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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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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其在建筑领域的普遍应用，装配式建筑在国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而装

配式混凝土结构的使用以及不断推广，更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绿色环保的理念。因为如今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设计逐渐朝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方向前行，检测技术的应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高度认可和重视。基于此，本文

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技术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对这一话题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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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各种

不同类型的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因

为装配式建筑本身拥有方便快捷、简单高效的特点，故

其应用频率非常高。只不过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实际应

用的过程中，出于维系建筑质量的需要，后期必须加强

对其质量的检测，这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

1 理论总结与综述

1.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技术情况简析

装配式混凝土主要是指借助混凝土预制构件，经

过连接、装配以及现场浇筑而生成的混凝土结构。装

配式混凝土的主要构件是在工厂中完成的，然后会被

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组装，这样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技术

已然得到业内外的广泛认可，其也完全符合建筑行业

不断发展的趋势及要求。 

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的重要

性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本就是安全监控

以及安全检测系统之间的结合。具体是指对作业场所

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不安全因素进行检测和控制，通

过改善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来为安全技术的顺利实

施提供丰富且充沛的保障，也防止过程中出现任何危

险的信息，导致预防系统出现问题。在今后的发展过

程中，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必须注重项目的资金融入问

题，净化项目间歇性技术的相关标准，进而保障检测

的稳定性以及准确度。[1]在建筑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有

必要进一步完善监测技术，确保建筑工程整体的质量

以及水平。诸多事实足以证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

筑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存在的

主要问题

1.3.1 理论水平比较低，欠缺应用性

因为我国装配式建筑整体起步比较晚，所以很多

理论还不够成熟，再加上缺少专业的检测人员以及人

才储备，实际推进检测的过程中工作效率不高、检测

质量不高的情况十分常见。[2]

1.3.2 配置落后，检测效果受到影响

尽管针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生成了

一定的设备，但是因为其本身的应用成本非常高，以

至于没有办法提高其应用的广度 ,而且在目前更多的是

采用人力的方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非常

一般。

1.3.3 对质量检测工作不够重视，影响后续建筑呈

现质量

在一些装配式建筑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忽视质量

检测工作的情况十分常见。往往施工方在具体施工过

程中只能看到眼前的建设形势，忽略了建设细节以及

一些隐藏的安全细节。

1.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的质量检验实现

及具体需要把握的关键性因素

1.4.1 质量检测的内容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在进行质量检测时始终以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测技术标准》为指导，在具体进

行施工的过程中，要格外关注外叶墙、夹心墙板等，

通过使用阻燃颜料等确保建筑品质。[3]除此之外，在严

格按照相关工序对其进行检测时，必须控制装配施工

的精度，对于装配体系以及现浇部分必须予以区别对

待，通过完善尺寸、关注垂直度，确保其吊装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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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从宏观角度而言，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

量检测的内容来自于这几个方面：

1.对构件损伤情况进行检测。结合装配式建筑的

实际情况来看，对构件损伤情况的检测主要包括这几

项内容，对钢材锈蚀量的检测、灾害损伤程度的检测、

混凝土和砌体构件表面腐蚀程度的检测等。因为构件

损伤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构件的实际承载力，所以这一

环节必须予以重视，这一环节的具体检测方法以电化

学检测为主，暂时还没有明确的、不会对混凝土腐蚀

情况造成影响的无损伤检测法。

2.对钢筋的配置情况进行检测。其检测的主要对

象就是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的钢筋，主要采用的方法是

雷达波法测定以及电磁感应法测定。对比这两种方法，

前者检测的速度会比较快，后者的速度会相对慢一些，

不过整体来说，这两种检测方法都不能实现对钢筋直

径的准确测试，一旦需要准确的钢筋直径数据时，需

要结合凿开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种检测方法同样也不能实现对钢筋构件当中准确

连接情况的检测。

3.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材料强度进行检测。在

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进行鉴定以及加固改造时，

针对构件材料的强度检测是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不

可缺少的一环。该环节主要包括钢材强度检测、混凝

土强度检测、砖浆强度检测、木材强度检测以及砌体

强度检测等。严格意义来说，这是在有关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的众多项目当中，公认的比较准

确的内容之一。

就检测方法而言，目前比较常见的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建筑材料检测方法包括超声法、回弹法、钻芯法、

超声会谈综合法等，尽管用于混凝土强度检测的方法

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实际应用频率比较高的是回弹

法以及钻芯法。

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缺陷检测。首先，针对混凝

土本身的缺陷，国内虽然已经拥有了相应的检测标准，

但是针对某些构件，现有的检测技术、检测方法明显

是不完整的。比如高层建筑当中出现的大体积混凝土

缺陷等，对此可以效仿国外所采用的冲击波法和雷达

波法，能够取得相对理想的效果。其次，针对混凝土

预埋件方面存在的缺陷，测试主要是针对预应力管道灌

浆饱满程度来进行测试的，现阶段我国已有的施工技术

规范要求对此会有不合理之处，后续有待优化和改进。

1.4.2 质量检测的流程

1.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进行检测。

在建筑设计阶段，抗震性设计以及验算是非常关键的

环节，直接影响到建筑的稳定性。基于此，在实际进

行检测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等比例缩小的操作方式，

或者借助样板间检测可靠性。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

可以借助反复的荷载静力试验，以结构承载力为对象，

分析和测试系统。

2.对预制件的指标展开集中性检测。绝大多数的

装配式预制件都是在工厂里完成的，只有严格检测和

控制各方面的质量参数，确保构件完全符合现场装配

的实际需要，才能满足建筑性能方面的要求。在对预

制件展开集中检测时，必须对开口、漏筋、开洞、裂

缝等问题进行集中分析，确保其完全符合质量控制的

要求。另外，借助质量检测试验，可以进一步加强对

建筑质量进行变形控制性能参数的有效处理，在增加

其防水抗压、抗风效果的同时，也进一步将热保温材

料完全置入硬板当中。

3.密切关注装配精度的问题。在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建筑施工过程中，装配式构件以及现场浇筑的混凝

土是非常关键的两项要素。因此必须提高检测效果，

加强对混凝土浇筑现场的监督管理。在施工现场，必

须对定位操作、吊装操作进行严格的检测，保证其定

位准确、质量没有问题。在此过程中，要格外强调对

轴线偏差、轴线标高、垂直度、平整度等参数的分析

和系统化设置，确保相关参数完全符合建筑标准。[4]

2 案例研究和分析

要想让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稳定性不断提高，有

必要在前期进行设计的时候就进行防震效果的检测，

确保其装饰所用的面料、构件和配件完全符合建筑使

用的具体要求。严格遵循防火以及防水的理念和要求，

凸显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和优势。比如在施工阶段使用

硬质阻燃材料、夹心外墙板等都必须完全符合力学要

求；注重构件连接技术与节点质量管理；现浇混凝土

节点效果也应达到监督管理要求；针对 PC防水、防渗

漏性能予以高度重视；接入的不同标准也要满足产品

设计需求；现场组装精准性控制可以划分为现场浇筑

以及构件装配两部分，必须做到在整体进行预留以后

进行浇筑，现场浇筑的部分必须科学掌握其大小；钢

筋保护层保证达到要求 [5]，针对这些内容，笔者在本部

分将借助具体的案例展开探讨。

2.1 项目情况概述

该项目的用地性质属于住宅商业用地，拟建 15栋

住宅（包括 5冻高层住宅、6栋多层商业大厦、下置车

库）。该项目总的建筑面积为 194589.5平方米，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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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规划，第 15#楼会采取预制装配式技术进行建造，

为了为预制构件的标准化创造条件，也为提高建筑项

目的经济适用性，在场地受限、户型没有调整空间的

情况下，制定具体的“技术配置表”，就质量检测技

术进行相应的设计与规划。

2.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技术的

应用实践思路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技术的应用实践

思路包括以下几点。

2.2.1 做好整体安全控制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必须做好总体的安全控制，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在前期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做好

防震设计，确保整体效果的稳定性。针对具体使用的

新材料、新技术需要使用同比例缩放的方式，来维系

固件的稳定性，其比较适合采用反复承重静力试验的

方法，对震中影响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变形、承重、恢

复水平的因素进行考量，具体的实验方案可以围绕幕

墙结构进行。举例来说，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细节之

处：首先，预制墙板必须对模板的数量、质量进行严

格控制，在保持模板的刚度、强度以及平等度的基础上，

还要保证其拆卸方便、拼装简单；其次，预制构件在

加工厂对于钢筋连接套筒、预制楼梯、预制装饰楼梯、

预制装饰板的预埋吊装螺母都要进行准确定位。

2.2.2 注意对预制件的构件标准进行检查

针对不同项目的不同标准，预制混凝土构件建筑

的主要优势表现在能够进行集中预制方面。因此必须

保持混凝土构件的稳定性，要加强对构件大小的审核，

确保其被控制在合理的偏差范围内，不能产生掉角的

情况，也不可以出现裂缝，确保现场装配的顺利进行。

首先，叠合量、叠合板以及剪力墙等的承载力构

件必须在厂家预制的过程中就加强质量监督，所有从

厂家产出的产品都必须有出厂证明与合格证书，同时

结合建筑主体的受力特征以及具体的展开承载水平、

变形管理属性进行检测；其次，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

筑通常使用的内叶墙板、夹心外墙板都必须满足相应

的质量要求，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现场组织抽样复检。

2.2.3 现场装配的准确性管理

预制混凝土结构通常情况下包括混凝土现场浇筑

部分以及构件装配部分，并根据预留位置的实际情况

进行浇筑连接。首先，现浇筑部分必须做好大小控制，

防止接缝过大；其次，预制构件运输到施工现场之后，

吊装、钢筋连接、定位等都需要进行具体的监控和调节；

最后，安装结束之后，通过钢筋套筒与连接点和支撑

件进行调整，确保构件达到标准定位。

2.2.4 构件连接技术与节点质量的管理

预制构件在实际制作的过程中，其本身的质量必

然会对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的稳定性以及应用效果产生

直接的影响。

第一，防水材料的粘合面积、连接长度都必须达

到标准要求，所有的缝隙都需要使用密封胶进行填充。

第二，生成严格的防水施工方案，针对预制构件

要确保安装的准确性，确保混凝土建筑阶段的质量完

全达标。

第三，对装配式混凝土构件的防水、防裂必须予

以高度重视，构件连接位置必须使用防水材料。

第四，预留叠合板的现浇混凝土必须设置同等条

件的试块，并确保符合强度要求之后，才可以将支撑

进行拆卸。

第五，钢筋机械连接的各个属性标准都必须严格

达到产品的要求，节点位置的后浇混凝土强度必须高

于普通的混凝土强度。

3 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建筑有着独特的性质以及优越性。较之传统的施

工工艺和操作方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操作更为

简单、高效。加强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质量检测，

必须强调全过程、全细节监督和控制，确保及早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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