

果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8.5.6 智能建筑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3 条的规定。

8.5.7 智能建筑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价应符合表 8.5.7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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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7 智能建筑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l 综合布线、电源及接地线等安装 35 

2 机柜、机架和配线架安装 35 

3 模块、信息插座安装 3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智能建筑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实应得得分分合合下计、十 X30二

核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5.8 智能建筑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4 

条的规定。

8.6 燃气工程

8.6.1 燃气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6.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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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1 燃气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100%170% 
备注

1 燃气管道强度、严密性试验 50 

2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和通

20 
风设施试验

3 
采暖、制冷、灶具熄火保护装置和排烟

20 
设施试验

4 防雷、防静电接地检测 1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核 燃气工程性能检测得分实得分合计 X40 = 
应得分合计

查

结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6.2 燃气工程性能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和下列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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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标准

1)室内燃气管道强度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

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 94 的规定:

明管敷设、暗埋或暗封敷设的引人管，用设计压力的



1. 5 倍且不得低于 O.lMPa 或按设计要求压力试压，

在试验压力下稳压 1h，无压力降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经过整改二次试压达到无压力降的应为

二档，取 70%的分值。

2) 室内燃气管道严密性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的规定:

在压力试压合格后，严密性试验在稳压下采用发

泡剂检查所有接头，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的分值;经整改二次试验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二

档，取 70%的分值。

3) 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和通风设施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规

定:

燃气锅炉和冷热水机组管道及设备用气场所经试

验一次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 的分值;

经整改二次试验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取 70%的

分值。

4) 采暖、制冷器具、灶具熄火保护装置和排烟设施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和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12 的规定:

经试验一次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

的分值;经整改二次试验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

取 70%的分值。

5) 防雷、防静电接地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

气设计规范)) GB 50028 的规定:

经试验一次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取 100%

的分值;经整改二次试验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

取 70%的分值。

2 检查方法:核查检测报告。

8.6.3 燃气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6.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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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3 燃气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ι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管道、配件产品合格证，进场
材料、

验收记录
设备合

设备、计量仪表合格证，质量
1 格证及 30 

进场验
认证文件，进场验收记录

收记录
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合格证，

进场验收记录

管道、支架安装记录

汁量仪表、设备及支架安装记
施工

录2 30 
记录

焊工资格备案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管道连接、管道与仪表、设备

连接试验记录

施工 阀门试验记录，焊缝射线探
3 40 

试验 伤、超声波检验记录

燃气管道、燃具与电气开关、

插座的水平安全距离检查记录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汁:
核

查
燃气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实得分合计 X20= 

结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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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 燃气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

规定。

8.6.5 燃气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6.5 的规定。

表 8.6.5 燃气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标高 士10mm

钢管
3mm/m 

室内 立管 且主三8mm

l 管道 垂直度 2mm/m 30 

安装
铝塑复合管

且三二8mm

引入管 阀门中心
士15mm

阀门 距地面

<25 表底距地面 土15mm

燃气
m'/h 

计量
中心线垂直度 1mm 

30 2 表底JJ!P:地面 士 15mm
表安 二"，25

装 m3 /h 中心线垂直度
表高的

0.4% 

灶具与墙净距 二三10cm

灶具
灶具与侧面墙净距 二三15cm3 40 

安装
灶具与木家具、门窗净距 二三20cm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今-，士也j 燃气了程如午偏差得分实得分合计X10 年月 日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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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 燃气工程允许偏差评分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的

规定。

8.6.7 燃气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8.6.7 的规定。

表 8.6.7 燃气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燃气管道及支架安装(牢固、坡度) 10 

2 计量仪表、灶具等设备安装 20 

3 燃气管道引人，与其他管道间距 20 

4 管道标识 10 

b 烟道设置 20 

6 排气管与周围安全距离 2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3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结 燃气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实得分合计X30= 
应得分合计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8.6.8 燃气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4 条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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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评价

9.1 性能检测

9. 1. 1 建筑节能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9. 1. 1 的规定。

表 9. 1. 1 建筑节能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1 外围护结构节能实体检验 40 

2 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视~ 30 

3 建筑设备工程系统节能性能检验 30 

合计得分

性能检测项目分值 4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汁:

查

结 实得分合计 一
建筑节能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应得分合叶、 X40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9. 1. 2 建筑节能工程性能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1 条的

规定。

9.2 质量记录

9.2.1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9.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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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1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3 实得分 备注

100% I 70% 

材料、 墙体、地面、屋面保温材料合

设备合 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格证， 幕墙、门窗玻璃、保温材料合

1 进场验 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30 

收记录 散热器、电气设备等设备性能
及复试 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
报告 告

墙体、地面、屋面保温层施工

记录

外门窗框与墙体间缝隙密封施

施工 工记录
2 

记录
30 

幕墙保温施工记录

建筑设备系统安装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室外管网的热输送效率检测报

告

室内温度检测报告

3 
施工 墙面保温层后置锚罔件拉拔试

40 
试验 验报告

设备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节能检测监视j与控制系统可靠

性能的调试报告

合计得分

质量记录项目分值 30 分。

核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查 实得分合计
结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应得分合计 X30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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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2

条的规定。

9.3 允许偏差

9.3.1 建筑节能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9. 3. 1 的

规定。

表 9.3.1 建筑节能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100%170% 

1 
墙体保温层厚度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值的

30 
95% 

2 
屋面、地面保温层厚度应大于或等于设

20 
计值的 95%

3 
砌筑保温墙水平灰饱满度应不小于

10 
90% ，竖缝应不小于 80%

4 
室内温度差 2 冬季-2'C~+l'C;

10 
夏季-l'C~十2'C

5 
各风口风量偏差应不大于设计值的

10 
15% 

6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偏差应不大于

10 
设计值的 10%

7 
空调系统冷热水、冷却水总流量偏差应

10 
不大于 10%

合计得分

允许偏差项目分值 10 分。

应得分合计 z

核
实得分合计2

查
实得分合计 )(1…A一结 建筑节能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果
应得分合计

评价人员 z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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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建筑节能工程允许偏差评分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3.3

条的规定。

9.4 观感质量

9.4.1 建筑节能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表 9.4.1 的规定。

表 9.4.1 建筑节能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单位

判定结果
序号 检查项目 应得分 实得分 备注 l

100%170% 

墙体、地面、屋面保温层外围护节能构
1 30 

造

2 门窗框固定、接缝密封、打胶、开闭 20 

3 幕墙保温材料铺设构造 10 

4 散热器、管线安装 10 

5 风管、风机盘管、机组安装 10 

6 各种电器接线端子及接地线安装 10 

7 节能监控系统安装 10 

合计得分

观感质量项目分值 20 分。

应得分合计:

核
实得分合计:

查 建筑节能工程观感质量得分一一实得分合计X 20 = 
应得分合计

~华士4 

果

评价人员: 年月 日

9.4.2 建筑节能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 3. 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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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质量综合评价

10.1 结构工程质量评价

10. 1.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的程序和组织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的相关

规定。

10. 1. 2 结构工程质量应包括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

10. 1. 3 结构工程质量核查评分应按式 10. 1. 3 计算:

PS 二 A 十 B

式中 : PS←→结构工程评价得分;

A 地基与基础工程权重实得分;

B 一-主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

00. 1. 3) 

10. 1. 4 主体结构工程包括了昆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等。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应按比例分配各项权重，总权重为 40% 。

可按式 10. 1. 4 计算:

B=Bj 十 B2 十 B3 00. 1. 4) 

式中 : Bj一-混凝土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

B 2 钢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

B3←→一砌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

10.2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

10.2.1 单位工程质量应包括结构工程、屋面工程、装饰装修工

程、安装工程及建筑节能工程。

10.2.2 凡在施工中采用绿色施工、先进施工技术并获得省级及

以上奖励的，可在单位工程核查后直接加 1~2 分。

10.2.3 单位工程质量核查评分应按式 10.2.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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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 Ps +c十D十E+F十G (10.2.3) 

式中: Pc一一单位工程质量核查得分;

C 一一一屋面工程权重实得分;

D-一~装饰装修工程权重实得分;

E 安装工程权重实得分;

F 节能工程权重实得分;

G 二二附加分。

10.2.4 安装工程应包括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建筑电气工

程、通风与空调工程、电梯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燃气工程等。

各项权重分配应符合表 10.2.4 的规定。

表 10.2.4 安装工程权重分配

工程名称 权重值

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 4 

建筑电气工程 4 

通风与空调工程 3 

电梯工程 3 

智能建筑工程 3 

燃气工程 3 

可按式 10.2.4 计算:

E= El +Ez 十 E3 +E4 +Es 十 E6

式中: El一-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权重实得分;

Ez 建筑电气工程权重实得分;

E3一一通风与空调工程权重实得分;

E4一一电梯工程权重实得分;

Es 智能建筑工程权重实得分z

E6←一-燃气工程权重实得分。

10.2.5 单位工程评价结果可按表 10.2.5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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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5 单位工程核查评分汇总

序号再?:
地基与 主体

屋面 装饰装 安装 建筑节
备注基础 结构

工程 修工程 工程 能工程
工程 工程

1 性能检测

2 质量记录

3 允许偏差

4 观感质量

合计

10.2.6 结构工程、单位工程质量评价结果可按表 10.2.6 填写。

表 10.2.6 单位工程(结构工程)质量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工程

概况

工程

评价

评价

结论

建设单位意见 施工单位意见 监理单位意见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公章) (公章) (公章)

年月 日 年月 日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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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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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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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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ìì GB 50028 

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标准 ìì GB 50300 

3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ìì CJJ 12 

4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ìì CJJ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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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

GB/T 50375 - 2016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 GB/T 50375 - 2016 ，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18 日以第 1253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 GB/T 50375 -

2006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业协

会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分会，参编单位是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

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中

天建设集团、解放军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中心、山西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总站、重庆市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总站、北京城乡欣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宁波市建

设委员会、厦门中联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

站、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北京市远达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舜杰建筑集团股份

公司。主要起草人员是吴松勤、张玉平、艾永祥、潘延平、彭尚

银、张益堂、梁建民、居民、贺昌元、杨南方、邱奎、朱亚光、

景万、郑肃宁、袁欣平、张力君、邓颖康、侯兆欣、杨玉江、李

兴元、张晓光、顾福林、刘宴山、许建青。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总结了实

践经验，针对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丰富和完善了标准的内容。标

准修订时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 、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 等专业验收规范进

行了协调。

为便于广大施工、监理、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标准编制组按

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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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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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贝。

1.0.1 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只规定了质量合格标准，

因为工程质量关系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达不到合格

的工程就不能交付使用。但目前施工单位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

差距较大，有的企业在工程达到合格之后，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和企业的管理水平，还要将工程质量水平再提高。也有些建设

单位根据本单位的情况，要求高水平的工程质量。本标准的编制

就是为了给提高施工质量提供一个统一方法和标准。以增加建设

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协调性，增强施工单位之间创优良工程质量的

可比性。同时为各省、市和有关协会创建优质工程提供一个评价

基础，以便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可比性。同时，也是激励创优机

制，为优质工程优质优价提供条件，也是为推动工程质量整体水

平提高创造条件。

评定优良工程的方法是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基础上进行，通

过抽查核验其质量水平，来提高达到标准的符合率，更好地促进

验收规范的贯彻落实。从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建筑节能等综合

效果的质量指标方面来评价。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在合格验收基础

上评定优良工程。即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 GB 50300 及其配套的各专业工程质量验收规范验收合

格的基础上进行优良工程质量评价。配套的现行国家标准专业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包括: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砌

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6、《屋面

75 



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7、《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8、《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建筑给水排水及采

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 GB 50243、《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10、《智能建筑工

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39 、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GB 50411。此外，燃气工程没有通用规范，按专用规范及

相关规范引用，主要有: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家

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12、《城镇燃气室内工程
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等。
1. O. 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除执行本标准规定外，很多具

体质量要求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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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评价基础

3. 1.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实施质量目标管理，建立健

全质量管理体系，从技术、管理、组织、协调等方面采取措施，

来保证质量目标的实现。创优良工程要事前制定质量目标，明确

质量责任，按照事前、事中、事后对工程质量全面管理和控制，

通过管理能随时发现不足随时改正，包括工程质量和管理能力，

体现企业保证能力和持续改进能力，有效提高实体工程质量。

3. 1. 2 根据工程的特点，强调工程质量管理的过程控制，重点

对原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控制;对施工工序的管理，针对

工程实际，制定有效的施工操作措施、技术规程、专项方案，作

为控制施工工序过程的控制手段和操作依据。工程质量验收，加

强工程竣工检测，用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工程质量，并对施工过程

作出真实的记录，包括质量管理、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验

收记录等，作为工程质量验收评价的依据。

3. 1. 3 在工程质量验收中，突出检验批质量的验收，检验批是

质量控制的关键，各检验批质量有了保证，整个工程质量就有保

证。不符合要求的，可返工补救等都相对方便。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为了落实过程控

制，规定检验批验收，首先施工单位要加强控制，工序施工做好

施工记录，检验批检查评定要做好现场检查原始记录，然后再交

监理单位验收，来落实施工单位质量控制责任。

3. 1. 4 施工质量评价是在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标准)) GB 50300 及其配套标准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对

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建筑节能和观感质量等进行综合核查其施

工质量水平，达到本标准优良工程标准的评定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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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5 施工质量评价可随着施工进度，在各分部、子分部工程

完工验收合格后进行优良工程评价。应分别填写各部位、系统的

评价表格。

3.2 评价体系

3.2.1 工程质量评价按建筑工程的特点，根据其内容分为 6 个

部分。

3.2.2 将 6 个评价部分在建筑工程中占的工作量大小及重要程

度规定其权重，用评分的方法来评价工程总体质量'情况，并列出

各评价部分的权重表 3. 2. 2 。

评价部分中有的包括内容较多，如主体结构工程，有混凝土

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型钢混凝土结构、

铝合金结构和木结构等;安装工程有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

通风与空调工程、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电梯工程和燃

气工程等。其权重可按所占工作量大小及重要性来确定，且权重

应为整数，以方便计算。

评价体系中，为了突出重点，只将常用的内容列出，对一些

不常用的子分部工程没有列出。主体结构中的钢管?昆凝土结构、

型钢混凝土结构、铝合金结构、木结构等。暂未列出评价内容，

在实际评价中如有，可自行制定专项质量评价的内容进行评价。

3.2.3 每个评价部分由 4 个评价项目内容来评价各评价部分的

质量情况。把每个评价部分的 4 个评价项目又分别给出了分值，

来确定每个项目的质量情况。

3.2.4 每个评价项目所包括的具体核查内容，按其所占工作量

大小及重要性，给出相应的分值，并对每一个具体检查内容分为

两个档次进行评价。

3.2.5 规定了结构工程、单位工程两个评价阶段，只有结构工

程评为优良工程，单位工程才能继续进行评价。结构工程、单位

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综合评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的建筑工程评为优

良工程。因为是在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评价，达不到规定的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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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工程。

3.3 评价方法

3.3.1 规定了性能检测的评价方法。对主要性能检测项目进行

抽查，有特殊情况的，在项目评价时具体说明，并按其评价。对

每个评价内容的评价都分为两个档次，一档 100%的得分率，二

档 70%的得分率。

3.3.2 规定了质量记录的评价方法。质量记录统一分为材料、

设备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有要求的复试报告，施工记录，施

工试验等三部分。对施工试验资料在性能检测项目中核查的，质

量记录不再核查。

3.3.3 规定了允许偏差的评价方法。允许偏差只是抽查。

3.3.4 规定了观感质量的评价方法。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及其相关配套的各专业系

列质量验收规范规定"好"、"一般"的评定点基础上按"好"的

点达到的比重来评价。

这里讲的评价方法，就是在具体项目评价中，没有特殊情况

的按本规定执行，有特殊情况的，在具体条文中列出，按其具体

条文评价。

本标准的评价是在质量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抽查核查，不

是全面逐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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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评价

4. 1 性能检测

4. 1. 1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项目及评分表。性

能检测代表了该分部的总体质量水平，是评价标准的重要部分。

4. 1. 2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符合基本规

定的按第 3.3.1 条评价，有自身特点的"桩身质量检验"、"防水

效果检验"按其具体规定进行。

4.2 质量记录

4.2.1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价项目及评分表。本

标准将质量记录归纳为材料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施工记录，施工试验三个部分，来进行验收核查。

4.2.2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的质量记录的评价方法。各评价

项目是按基本方法 3. 3. 2 条评价。

4.3 允许偏差

4.3.1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的允许偏差评价项目及评价表。

允许偏差不是全面核查，只是抽查可测到的一些项目，原则上就

按表列出的项目检查。主要是体现施工操作的水平。

检查达到标准的符合率，对达不到标准允许值的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及相关配套

的各专业质量验收规范执行，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时，其最大值宜

控制在1. 5 倍的允许值内。

4.3.2 本条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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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工程质量评价

8.6 燃气工程

燃气工程在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 2001 及配套验收规范的修订时，根据建设部的要求

单独列为一个燃气工程质量验收的分部工程。在《建筑给水排水

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 - 2002 的发布批准通

知建标 [2002J 62 号文中，只将原《建筑采暖卫生与煤气工程

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 302 - 88 中关于"采暖卫生工程"部分

同时废止，煤气工程没有废止。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该质量验收规

范尚未编制与其配套的质量验收规范。由于房屋建筑工程是一个

整体质量，长期缺少燃气工程质量的验收标准，对整个房屋建筑

质量的验收是不全面的。不少地区及企业提出，要求建设部尽快

完善这一质量验收规范。但这个配套的质量验收规范目前还没

有。我们标准编制组引用了专用标准，主要标准是原《建筑采暖

卫生与煤气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 302 - 88 中第五章室内

煤气工程、第九章室外煤气工程的有关内容，及国家现行标准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 50028、《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 CJJ 94、《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12. 综合编制了这个评价标准参考内容，供验收评价时参考

使用。

燃气工程分部工程，按原《建筑采暖卫生与煤气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 GBJ 302 - 88 的规定，煤气分部工程有室内煤气管

道安装工程、室外煤气管道安装工程、煤气调压装置安装工程 3

个分项工程。按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 CJJ 94 - 2009 的规定，是一个单独体系。其分部(子分部)、

分项工程的划分如表 l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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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燃气室内工程分部{子分部队分项工程划分

分部(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引人管安装
管道沟槽、管道连接、管道防腐、沟槽回填、管道

设施防护、阴极保护系统安装与测试、调压装置安装

室内燃气管道安装
管道及管道附件安装、暗埋或暗封管道及其管道附

件安装、支架安装、计量装置安装

设备安装 用气设备安装、通风设备安装

电气系统安装
报警系统安装、接地系统安装、防爆电气系统安装、

自动控制系统安装

另外还有行业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12 - 2013 ，其没有明确划分验收项目，是分为基本条件检验

和燃具安装检验两个表统一验收的。

综合了有关规范的要求，提出了推荐评价标准。

8.6.1 规定了燃气工程性能检测的项目及评分表

8.6.2 规定了燃气工程性能检测的评价方法。具体规定了 4 个

方面的评价内容:①燃气管道强度、严密性试验;②燃气浓度检

测报警器、自动切断阀和通风设施;③采暖、制冷、灶具熄火保

护装置和排烟设施;④防雷、静电接地检测。

8.6.3 规定了燃气工程质量记录的项目及评分表。

8.6.4 规定了燃气工程质量记录的评价方法。燃气工程的质量

记录，按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 2009 做了调整。

8.6.5 规定了燃气工程允许偏差的项目及评分表。

8.6.6 规定了燃气工程允许偏差的评价方法。燃气工程的允许

偏差，按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 2009 列出了允许偏差评价抽查内容。

8.6.7 规定了燃气工程观感质量的项目及评分表。

8.6.8 规定了燃气工程的观感质量的评价方法。燃气工程的观

感质量也按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94 - 2009 及《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12-

2013 列出了观感质量评价抽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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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质量综合评价

10.1 结构工程质量评价

10. 1. 1 建筑工程质量评价遵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规定的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

程和单位工程的验收程序和组织进行。

10. 1. 2 规定了结构工程质量评价包括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

结构工程两个部分。

10. 1. 3 规定了结构工程质量核查评分的计算公式。

10. 1. 4 规定了结构工程中包括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砌体结

构兰项内容。对钢管混凝土结构、型钢混凝土结构、铝合金结

构、木结构，由于目前使用较少，暂未列出。

例:有一主体结构中有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及砌体结构三种

结构的工程。其中混凝土结构工程量占 70% ，钢结构工程量占

15%、砌体工程量占 15% ，按本标准 3. 2. 2 条的规定，主体结

构工程权重占 40%。当砌体结构为填充墙时，其权重为 10% ，

各项目的权重分配为混凝土工程占 30% ，钢结构工程占 6% ，砌

体结构占 4% 。

10.2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

10.2.1 规定了单位工程质量评价的内容，包括结构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屋面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

装工程及建筑节能工程。

10.2.2 规定了单位工程评价时，凡符合本条规定加分规定的

直接加分，只限一次。

10.2.3 规定了单位工程质量核查评分的计算公式。

10.2.4 规定了安装工程中包括六项安装内容，其评价分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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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法。当安装项目不全有时可进行调整，权重仍为 20% ，

且各项应为整数，以方便计算。

10.2.5 提供了单位工程评价评分汇总表。可以分析评价单位

工程质量水平、评价工程部位的质量水平。

10.2.6 规定了工程质量评价完后应分别出具结构工程、单位

工程的评价结果，并提出评价表样表如表 10.2.6 所示。

工程概况:主要说明工程名称、性质、规模、结构形式、开

工竣工时间、质量验收情况及特点等。

工程评价:主要说明本工程评价依据、评价方法、评价人

员、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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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主要明确该工程是否达到了优良工程。

按表中要求各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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