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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省建筑装饰协会、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湖北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凌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建鼎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创高建装股份有限公司、中建深圳装饰

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宜昌市建筑市场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清华大学建

筑玻璃与金属结构研究所、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凌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湖北科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银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湖北天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弘美达幕墙建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士清、胡丽君、成诗、王书华、骆瑞萍、曾劲松、朱裕良、孙炜、欧阳德华、

阮祥高、舒展、程海剑、吕冰锋、罗正林、陈明靖、向军、李新发、李玉辉、程嵘、谈花桥、林坤华、

韩玲、梅俊、徐劲清、王德勤、邓志嵘、郝乐、陈珍、汪家毅、李映辉、苏森辉、曹魏、张小斌、肖珍、

南一、潘莹。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88，邮箱：

407483361@qq.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联系电话：027-87832749，邮箱：2740466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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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幕墙可靠性鉴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内民用建筑中既有建筑幕墙可靠性鉴定的检测、评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内民用建筑中既有建筑幕墙的可靠性鉴定。与幕墙构造和做法相似的既有采

光顶和金属屋面的可靠性鉴定，可参照使用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9966.7  天然石材试验方法 第7部分：石材挂件组合单元挂装强度试验 

GB 16776-2005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8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GB 50429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 

JGJ 102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33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JGJ/T 324  建筑幕墙工程检测方法标准 

JGJ 336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术语和定义 

3.1.1  

    建筑幕墙  curtain wall 

由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具有规定的承载能力、变形能力和适应主体结构位移能力，不分担主

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体结构或装饰性结构。 

3.1.2  

    既有建筑幕墙  existing building curtain wall 

已建成且投入使用的建筑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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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调查  investigation 

通过查阅档案、文件，现场勘查和询问等手段进行的信息收集活动。 

3.1.4  

    检查  inspection 

通过查阅资料、现场勘查和必要的简单测量等手段对既有幕墙的规定性能进行记录、分析和评定等

一系列活动。 

3.1.5   

    安全性鉴定  appraisal of safety 

对既有建筑幕墙的安全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3.1.6  

    使用性鉴定  appraisal of serviceability 

对既有建筑幕墙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状况和功能性能以及某些特定对象的安全性能按照规定的周

期所进行的相关检查。 

3.1.7  

    可靠性鉴定  appraisal of reliability 

本文件所指既有建筑幕墙安全性鉴定和使用性鉴定的统称。 

3.1.8  

    鉴定单元  appraisal system 

根据既有幕墙的结构型式、构造特点和分布情况，而将该建筑物的幕墙划分成一个或若干个可以独

立进行鉴定的区段，每一区段为一鉴定单元。 

3.1.9  

    子单元  sub-system 

鉴定单元中细分的单元。一般按构造和检测特点划分为若干个子单元，如面板子单元、支承结构子

单元、连接构造子单元、功能性构造子单元和开启窗子单元等。 

3.1.10  

    构件  structural member 

子单元中可以进一步细分的基本鉴定单位。它可以是单件、组合件或单个的构造部位。 

3.1.11  

    构造  construction 

幕墙结构中，为达到某种功能要求而采取的构件连接、组合等细部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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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连接  connecting   

构件之间或构件与主体结构之间以某种方式的结合。 

3.1.13  

    检测批  inspection lot 

检测项目相同、质量要求和生产工艺等基本相同，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测对象。 

符号 

3.2.1 结构性能及作用效应 

R——结构构件的抗力； 

S——结构构件的作用效应。 

3.2.2 鉴定评级 

au、bu、cu——构件检查项目的安全性鉴定等级； 

Au、Bu、Cu——子单元安全性鉴定等级； 

Asu、Bsu、Csu、Dsu——鉴定单元安全性鉴定等级； 

ad、bd、cd ——构件使用性鉴定等级； 

Ad、Bd、Cd ——子单元使用性鉴定等级； 

Asd、Bsd、Csd ——鉴定单元使用性鉴定等级。 

4 基本规定 

一般规定 

4.1.1 为统一既有建筑幕墙检测、评定方法，鉴定其可靠性，确保建筑幕墙的安全使用，制定本文件。 

4.1.2 本文件的既有建筑幕墙可靠性鉴定，包括使用性鉴定和安全性鉴定。 

4.1.3 既有幕墙使用性鉴定，包括外观缺陷检查和专项检查，并应按下列规定的周期进行： 

a) 第一次外观缺陷检查时间为工程竣工验收或交付使用日后 1 年时，此后每 5 年应检查一次；

幕墙工程使用 10 年后，每 3 年宜检查一次； 

b) 施加预拉力的拉杆或拉索结构的既有幕墙，在工程竣工验收或交付使用日后 6 个月时，必须对

该工程进行一次全面的预拉力检查，此后每 3年应检查一次； 

c) 全隐框、半隐框玻璃幕墙工程使用 10 年后，应对不同部位的硅酮结构密封胶进行抽样检查，

此后每 3 年宜检查一次； 

d) 石材蜂窝板幕墙工程使用 10 年后，应对石材蜂窝板进行抽样检查，此后每 3 年宜检查一次； 

e) 当既有建筑幕墙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时，对已取得安全性鉴定报告且鉴定等级为 Asu级或

整改后达到 Asu级标准的，应每 3 年进行一次使用性鉴定，否则应每年进行一次使用性鉴定； 

f) 出现其它可能影响幕墙安全使用的情况，应根据使用单位的需求进行鉴定。 

4.1.4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安全性鉴定： 

a) 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且仍需继续使用； 

b) 在国家、行业标准实施前设计、施工或验收的既有幕墙； 

c) 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资料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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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已经存在影响安全性能或使用功能的明显缺陷； 

e) 遭受重大灾害或超设计许可的意外荷载； 

f) 主体结构装修改造或幕墙使用条件有重大变更； 

g) 使用性鉴定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或使用单位有安全性鉴定需求。 

4.1.5 在下列情况下，可针对局部范围进行安全性鉴定： 

a) 当特定部位因火灾、爆炸、高温或者人为因素等各种原因造成幕墙局部范围损伤时； 

b) 委托方怀疑特定部位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时。  

鉴定程序及其工作内容 

4.2.1 既有建筑幕墙可靠性鉴定应按下列程序进行。 

a) 受理委托：了解委托方提出的幕墙鉴定原因和要求，并就鉴定目的、内容和范围协商一致。 

b) 初步调查：应配合委托方完成下列工作后，填写既有建筑幕墙基本概况表、既有建筑幕墙材料

登记表、既有建筑幕墙档案资料一览表等，一览表详见附录 A。 

1) 查阅档案资料，包括工程概况、设计文件（含设计计算书、设计变更记录、施工图等）、施

工验收质量保证资料、事故处理报告、使用维护说明书、维修记录、历次更换改造资料等。 

2) 查询建筑幕墙使用历史，包括历次修缮、加固、改造、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等情况。 

3) 考察现场，查看已发现的问题、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初步核对实物现状与资料的一致

性等。 

c) 制定鉴定方案：鉴定方案应根据鉴定对象的特点、初步调查结果、鉴定目的和鉴定要求制定，

包括但不限于鉴定依据、鉴定内容、工作进度计划，以及需由委托方完成的准备工作。必要时

应制定详细的现场检测方案，包括检测依据、检测内容、抽样数量、主要检测方法等，检测方

案应征求委托方的意见。 

d) 现场检测：按照鉴定方案规定的内容完成所有现场详细调查和检测工作，实施过程中出现与方

案不符的情况应予调整，并及时通知委托方。 

e) 复核验算：安全鉴定时，应根据前期调查、检测结果，对幕墙构件承载能力和变形进行复核验

算。 

f) 鉴定评级：按照本文件的规定，对构件进行鉴定评级，并综合分析，给出子单元和鉴定单元的

评定等级。若发现调查和检测资料不足，应及时组织补充调查和现场检测。 

g) 鉴定报告：鉴定工作完成后，应及时出具鉴定报告，鉴定报告的编写应符合本文件第 8章的要

求。 

4.2.2 根据既有幕墙的支承体系、构造特点和分布情况，而将建筑物的幕墙划分成一个或若干个可以

独立进行鉴定的区段，作为鉴定单元。其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子单元和许多构件，分层次进行鉴定。

鉴定单元和构件的划分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4.2.3 既有建筑幕墙使用性鉴定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外观缺陷的现场检查和专项检查，并给出构件、

子单元、鉴定单元的使用性鉴定评级结果；其中专项检查主要针对特定材料进行，包括全隐框、半隐框

玻璃幕墙的硅酮结构密封胶、石材蜂窝板、预应力拉杆（索）。 

4.2.4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性鉴定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外观缺陷的现场检查、面板和支承构件的变形检

测、重要性能的检测以及承载能力和变形的复核验算，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抗风压性能检测；并给出构件、

子单元、鉴定单元的安全性鉴定评级结果。其中重要性能的检测包括但不限于材料检测、连接构造检测、

拉杆（索）张拉力检测、硅酮结构密封胶粘接性能检测、石材蜂窝板表面质量和滚筒剥离强度检测、玻

璃表面应力检测、开启窗启闭力和开启角度检测、防火检测、防雷检测，材料检测主要内容包括截面尺

寸、力学性能和防腐性能。 

鉴定评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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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性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应按表 1 的规定执行。 

表1 安全性鉴定分级标准 

层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构件 

au 安全性符合本文件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u 安全性基本符合本文件要求，后期应重点关注。 
可不采取措施，后期应重点 

关注。 

cu 安全性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应采取措施。 

子 

单 

元 

Au 安全性符合本文件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u 
安全性基本符合本文件要求，部分构件后期应重点

关注。 

可不采取措施，部分构件应 

重点关注。 

Cu 部分构件安全性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应采取措施。 

鉴定单元 

Asu 安全性符合本文件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su 
安全性基本符合本文件要求，部分构件后期应重点

关注。 

可不采取措施，部分构件应重

点关注。 

Csu 少量构件安全性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应采取措施。 

Dsu 较多构件安全性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应采取措施。 

 

4.3.2 既有建筑幕墙使用性鉴定评级的各层次分级标准，应按表 2 的规定执行。 

 

表2 使用性鉴定分级标准 

层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构件 

ad 
未发现明显的外观缺陷，不影响安全使用；专项检

查项目符合设计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d 
发现外观缺陷，但暂不影响安全使用；或专项检查

项目略低于设计要求，暂不影响安全使用。 

可不采取措施，后期应重点 

关注。 

cd 
发现严重的外观缺陷，影响安全使用；或专项检查

项目不符合设计要求，影响安全使用。 
应采取措施。 

子 

单 

元 

Ad 未发现明显的外观缺陷，不影响安全使用。 不必采取措施。 

Bd 
发现外观缺陷，但暂不影响安全使用，部分构件后

期应重点关注。 

可不采取措施，部分构件应重点

关注。 

Cd 部分构件发现严重的外观缺陷，影响安全使用。 应采取措施。 

鉴定单元 

Asd 未发现明显的外观缺陷，不影响安全使用。 不必采取措施。 

Bsd 
发现外观缺陷，但暂不影响安全使用，部分构件后

期应重点关注。 

可不采取措施，部分构件应重点

关注。 

Csd 部分构件发现严重的外观缺陷，影响安全使用。 应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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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抽样方案 

4.4.1 检测工作开始前，应根据检测项目和内容确定检测批，可把子单元划分成一个或若干个检测批，

同一检测批内的检测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支承体系、构造、功能以及材料类型应相同； 

b) 施工工艺宜相近； 

c) 所进行的检测项目和产品质量要求应相同； 

d) 所处环境条件宜相近。 

4.4.2 建筑幕墙现场检测的抽样方案，可根据检测项目的特点按下列原则选择： 

a) 外观缺陷的检测，宜选用全数检测方案； 

b) 材料截面尺寸、外观质量和防腐性能的检测，应通过现场取样或现场测试进行检测，可按本文

件 4.4.2 中的 e）的规定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力学性能检测应在现场同类构件中按产品标准的

要求抽取不少于 3 组样品，再进行实验室检测； 

c) 连接构造的检测，应选择重点部位进行抽样； 

d) 幕墙抗风压性能的现场检验，可在同类构件中选择一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并应考

虑现场试验条件； 

e) 按检测批检测的项目，应进行随机抽样，且最小样本容量选取遵循下列原则： 

1) 设计文件及质量验收文件齐全、有效，且无怀疑时，最小样本容量不宜小于 1%，且不应

少于 3 个； 

2) 设计文件及质量验收文件有欠缺或有怀疑时，最小样本容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f)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检测抽样方案有规定的，可从其规定。 

表3 抽样检测的最小样本容量 

检测批的容量 
检测类别 

检测批的容量 
检测类别 

A B A B 

≤25 

26-50 

51-90 

91-150 

151-280 

281-500 

501-1200 

3 

5 

6 

8 

13 

20 

32 

5 

8 

13 

20 

32 

50 

80 

1201-3200 

3201-10000 

10001-35000 

35001-150000 

150001-500000 

＞500000 

--- 

50 

80 

125 

200 

315 

500 

--- 

125 

200 

315 

500 

800 

1250 

--- 

注1：检测类别A适用于一般项目的检测，检测类别B适用于重要项目的检测。 

注2：当检验批容量小于样本最小容量时，全数检测。 

4.4.3 确定检测批容量后，应按设定原则抽样选取检测样本，针对检测样本开展检测工作；检测样本

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宜具备检测操作的可实施性。 

5 使用性鉴定评级 

一般规定 

5.1.1 幕墙使用性鉴定主要内容是外观缺陷的现场检查和专项检查，其中外观缺陷应全面检查建筑幕

墙的外露缺陷、破损和危及安全的异常现象，检查范围应为所检建筑幕墙外立面及所有室内可见面，应

重点检查临近道路、广场及下部为出入口、人员通道的建筑立面和部位；专项检查主要针对特定材料进

行，包括全隐框、半隐框玻璃幕墙的硅酮结构密封胶、石材蜂窝板和预应力拉杆（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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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既有幕墙使用性鉴定中外观缺陷的现场检查和专项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同步进行，也可以分

开进行；构件使用性鉴定评级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综合评定。综合评定时，应取二者中较低一级作为

该构件的使用性鉴定等级。 

5.1.3 外观缺陷的现场检查按幕墙面板、开启窗、支承结构、连接构造和功能性构造五类子单元分别

进行，并根据检查结果对每个构件和每类子单元给出等级评定。 

5.1.4 专项检查根据抽样检测结果评定构件的等级，并提出保养和维修建议。 

构件外观缺陷评级 

5.2.1 可采用目测、手试和简易测量的方法对面板构件表面腐蚀、破损、污染等外观缺陷进行检查，

并应按表 4的标准评定 bd级和 cd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d级。 

表4 面板构件外观缺陷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d cd 

玻璃面板 

玻璃表面有轻微发霉； 玻璃表面有严重发霉； 

隐框幕墙离线低辐射镀膜玻璃与结构胶粘接部位未

作除膜处理； 

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流油或不相容现

象；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两道硅酮结构胶不满足至少

有一对边重合的要求，且无防坠安全措施；隐框幕

墙玻璃无托条且硅酮结构胶粘接宽度不足； 

镀膜玻璃有轻微脱膜、变色、斑纹、膜面损伤； 镀膜玻璃有严重脱膜、变色、斑纹、膜面损伤； 

中空玻璃密封基本完好，有轻微雾气、水珠； 
中空玻璃或夹层玻璃已有一片破碎； 

中空玻璃密封失效，有大量雾气、水珠； 

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轻微脱胶、气泡，有少量中间

层杂质等不透明缺陷。 

夹层玻璃有严重脱胶、气泡，有大量中间层杂质等

不透明缺陷。 

金属及金属 

复合类面板 

面板有轻微的腐蚀或锈蚀，表面处理层基本完好，

外观色泽无明显变化。表面有轻微的鼓凸、凹陷或

损伤。 

面板有明显的腐蚀或锈蚀，表面处理层有明显的脱

落，或大面上可见到麻面状腐（锈）蚀，外观色泽有

显著变化，边角处有比较严重腐蚀或锈蚀。表面有

严重的鼓凸、凹陷或损伤。复合面板折边处有开裂、

局部脱胶。 

石材及非金属 

人造面板 

面板局部有轻微的锈斑、污斑，表面防护处理层基

本完好，局部有轻度失光或褪色。 

面板有明显的风化侵蚀或腐蚀，表面防护处理层已

失效，有明显的锈斑、污斑或失光、粉化、褪色。 

石材面板连接部位有破损或裂纹。 

各类面板 

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脆性面板有破裂现象（裂痕长度≤100 mm）；脆性

面板有缺损（面积≤10 cm2）； 

脆性面板有破损、破裂（裂纹长度＞100 mm）； 

脆性面板有缺损（面积＞10 cm2）；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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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可采用目测、手试和简易测量的方法对开启窗构件的五金配件、密封胶、使用功能等外观缺陷

进行检查，并应按表 5的标准评定 bd级和 cd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d级。 

表5 开启窗构件外观缺陷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d cd 

开启窗 

五金配件或固定五金配件的螺钉有明显锈蚀。 

固定五金配件的螺钉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五金配件、锁点、锁座等有损坏、松脱或缺失； 

隐框开启窗玻璃无托条且硅酮结构胶粘接宽度不足； 

隐框开启窗中空玻璃两道硅酮结构胶不满足至少有一对

边重合的要求，且无防坠安全措施。 

开启窗有启闭不畅、下坠或变形（≤10 mm）。 

开启窗有启闭受阻、明显下坠或变形（＞10 mm）；开起窗

闭合不紧密、有功能性损坏和障碍，且下雨时会连续渗漏；

挂钩式开启扇无防脱落措施、不可靠或有缺失。 

电动开启系统有启闭不顺的现象。 电动开启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有轻微渗水现象，密封胶条无明显的外观缺陷。 密封胶条硬化、龟裂、破损。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5.2.3 可采用目测、手试和简易测量的方法对支承结构构件表面锈蚀、破损等外观缺陷进行检查，并

应按表 6 的标准评定 bd级和 cd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d级。 

表6 支承结构构件外观缺陷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d cd 

支承结构 

/ 
预拉力索、杆有明显松弛现象或预拉力索节点出现滑移或

渗水裂缝、锚具出现裂纹、钢绞线有断丝。 

玻璃肋插槽、夹具等泛锈、未脱皮。 
全玻及点支幕墙玻璃肋板有破碎、破裂或插槽、夹具等脱

皮、泛锈，被污染。 

构件有明显锈蚀或局部损伤。 
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构件有松动、移位

（＞5 mm）、裂纹等现象；构件有被拆卸、更改等现象。 

构件表面存在少量无法去除的污染。 构件表面存在较多无法去除的污染。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5.2.4 可采用目测、手试的方法对连接构造表面锈蚀、破损等外观缺陷进行检查，并应按表 7 的标准

评定 bd级和 cd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d级。当连接构造被封闭时，应按本文件 4.4.2

抽样要求拆除封闭层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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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连接构造外观缺陷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d cd 

连接构造 

防锈层脱落，埋件有明显锈蚀； 埋件有变形、损伤或严重锈蚀； 

支承构件的连接件防锈层脱落，有明显锈蚀；连

接件焊缝表面质量稍差、焊缝尺寸稍有不足、连

接板位置稍有偏差等不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 

支承构件的连接件有损坏、松动、脱落或严重锈蚀；连接

件焊缝有开焊、明显裂纹或严重锈蚀。 

支承构件的紧固件防锈层脱落、有明显锈蚀； 支承构件的紧固件有损坏、脱落或严重锈蚀； 

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衬垫、衬套有明显老

化或缺失； 
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硅酮结构胶有明显干硬、粉化现象； 硅酮结构胶有明显龟裂或与基材分离的现象； 

表面涂层有一定的缺陷或锈蚀。 表面涂层有较严重的缺陷或锈蚀。 

连接外观整体性好、无分层、无松动、无翘起，

存在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轻微外观缺陷。 

连接外观整体性较差、有分层、松动、翘起或其它影响安

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5.2.5 可采用目测、手试的方法对功能性构造表面破损、使用功能的损坏、密封胶的老化等外观缺陷

进行检查，并应按表 8 的标准评定 bd级和 cd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d级。当功能性构

造被封闭时，应按本文件 4.4.2 抽样要求拆除封闭层进行检查。 

表8 功能性构造外观缺陷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d cd 

功能性 

构造 

/ 
幕墙变形缝有松动、脱落、变形或开裂；幕墙墙面转角构

造节点有松动、错位或明显变形； 

/ 

幕墙的排水系统明显堵塞、积水，室内侧有严重渗漏现象；

开放式幕墙的防水层明显损坏或失效；幕墙防火构造有松

动、松脱或被拆除；幕墙防雷装置有松动、开焊或缺失。 

硅酮密封胶有明显干硬、粉化现象；密封胶条有

明显硬化现象。 

硅酮密封胶有明显脱胶、开裂现象；密封胶条有脱落、明

显松动或老化现象；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构件专项检查评级 

5.3.1 专项检查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按本文件 4.4.2的要求进行抽样，检测硅酮结构密封胶粘接性能、

拉杆（索）张拉力、石材蜂窝板表面质量及滚筒剥离强度，并根据检测结果按表 9 的标准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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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构件专项检查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ad bd cd 

连接构造 

硅酮结构密封胶

厚度、宽度、粘接

性能检测结果 

结构胶的粘接厚度、

宽度、粘接性能检测

结果符合设计、规范

要求。 

粘结良好，剥离粘接破坏面积≤

20%；结构胶的粘接厚度、宽度或

拉伸粘接强度检测结果不符合设

计或规范要求，经验算可满足工

程使用要求。 

出现以下两条之一： 

1、粘结不好，剥离粘接破坏面积＞

20%； 

2、结构胶的粘接厚度、宽度或拉伸

粘接强度检测结果不符合设计或规

范要求，经验算不能满足工程使用要

求。 

面板构件 
石材蜂窝板检测

结果 

所检项目及指标均符

合产品标准要求。 

面板表面有吸水现象，有轻微缺

陷或风化侵蚀现象，但不影响面

板安全使用，滚筒剥离强度检测

结果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1、面板有明显的裂纹或风化腐蚀，

异常破损，影响面板安全使用； 

2、滚筒剥离强度检测结果不符合产

品标准要求。 

支承结 

构构件 

拉杆（索）张拉力 

检测结果 
符合设计要求。 不低于设计预拉力的0.9倍。 低于设计预拉力的0.9倍。 

子单元和鉴定单元评级 

5.4.1 在子单元内以所有构件中最低的评定等级作为该子单元的评定等级；当少量构件被评定为 cd级，

且能快速更换或维修达到 ad级时，可整改后评级。 

5.4.2 在鉴定单元内以所有子单元中最低的评定等级作为该鉴定单元的评定等级。 

6 安全性鉴定检测与验算 

一般规定 

6.1.1 既有建筑幕墙进行安全性鉴定时，应按本文件 4.4.2 的要求对构件材料性能和连接构造进行抽

样检测，以确定既有建筑幕墙承载能力验算所需要的结构和构造参数。 

6.1.2 对幕墙主要材料和连接构造进行现场检测前，应首先检查幕墙设计文件和竣工资料中以下内容： 

a) 主要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质量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并确认材料的品种、规

格、特征参数等与设计文件的符合性； 

b) 幕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及其涉及的连接构造，并确认与设计文件以及现行国家、行业标准的符

合性。 

6.1.3 对工程图纸资料不全或现场实际与设计文件不相符的情况，应对建筑幕墙的板块分格、支承结

构布置、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式、主要构造节点与构件几何尺寸等进行检测，绘制工程现状图。 

6.1.4 幕墙主要材料性能参数和连接构造现场检测，可根据设计文件、质量验收文件和现场实际情况

按本文件第 4 章的要求进行抽样，检测方法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执行，检测项目和内容应符合本文件

第 6 章规定。幕墙各项检测进行现场取样时，宜选择受力和影响较小的部位，并对取样后受影响的部位

进行必要的补强处理。 

6.1.5 幕墙承载能力及变形验算，应依据调查及检测的结果，按照实际结构现状及节点构造情况，建

立计算模型，进行校核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结构校核分析所采用的计算模型，可按弹性方法计算正常使用阶段的作用效应，在抗震设防区，

应考虑重力荷载、风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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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构件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几何参数应根据结构的实际状态、规范规定和已经获得的检测数据综

合确定，且应考虑其锈蚀、腐蚀及实际损坏等情况以及加工制作偏差等影响； 

c) 重力荷载作用标准值，应根据构件和连接的实际尺寸，按材料或构件自重标准值计算确定。对

不便实测的某些连接构造尺寸，可按结构详图给出的尺寸采用； 

d) 风荷载作用标准值和地震作用标准值应符合 JGJ 102、JGJ 133 和 JGJ 336 中的规定。 

支承结构检测 

6.2.1 金属型材的检测项目主要包括外观缺陷、变形、外形尺寸和力学性能等，检测内容和方法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型材外观缺陷应检测表面腐蚀、色泽污染、防腐处理层的损坏、基材锈蚀损伤等情况以及表面

是否有裂纹或变形。应重点检查型材与其它金属接触部位是否有双金属腐蚀情况，螺栓连接处、

与主体结构连接处和防雷连接点、钢索节点、锚塞部位等处腐蚀与损伤情况； 

b) 型材变形检测应选择挠度较大且便于测量的部位进行； 

c) 型材外形尺寸主要检测构件截面尺寸，应重点检测型材截面主要受力部位的壁厚和板材的壁

厚； 

d) 型材力学性能主要检测构件硬度或抗拉强度等，可按各材料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现场取样，再

进行实验室检测。 

6.2.2 幕墙预应力张拉杆（索）的检测项目主要包括外观缺陷、张拉力，检测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a) 外观缺陷应检测拉杆（索）是否出现锈蚀或刻痕、是否出现松弛现象、钢绞线是否存在断丝现

象、表面涂层是否老化等； 

b) 张拉力检测可采用索力振动测试法、张拉仪法或液压法等无损检测方法进行。 

6.2.3 玻璃肋的主要检测项目包括品种、截面尺寸、外观缺陷、应力及边缘处理情况等。其中外观缺

陷主要检查是否出现裂纹，表面是否有划伤或损伤，是否有移位、变形及松动；夹层玻璃是否有分层、起

泡、脱胶等现象；玻璃肋的截面尺寸主要检测最小截面厚度和最小截面高度与设计文件或标准的符合性。 

面板检测 

6.3.1 玻璃面板的主要检测项目包括品种、厚度、边长、外观缺陷、变形及边缘处理情况等。钢化玻璃

检测项目还应包括表面应力，中空玻璃检测项目还宜包括构造和露点。检测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玻璃外观缺陷主要检查玻璃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划伤或损伤等现象，是否有松动、错位或变形，

是否有缺棱掉角等情况；中空玻璃是否有起雾、结露、进水或霉变等现象；夹层玻璃是否有分

层、起泡或脱胶现象；镀膜玻璃膜层是否有氧化、脱膜现象； 

b) 玻璃边缘处理情况应检查玻璃的磨边、倒棱、倒角质量，是否有缺棱、掉角等缺陷； 

c) 重点检查有结构粘接要求中空玻璃的构造及连接材料材质和构造的有效性； 

d) 玻璃是否为安全玻璃，玻璃应力检验应采用下列方法： 

1) 用偏振片检测玻璃是否经过钢化； 

2) 用表面应力检测仪测量玻璃表面应力。 

6.3.2 石材面板的主要检测项目包括品种、厚度、尺寸、外观质量、变形、力学性能以及吸水率等。

其中外观质量的检查包括缺棱、缺角、裂纹、色斑、色线、砂眼等缺陷以及是否有风化侵蚀或吸水现象；

力学性能（弯曲强度或剪切强度等）和吸水率可按产品标准的要求在适当部位进行现场取样，再进行实

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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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人造板材面板的主要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厚度、变形、力学性能以及吸水率等。其中外观

质量的检查包括缺棱、缺角、裂纹、气泡、砂眼等缺陷；力学性能（弯曲强度或剪切强度等）和吸水率

可按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现场取样，再进行实验室检测。 

6.3.4 金属板及金属复合板面板主要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涂层厚度、板材厚度、变形、力学性能

以及防腐性能等。其中外观质量的检查包括腐蚀、锈蚀等可见缺陷以及表面是否平整；力学性能（抗拉

强度或抗剪强度等）及防腐性能可按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现场取样，再进行实验室检测。 

连接和构造检测 

6.4.1 硅酮结构密封胶的检测项目应包括质保资料、注胶宽度、厚度、注胶质量、粘结质量、外观以

及力学性能。检测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查时应审核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硅酮结构密封胶的相容性和粘结性检测报告。审核

进场报验材料，胶、铝合金型材、玻璃、双面胶条、底漆等与相容性和粘结性检测报告的符合

性； 

b) 硅酮结构胶注胶尺寸及注胶质量和粘结质量的检查，应将幕墙结构装配组件拆下分解，实测注 

胶宽度和厚度，按以下方法检查注胶质量和粘结质量，并审核与设计文件和国家、行业现行标

准规范的符合性； 

1) 注胶质量检查应切开胶缝体横截面，目视观察注胶饱满度、有无气泡及颜色是否均匀一致； 

2) 粘结质量的检测可采用手拉剥离试验方法，判定基材的粘结力是否合格。 

c) 外观质量主要检查硅酮结构胶与相邻粘接材料处有无开裂、粉化、变色、褪色和化学析出物等

现象，观察注胶是否密实，胶体颜色是否均匀一致； 

d) 当硅酮结构密封胶的邵氏硬度超过规定范围或粘结面质量达不到要求时，应进行硅酮结构密

封胶的拉伸粘结强度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 JGJ/T 324 中的规定，采用现场拉拔法或重新粘结

法。 

6.4.2 接缝密封胶的主要检测项目是外观质量和粘结质量。检测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观质量主要检查接缝密封胶是否有开裂、起泡、粉化、脱胶、变色、褪色和化学析出物等现象； 

b) 粘结质量的检查应按照 GB 16776-2005 附录 D.1.1 确定的手拉试验方法，检查接缝密封胶与

基材是否粘结良好，同时检查胶体有无失去弹性的硬化现象。 

6.4.3 五金件及配件主要检查外观质量、防腐处理、使用功能及配件中非金属零件的老化等情况。检

测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观质量和防腐处理应在自然光条件下进行目测检查，对于锈蚀、变形、缺损等情况，可使用

卡尺、金属直尺、涂层厚度仪等仪器进行测量； 

b) 对开启窗五金配件应采用目测和手试的方法，检测其使用功能及安装的牢固程度。 

6.4.4 支承钢结构连接用高强度螺栓、普通螺栓、铆钉、自攻钉、拉铆钉、射钉、锚栓(机械型和化学

试剂型)、地脚锚栓等紧固标准件及螺母、垫圈等标准配件，应检查其外观有无异常，如锈蚀、脱落、

松动、扩孔、外露长度不足等，还应核验其品种、规格、数量与设计文件的符合性，必要时可采用现场

拉拔法检测锚栓的承载力。 

6.4.5 焊接连接检测项目应包括焊缝外观和尺寸等，并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测，必要时可采用无损探

伤法检测焊缝质量。 

a) 外观应在自然光条件下，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检查； 

b) 尺寸应使用精度为 0.5 mm 的金属直尺进行测量。 

6.4.6 挂件、背栓检测项目应包括外观和挂装强度，并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测： 

a) 对于外观，可在检测部位使用工业内窥镜观察幕墙挂件、背栓的数量、位置、锈蚀及连接情况，

也可拆开装饰物或取下选定的幕墙板块，测量挂件的锈蚀面积和锈蚀厚度； 

b) 对于挂装强度，应先进行现场取样，按照 GB/T 9966.7 确定的方法进行实验室检测。 

6.4.7 幕墙面板装配构造的检查可采用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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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框幕墙的玻璃面板或其它材料面板的嵌入量：局部清除密封胶条或密封胶,采用深度尺测量； 

b) 隐框、半隐框玻璃幕墙面板固定压块（勾块）和金属板幕墙面板固定耳板的规格、数量及固定

状况：清除面板接缝耐候密封胶后，观察和手动检查固定压块或固定耳板有无松动、变形和损

坏现象，测量压块（勾块）或耳板及紧固件规格、间距； 

c) 吊挂式全玻幕墙的玻璃与上端吊挂夹具的装配连接构造：应拆除部分室内装修吊顶，在吊挂夹

具处观测检查； 

d) 下端支承全玻幕墙玻璃与上、下端槽口以及吊挂式全玻幕墙的玻璃与下端槽口的装配连接构

造：应局部清除密封胶，观察检查并测量玻璃与槽口的镶嵌尺寸； 

e) 点支承玻璃幕墙的面板支承连接装配构造：观察和手动检查驳接头、爪件等点支承装置有无松

动、变形和损坏现象； 

f) 石材幕墙面板支承连接的装配构造：拆除局部石材面板，观察和手动检查石材的钢销、铝合金

挂件、背栓、不锈钢挂件等连接件有无松动、变形和损坏现象，测量连接件及紧固件的规格。 

6.4.8 当缺少幕墙设计文件，或工程现场难以测量幕墙构造、构件截面几何尺寸时，可采用适当的方

法对最不利条件下的幕墙单元板块进行抗风压性能检测和分析。 

6.4.9 防火节点检测宜采用目测、手试方法进行；防雷检测应在幕墙框架与防雷装置连接部位，采用

接地电阻仪或兆欧表测量和观察。防火节点、防雷节点的检测宜按照 JGJ/T 139 确定的方法执行。 

复核验算 

6.5.1 玻璃面板及连接验算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规定： 

a) 玻璃面板承载能力和变形的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102 的规定。按框支承、点支承和玻璃肋支

承等不同的面板支承形式，进行单片玻璃截面的最大应力和面板跨中挠度的验算； 

b) 玻璃面板支承锚固连接承载能力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102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螺纹紧固件锚固的框支承玻璃面板，应进行螺纹连接承载能力验算； 

2) 隐框、半隐框支承玻璃面板和玻璃肋支承全玻幕墙的硅酮结构密封胶应进行拉应力及剪

应力验算，并应综合考虑硅酮结构密封胶的使用年限及时效性影响； 

3) 点支承玻璃面板的固定连接应进行点支承装置承载能力验算，必要时应进行点支承装置

承载能力的抽样检测。 

6.5.2 金属面板及连接验算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规定： 

a) 金属面板承载能力和变形的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133 的规定，根据面板边肋和中肋的布置形

式，划分成不同支承类型的面板，进行金属面板及其中肋和边肋最大应力和挠度的验算； 

b) 金属面板支承连接承载能力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133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螺纹紧固件锚固的金属面板，应进行螺纹连接承载能力验算； 

2) 采用挂钩固定的金属面板，应进行挂钩的受剪和承压承载能力验算。 

6.5.3 石材面板及连接验算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规定： 

a) 石材面板承载能力的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133 的规定，按不同的面板支承形式，进行石材面

板最大应力的验算； 

b) 石材面板支承锚固连接承载能力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133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钢销式、短挂件、通长挂件连接形式的石材面板应对连接处石材槽口的剪应力进行验算； 

2) 石材面板连接所采用的钢销、铝合金挂件、不锈钢螺栓等应进行抗剪强度的验算； 

3) 采用背栓式锚固连接的石材面板，应进行背栓连接受拉和受剪承载能力验算，其中单个背

栓连接的受拉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应经试验确定。 

6.5.4 人造板材面板承载能力和变形验算方法及其连接的承载能力验算方法应符合 JGJ 336 的规定。 

6.5.5 支承结构构件及连接验算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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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框支承结构的构件式和单元式幕墙的主要受力杆件立柱、横梁，应根据实际支承条件，采用正

确的计算模型进行构件截面承载力和稳定性验算； 

b) 采用钢或铝合金支承结构体系的杆件及连接、及其与主体结构锚固件之间的连接计算和构造

要求，应分别符合 GB50017、GB 50018 和 GB 50429 的规定； 

c) 支承结构体系与主体混凝土结构采用预埋件或后锚固件连接的承载力计算及构造要求，应分

别符合标准 JGJ102、GB 50010 和 JGJ 145 的规定； 

d) 点支承幕墙的张拉杆（索）支承体系的力学分析应考虑几何非线性的影响，可采用有限元方法，

验算在各种受力状况下的拉杆（索）强度、整体稳定，并验算拉杆（索）的张拉力是否能保证

结构体系必要的结构刚度、整体稳定性、在各种受力状况下的承载能力； 

e) 全玻幕墙和点支承全玻幕墙支承玻璃肋及其连接的承载能力计算和构造要求，应符合 JGJ 102

的规定。 

7 安全性鉴定评级 

构件安全性鉴定 

7.1.1 既有幕墙的安全性鉴定应按外观缺陷、变形和重要性能检测以及复核验算四个方面的检查项目，

分别评定每一受检构件的等级，并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的安全性等级。 

7.1.2 既有幕墙的外观缺陷应根据现场检测结果，按下列规定进行构件评级： 

a) 支承结构构件应进行表面锈蚀、破损、色泽污染等外观缺陷的检测，并应按表 10的标准评定

bu级和 cu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u级； 

表10 支承结构构件外观缺陷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u cu 

支承结构 

构件有明显锈蚀或局部损伤 

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构件有松动、

移位（＞5 mm）、裂纹等现象；构件有被拆卸、更改等

现象。 

构件表面存在少量无法去除的污染。 构件表面存在较多无法去除的污染。 

铝型材或钢型材表面镀膜涂层、防腐涂层脱落面积：

对普通钢结构不大于15%，对薄壁型钢、轻钢结构和铝

型材不大于10%。 

铝型材或钢型材表面镀膜涂层、防腐涂层脱落面积：

对普通钢结构大于15%，对薄壁型钢、轻钢结构和铝

型材大于10%。 

钢构件（含拉索、拉杆）底漆基本完好，但局部有锈

蚀，易锈部位的表面上可见到少量点蚀。 

钢构件（含拉索、拉杆）底漆锈蚀面积正在扩大，易

锈部位可见到麻面状锈蚀。预拉力索、杆有明显松弛

现象或预拉力索节点出现滑移或渗水裂缝、锚具出现

裂纹、钢绞线有断丝。 

在钢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构件截面平均锈蚀深度小于

0.1t。 

在钢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构件截面平均锈蚀深度不小

于0.1t。 

玻璃肋插槽、夹具等泛锈、未脱皮。 
全玻及点支幕墙玻璃肋板有破碎、破裂或插槽、夹具

等脱皮、泛锈，被污染。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注：表中 t 为构件材料截面厚度。 

b) 幕墙面板构件应进行腐蚀等外观缺陷的检查，并应按表 11的标准评定 bu级和 cu级，未发现表

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u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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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面板构件外观缺陷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u cu 

玻璃面板 

玻璃表面有轻微发霉。 玻璃表面有严重发霉。 

隐框幕墙离线低辐射镀膜玻璃与结构胶粘接部位未

作除膜处理。 

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流油或不相容现

象；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两道硅酮结构胶不满足至少有

一对边重合的要求，且无防坠安全措施；隐框幕墙玻

璃无托条且硅酮结构胶粘接宽度不足。 

镀膜玻璃有轻微脱膜、变色、斑纹、膜面损伤。 镀膜玻璃有严重脱膜、变色、斑纹、膜面损伤。 

中空玻璃密封基本完好，有轻微雾气、水珠。 
中空玻璃或夹层玻璃已有一片破碎； 

中空玻璃密封失效，有大量雾气、水珠。 

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轻微脱胶、气泡，有少量中间

层杂质等不透明缺陷。 

夹层玻璃有严重脱胶、气泡，有大量中间层杂质等不

透明缺陷。 

金属及 

金属复合类 

面板 

面板有轻微的腐蚀或锈蚀，表面处理层基本完好，外

观色泽无明显变化。表面有轻微的鼓凸、凹陷或损伤。 

面板有明显的腐蚀或锈蚀，表面处理层有明显的脱

落，或大面上可见到麻面状腐（锈）蚀，外观色泽有

显著变化，边角处有比较严重腐蚀或锈蚀。表面有严

重的鼓凸、凹陷或损伤。复合面板折边处有开裂、局

部脱胶。 

石材及非金属 

人造面板 

面板局部有轻微的锈斑、污斑，表面防护处理层基本

完好，局部有轻度失光或褪色。 

面板有明显的风化侵蚀或腐蚀，表面防护处理层已失

效，有明显的锈斑、污斑或失光、粉化、褪色。 

石材面板连接部位有破损或裂纹。 

各类面板 

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脆性面板有破裂现象（裂痕长度≤100 mm）； 

脆性面板有缺损（面积≤10 cm2）。 

脆性面板有破损、破裂（裂纹长度＞100 mm）； 

脆性面板有缺损（面积＞10 cm2）。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c) 连接构造应进行表面锈蚀、破损等外观缺陷的检查，并应按表 12 的标准评定 bu级和 cu级，未

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u级； 

表12 连接构造外观缺陷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u cu 

连接构造 

防锈层脱落，埋件有明显锈蚀。 埋件有变形、损伤或严重锈蚀。 

支承构件的连接件防锈层脱落，有明显锈蚀；连接件

焊缝表面质量稍差、焊缝尺寸稍有不足、连接板位置

稍有偏差等不影响安全使用的缺陷。 

支承构件的连接件有损坏、松动、脱落或严重锈蚀；

连接件焊缝有开焊、明显裂纹或严重锈蚀。 

支承构件的紧固件防锈层脱落，有明显锈蚀。 支承构件的紧固件有损坏、脱落或严重锈蚀。 

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衬垫、衬套有明显老化或

缺失。 
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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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连接构造外观缺陷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续） 

等级 bu cu 

连接构造 

硅酮结构胶有明显干硬、粉化现象。 硅酮结构胶有明显龟裂或与基材分离的现象。 

表面涂层有一定的缺陷或锈蚀。 表面涂层有较严重的缺陷或锈蚀。 

连接外观整体性好、无分层、无松动、无翘起，存在

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轻微外观缺陷。 

连接外观整体性较差、有分层、松动、翘起或其它影

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d) 功能性构造应进行表面破损、使用功能的损坏、密封胶的老化等外观缺陷的检查，对照设计图

和标准规定检查现场构造措施与设计要求的符合性，并应按表 13 的标准评定 bu级和 cu级，未

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u级。当功能性构造被封闭时，应按本文件 4.4.2 的抽样要

求拆除封闭层进行检查； 

表13 功能性构造外观缺陷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u cu 

功能性 

构造 

/ 
幕墙变形缝有松动、脱落、变形或开裂；幕墙墙面转角构

造节点有松动、错位或明显变形。 

/ 

幕墙的排水系统明显堵塞、积水，室内侧有严重渗漏现象；

开放式幕墙的防水层明显损坏或失效；幕墙防火构造有松

动、松脱或被拆除；幕墙防雷装置有松动、开焊或缺失。 

硅酮密封胶有明显干硬、粉化现象；密封胶条有

明显硬化现象。 

硅酮密封胶有明显脱胶、开裂现象；密封胶条有脱落、明

显松动或老化现象。 

其它构造措施基本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其它构造措施不符合设计或标准要求（应列出不符合的内

容），影响安全使用。 

 

e) 开启窗应进行开启窗五金配件、密封胶、使用功能等外观缺陷的检查，并应按表 14 的标准评

定 bu级和 cu级，未发现表中所列情况的构件评定为 au级。 

表14 开启窗外观缺陷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bu cu 

开启窗 

五金配件或固定五金配件的螺钉有明显锈蚀。 

固定五金配件的螺钉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五金配件、锁点、锁座等有损坏、松脱或缺失； 

隐框开启窗玻璃无托条且硅酮结构胶粘接宽度不足； 

隐框开启窗中空玻璃两道硅酮结构胶不满足至少有一对

边重合的要求，且无防坠安全措施。 

开启窗有启闭不畅、下坠或变形（≤10 mm）。 

开启窗有启闭受阻、明显下坠或变形（＞10 mm）；开起窗

闭合不紧密、有功能性损坏和障碍，且下雨时会连续渗漏；

挂钩式开启扇无防脱落措施、不可靠或有缺失。 

电动开启系统有启闭不顺的现象。 电动开启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其它短期内不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其它影响安全使用的外观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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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变形检测应对面板和支承结构根据现场情况进行重点抽样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按表 15 的标

准评级。 

表15 变形检测项目的构件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au bu cu 

面板和支承结构构件变形检

测结果 

检测值小于现行标准规定限

值 

检测值大于现行标准规定限

值，但不大于该限值的 1.05倍 

检测值大于现行标准规定限

值的 1.05倍 

 

7.1.4 重要性能的检测应根据幕墙类型和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可能影响幕墙正常使用和安全性能的项目，

包括但不限于主要材料、连接构造性能、开启窗、硅酮结构密封胶粘接性能、拉杆（索）张拉力、石材

蜂窝板表面质量及滚筒剥离强度、玻璃表面应力、防火、防雷等项目的现场检测，并根据现场检测结果

按表 16 的标准评级。 

表16 重要性能检测项目构件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au bu cu 

开启窗 

构造检查、启闭

力、开启角度检

测结果 

开启扇外形平正，无下坠

变形，启闭顺畅，密封件及

五金配件完好，开启窗的

密封良好，使用功能正常。 

开启扇有轻微下坠变形，启闭不

够顺畅，密封件及五金配件有局

部缺陷，窗的密封稍差，但尚不

显著影响其使用功能。 

开启扇下坠变形较大，启闭

有障碍，密封件及五金配件

有老化和缺损，窗的密封性

不符合使用要求，已显著影

响使用功能。 

连接 

构造 

硅酮结构密封胶

厚度、宽度、粘接

性能检测结果 

结构胶的粘接厚度、宽度、

粘接性能检测结果符合设

计、规范要求。 

粘结良好，剥离粘接破坏面积≤

20%；结构胶的粘接厚度、宽度或

拉伸粘接强度检测结果不符合

设计或规范要求，经验算可满足

工程使用要求。 

出现以下两条之一： 

1、粘结不好，剥离粘接破坏

面积＞20%； 

2、结构胶的粘接厚度、宽度

或拉伸粘接强度检测结果不

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经验

算不能满足工程使用要求。 

支承结构构件 
拉杆（索）张拉力

检测结果 
符合设计要求。 不低于设计预拉力的0.9倍。 低于设计预拉力的0.9倍。 

面板 

构件 

石材蜂窝板检测

结果 

所检项目及指标均符合产

品标准要求。 

面板表面有吸水现象，有轻微缺

陷或风化侵蚀现象，但不影响面

板安全使用，滚筒剥离强度检测

结果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1、面板有明显的裂纹或风化

腐蚀，异常破损，影响面板安

全使用； 

2、滚筒剥离强度检测结果不

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玻璃表面应力检

测结果 
符合标准要求。 / 不符合标准要求。 

功能性构造 
防火检测结果 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基本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不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防雷检测结果 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基本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不符合设计和标准要求。 

材料性能和连接构造性能等其它

项目检测结果 
符合设计或标准规定。 

略低于设计或标准规定，但不影

响正常使用功能和安全性能。 

不符合设计或标准规定，影

响正常使用功能或安全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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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既有幕墙复核验算应包括承载力和变形验算，并应根据验算结果按表 17 和表 18 的规定，分别

评定每一验算项目的安全性等级，然后取其中最低一级作为该构件复核验算的安全性等级。 

表17 构件承载力验算项目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构件类别 
R/S 

au bu cu 

面板 

金属面板 ≥1.0 ≥0.85，且＜1.0 ＜0.85 

玻璃面板、石材面板、人造

非金属面板 
≥1.0 ≥0.90，且＜1.0 ＜0.90 

支承结构 
钢材、铝型材、索构件 ≥1.0 ≥0.85，且＜1.0 ＜0.85 

玻璃肋、其他脆性材料 ≥1.0 ≥0.90，且＜1.0 ＜0.90 

连接构造 
锚固连接 

≥1.0 ≥0.90，且＜1.0 ＜0.90 
支承装置 

注：表中R和S分别为构件的抗力和作用效应。 

 

表18 构件变形验算项目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au bu cu 

面板和支承结构构件变形验

算结果 

满足国家现行设计规范和设

计要求。 

超过规范或设计要求，但超

出幅度不大于 20%。 

超过规范或设计要求，超出

幅度大于 20%。 

 

7.1.6 当通过复核验算确定既有幕墙承载能力和变形有困难时，也可通过现场抗风压性能试验方法检

验其承载性能和使用性能，并应符合 JGJ/T 324 的规定。 

子单元和鉴定单元安全性鉴定 

7.2.1 当评定既有建筑幕墙子单元安全性鉴定等级时，一般情况下，可取子单元中构件最低评定等级

作为子单元的安全性评定等级。当少量构件被评定为 cu级，且能快速更换或维修，达到 au级时，可整

改后评级。 

7.2.2 既有建筑幕墙鉴定单元的安全性鉴定等级，应根据子单元安全性鉴定评级的结果，按表 19 的标

准评定等级。 

表19 鉴定单元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等级 Asu级 Bsu级 Csu级 Dsu级 

鉴定 

单元 

面板、支承结构、连接构

造三类子单元不含 bu 级

和 cu 级，开启窗和功能

性构造两类子单元不含

cu 级、出现 bu 级的子单

元中构件数量均不多于

25%。 

所有子单元内不含 cu级，

出现 bu 级的子单元部位

或构件数量不符合评定

Asu级的要求。 

面板、支承结构、连接构

造三类子单元中每个子

单元出现 cu 级的构件数

量均少于 5%；或者开启

窗和功能性构造子单元

中每个子单元出现 cu 级

的构件数量均少于 25%。 

面板、支承结构、连接

构造三类子单元中任

一子单元出现 cu 级的

构件数量不少于 5%；或

者开启窗和功能性构

造子单元中任一子单

元出现 cu 级的构件数

量不少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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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当仅要求对某个子单元的安全性进行鉴定时，该子单元与其他相关子单元之间的交叉部位，也

应进行检查，并应在报告中提出处理意见。 

7.2.4 针对局部范围进行的安全性鉴定，可不对子单元和鉴定单元进行安全性鉴定等级评定。 

8 鉴定报告 

既有建筑幕墙鉴定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建筑物和建筑幕墙的概况； 

b) 鉴定目的、范围和内容； 

c) 鉴定依据； 

d) 鉴定方案（包括抽样、检查测试内容）； 

e) 检查、分析、鉴定结果； 

f) 结论与建议； 

g) 附件。 

鉴定报告中，对所有 bd级、bu级和 cd级、cu级构件及检查项目、所处位置及其处理建议，应作出

详细说明。 

经鉴定属于 Bsd级或 Bsu级的鉴定单元，应根据其严重程度和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a) 正常使用，但应加强观察； 

b) 考虑长期使用要求，修补处理后使用； 

c) 其它（自行填写）。 

经鉴定属于 Csd级或 Csu级、Dsu级的鉴定单元，应根据其严重程度和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a) 采取适当的安全技术措施后观察使用（不适用于 Dsu级的鉴定单元）； 

b) 加固或更换构件； 

c) 全面或局部修缮、更新； 

d) 拆除部分或全部； 

e) 其它（自行填写）。 

针对局部范围的鉴定，参照本文件 8.3～本文件 8.4 给出构件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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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既有建筑幕墙初步调查用表 

表A.1～表A.3给出了既有建筑幕墙初步调查使用的相关表格。 

表A.1 既有建筑幕墙基本概况表 

建筑名称  

建筑地址  

产权情况 □单一业主 □非单一业主 

建筑用途 

（可以多选） 

□住宅 □宿舍 □公寓 □办公 □商业 □文化 □娱乐 □体育□产业研发 □金融 

□信息 □教育 □医疗卫生 □科研 □工业□交通 □仓储 □其他 

（委托）管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物业管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物总高度（m）  幕墙总面积（m2）  

主楼幕墙高度（m）  裙房幕墙高度（m）  

竣工时间  交付使用时间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总包单位  监理单位  

幕墙设计单位  幕墙施工单位  

建筑幕墙 

概况 

幕墙类型 面积（m2） 型式、面板材料及构造（按实际情况填，可以多选） 

玻璃幕墙  

型式： 

 

构造： 

□构件式 □单元式 □半单元式 

□点支式 □全玻 □            

□有硅酮结构胶粘接装配 

□有索杆张拉结构 

石材幕墙  

材料： 

 

构造： 

□花岗岩 □大理石 □石灰石 

□砂岩  □            

□短槽式 □通槽式 □背栓式 

□封闭式 □开放式 □            

金属板幕墙  

材料： 

 

构造： 

□铝单板 □蜂窝铝板 □复合铝板 

□搪瓷板 □            

□封闭式 □开放式  □            

人造板材幕墙  

材料： 

 

构造： 

□瓷板 □陶板 □微晶玻璃板 

□石材蜂窝板 □            

□封闭式 □开放式 □            

备注  

编制单位： 编制： 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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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既有建筑幕墙材料登记表 

建筑名称  竣工时间  

分类 材料名称 品牌/品种 厂商全称 备注 

支承构件 

铝合金型材    

钢型材/型钢    

其它    

玻璃 

玻璃（原片）    

玻璃（深加工）    

防火玻璃    

石材 

□花岗石 □大理石 

□石灰石 □砂岩 

□            

   

金属板材 

□铝单板 □蜂窝铝板 

□搪瓷板 □复合铝板 

□            

   

人造板材 

□瓷板 □微晶玻璃板 

□陶板 □石材蜂窝板 

□            

   

密封材料 

硅酮结构密封胶    

硅酮耐候密封胶    

石材干挂密封胶    

密封胶条    

其它    

五金配件 

开启窗五金配件    

门五金配件    

紧固件    

背栓    

锚栓    

其它    

保温防火 

□岩棉□玻璃棉    

防火密封胶    

其它    

其它     

编制单位：      编制：   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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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既有建筑幕墙档案资料一览表 

建筑名称  委托编号  

设计、施工或验收依据的

主要标准 

 

分类 资料名称 复查情况记录 备注 

技 

术 

资 

料 

竣工图 □完整 □不完整 □没有  

计算书 □完整 □不完整 □没有  

使用维护说明书 □有 □没有  

预拉力张拉施工记录 □有 □没有 □无张拉结构  

物理性能（四性）检测报告 □有 □没有  

幕墙主要材料质量证明及复验报告 □完整 □不完整 □没有  

背栓锚固拉拔检测报告 □有 □没有  

后置埋件现场拉拔检测报告 □有 □没有  

现场淋水试验记录 □有 □没有  

幕墙分项工程施工验收记录 □完整 □不完整 □没有  

管 

理 

资 

料 

安全维护管理制度 □有 □没有  

安全检查计划 □有 □没有  

日常报修及处理记录 □完整 □不完整 □没有  

定期安全检查及维修、整改记录 
□完整 □不完整 □没有 

□首次检查 

 

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故检查及处理记录 
□有事故有记录  

□有事故无记录 □无事故 

 

局部改造资料 
□有改造有记录  

□有改造无记录 □无改造 

 

编制单位： 编制： 审核： 年   月   日 

 

  



DB 42/T 1709—2021 

23 

附 录 B  

（规范性） 

鉴定单元和构件的划分 

B.1 划分鉴定单元 

鉴定单元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用环境和使用条件基本相同； 

b) 在空间上具备一定的连续性； 

c) 不宜跨越不同建筑物； 

d) 可兼顾面板支承方式、支承结构、面板材料类型、幕墙分布部位等因素。 

B.2 划分单个构件 

单个鉴定单元内子单元和单个构件的划分可参照表B.2。 

子单元 构件分类 构件组成 单个构件 

面板 / 
玻璃、石材、金属板、人造板

（不含连接的独立面板） 
一个板块为一个构件 

开启窗 / 玻璃、窗框及开启锁固装置 一扇开启窗为一个构件 

支承结构 

框支承 
横梁或次龙骨 一根为一个构件 

立柱或主龙骨 一根为一个构件 

点支承和肋支承 
玻璃肋、钢结构、索-杆结构、

索结构等 

一榀或一个计算单元为一个

构件 

连接构造 

支承装置 
驳接件、玻璃夹具、（石材和人

造板材）挂件、压板、托条 
一个连接件为一个构件 

锚固装置 
指由固定支座、支座连接件及

其连接组成的构造 
一组构造为一个构件 

粘结材料 硅酮结构胶等 一个计算单元为一个构件 

功能性构造 

防水构造 
密封胶、排水系统、防水层、

变形缝等 
一组构造为一个构件 

防火构造 
防火隔断钢板、防火棉、防火

密封胶、紧固件 
一组构造为一个构件 

防雷构造 
幕墙结构自身导通连接、与主

体结构防雷装置连接 
一组构造为一个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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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新建建筑幕墙工程的验收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

题时，应依据现行工程技术规范和设计文件的要求进行施工质量鉴定，不应依据本文件进行可靠性鉴定。

本文件的适用范围未包含工业建筑幕墙，主要考虑到工业建筑范围很广，往往有不同于民用建筑的特殊

要求，如可能存在腐蚀、辐射、高温、高湿、振动、爆炸等特殊条件，本文件难以涵盖；无特殊要求的

工业建筑幕墙，其可靠性鉴定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虽然采光顶和金属屋面与建筑幕墙有差别，但其设计方法和构造做法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在采光

顶和金属屋面没有可靠性鉴定技术规程时，可参照使用本文件进行可靠性鉴定。鉴定时尚应符合JGJ 255

的规定。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3.1.1 建筑幕墙  

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会遇到究竟是窗还是幕墙的问题，根据定义窗式幕墙与带形窗的区别在于：窗

式幕墙是自身构造具有横向连续性的框支承玻璃幕墙；带形窗是自身构造不具有横向连续性的单体窗，

通过拼樘构件连接而成的横向组合窗。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我国的建筑幕墙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随着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省

的建筑幕墙也随着建筑业的发展，而广泛应用。现在部分幕墙已接近或超过了设计使用寿命，长期使用

会产生一定的性能退化，而且玻璃爆裂、面板脱落等情况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为了保证建筑幕墙在使

用期内的安全，有必要对它的现状进行定期使用性鉴定和不定期安全性鉴定。因此为规范鉴定行为，加

强对全省既有建筑幕墙使用和维护的管理，确保建筑幕墙的安全使用和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制定《既有

建筑幕墙可靠性鉴定技术规程》很有必要。 

4.1.2 既有建筑幕墙作为外围护结构，除了考虑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外，还要重点

关注室外构件中玻璃爆裂、面板脱落、构件松动等意外情况产生的安全隐患；另外对既有建筑幕墙进行

全面的安全性鉴定，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费用高、时间长，要求定期鉴定执行的难度较大。因此本文件



DB 42/T 1709—2021 

28 

将既有建筑幕墙的可靠性鉴定结合实际执行的需要分为两类，即使用性鉴定和安全性鉴定。其中使用性

鉴定操作相对简便，仅针对外观缺陷和特定项目进行检测，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因此必须按照规定的时

间周期定期进行，而安全性鉴定可根据使用性鉴定结果和幕墙实际使用情况决定。 

4.1.3 第一次检查时间的起算日，一般按竣工验收日起算，若交付使用日早于竣工验收日或交付使用

后未完成竣工验收，则按交付使用日起算。 

既有幕墙使用性鉴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外观缺陷检查和专项检查，其中外观缺陷检查的周期在使用

期10年内参照JGJ 102的规定执行，使用期10年后每3年宜检查一次，主要考虑两个原因：第一是随着使

用时间的延长，结构安全性能逐步下降，宜缩短检查的间隔周期；第二是与专项检查的频次保持一致，

便于同步进行检查和检测。 

第b)、c)、d）款为专项检查的内容和周期，参照JGJ 102和JGJ 336的规定给出。 

在JGJ 336中，对石材蜂窝板的抽样检查周期进行了明确规定，其它类似复合类面板（由芯层和表

层两种及以上不同性质的材料胶合而成的装饰面板），应参照石材蜂窝板的相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查。 

4.1.4 下列情况通常会对既有建筑幕墙的长期安全使用产生影响，因此应进行安全性鉴定。 

a） 设计无特别说明时，建筑幕墙正常设计使用年限按25年取值（参照GB/T 21086的规定执行），

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后，继续使用可能发生安全事故。 

b) 在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实施前设计、施工或验收的既有幕墙包括但不限于：⑴《玻璃幕墙工程

技术规范》（JGJ 102-96）实施前，即1996年12月以前建成的玻璃幕墙；⑵《金属与石材幕墙

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2001）实施前，即2001年6月以前建成的金属与石材幕墙。 

c) 已投入使用的幕墙工程当缺少关键的设计文件和施工资料时，可能存在安全性不满足要求的

问题，需要通过实体检测和安全性鉴定来评定既有建筑幕墙的安全性等级。 

d) 既有建筑幕墙存在明显缺陷包括：使用过程的脱落现象；较明显的变形、错位、松动现象；主

要构件或连接存在较严重并且较普遍的腐蚀、损伤、变形、老化现象；以及建造完成后发现原

设计或制造安装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缺陷的情况。 

e) 在幕墙遭受超过设计许可的风荷载或地震、火灾等灾害后，可能会导致幕墙结构的损伤，产生

结构变形增大、构件失稳、连接松动、抗风压等级下降或水密性能下降等问题。 

f) 既有幕墙附着在建筑物主体结构上，当幕墙相关联的建筑物主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时，通常会

影响幕墙的安全性。改变幕墙使用条件的情况，既可在主体结构装修改造时，也可在既有幕墙

节能改造或装饰性改造的大修时发生，对幕墙的安全使用影响较大。 

4.1.5 局部范围安全性鉴定应将与损伤范围相关联的构件一起作为被鉴定区域，其鉴定结论不得扩展

用于其他非鉴定范围的幕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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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鉴定程序及其工作内容 

4.2.1 使用性鉴定在制定鉴定方案时，以外观缺陷的检查为主，内容可以适当简化；使用性鉴定不需

要做复核验算工作。 

4.2.2 建筑幕墙的支承体系包含支承结构、支承方式和锚固装置。 

幕墙按照面板材料分类包括玻璃幕墙、金属与石材幕墙、人造板材（如微晶玻璃板、瓷板、陶板、

纤维水泥板、木纤维板、石材蜂窝板等）幕墙；按照面板支承框架显露程度分类包括明框幕墙、隐框幕

墙、半隐框幕墙；按照安装方式分类包括构件式幕墙、单元式幕墙；按照支承方式分类包括点支承幕墙、

框支承幕墙、肋支承幕墙。 

子单元的划分原则上按照建筑幕墙的基本结构进行，一般可划分为面板子单元、支承结构子单元、

连接构造子单元、功能性构造子单元和开启窗子单元等。对于幕墙装饰类部件（如装饰铝板、挤塑板等）、

遮阳类部件（如百叶）、附着于幕墙表面的广告牌等附件，与面板、支承结构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

鉴定时可独立作为一个子单元，也可拆分后分别归属于面板子单元、支承结构子单元和连接构造子单元。 

支承结构进行构件细分时，通常对框支承幕墙将一根主龙骨或次龙骨划分为一个构件，对点支承和

肋支承幕墙按计算单元进行构件的划分，对于跨越1个或多个幕墙面板单元的玻璃肋、单根钢管、铝型

材、钢桁架、索网、索桁架、张拉索杆中的通长单索等未受节点真正打断的连续构件可划分为一个构件。 

4.2.3 根据幕墙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既有建筑幕墙应定期进行安全排查，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规定，

本文件将这部分工作内容进行了技术上的明确和细化，作为使用性鉴定的主要工作内容，考虑到实施的

可行性，工作量不能太大，因此要求相对比较简单。实际工作中可根据现场情况，增加其他检测内容，

以确保安全使用。 

4.2.4 安全性鉴定要求对既有建筑幕墙进行安全性和重要使用功能的全面检查，内容较为复杂，实际

检测时应根据工程情况和现场检测条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提出鉴定方案。对既有建筑

幕墙的安全性鉴定，一般情况下均应进行承载能力和变形的复核验算，特殊情况下无法实现时，可进行

现场抗风压性能检测。在幕墙鉴定过程中重要性能的检测除本文件规定内容外，还可根据现场使用状况

和中间检测结果，补充其他检测项目，以确保安全使用。 

4.3 鉴定评级标准 

4.3.1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级Csu和Dsu级中少量构件和较多构件的量化标准见本文件表19。 

本文件安全性鉴定分级依据，既不以原设计、施工规范为依据，也不以现行设计、施工规范为依据，

而是以是否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及其符合或不符合的程度，作为划分不同等级的依据，理由如下： 

a) 由于既有建筑幕墙绝大多数在鉴定并采取措施后还要继续使用，因而不论从保证其下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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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所需的可靠度或是从标准规范的适用性和合法性来说，均不宜直接采用已废止的原规

范作为鉴定依据。原设计规范只能作为参考性指导文件使用。 

b) 以现行设计、施工标准规范作为既有建筑幕墙鉴定的依据之一，是无可非议的，但若认为它们

是鉴定的唯一依据则欠妥。因为现行设计、施工规范毕竟是以拟建的工程为对象制定的，不可

能系统地考虑既有建筑幕墙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c) 采用以本文件为依据的提法则较为全面，因为其内涵已全面概括了以下内容和要求： 

1） 现行设计、施工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2） 原设计、施工规范中尚行之有效，但由于某种原因已被现行规范删去的有关规定； 

3） 根据既有建筑幕墙的特点和工作条件，必需由本文件作出的专门规定。 

4.3.2 本节对建筑幕墙的使用性和安全性鉴定等级的划分，制定了用文字表述的分级标准，以统一各

类建筑幕墙各层次评级标准的分级原则，从而使本文件编制者与使用者对各个等级的含义有统一的理

解和掌握；同时，在本文件中，还有些不能用具体数量指标界定的分级标准，也需要依靠本节来解释其

等级的含义。 

4.4 检测抽样方案 

4.4.1 检测批的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构造和功能相同，则要求把面板、支承结构、连接构造、开启窗、防火构造、防雷构造等划分

成不同的检测批； 

b) 支承体系（支承方式、支承结构）相同，则要求把框支承、点支承和肋支承以及钢型材和铝型

材等划分成不同的检测批； 

c) 材料类型相同，则要求把玻璃面板、金属面板、石材面板和人造板材面板等划分成不同的检测

批。 

d) 所处环境条件反映了环境侵蚀的影响程度。环境影响因素有多种：如与朝向相关的日照程度、

受雨淋程度、幕墙所接触的室内或室外环境温度差别等。 

e) 检测单元在立面上的分布不应过于集中，应分布在大面、角部、底部和顶部等具有代表性区域。 

4.4.3 现场检测的可实施性主要指： 

a） 在保证各检测对象抽样数量的前提下，宜尽可能减少对室内人员的影响； 

b） 当能反映幕墙现状时，宜优先选择容易到达、人员易于开展检测工作的部位。 

5 使用性鉴定评级 

5.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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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使用性鉴定的目的就是通过外观缺陷排查，预防意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对检查范围和重点

进行了规定。专项检查的内容是幕墙行业规范明确规定需要进行定期检查的项目，因此将其纳入使用性

鉴定的内容之一。与石材蜂窝板类似的其它复合类面板也应进行专项检查。 

5.1.2 对于无预应力拉杆（索）的幕墙工程，在幕墙工程使用期的前10年内，使用性鉴定仅有外观缺

陷的现场检查，10年后使用性鉴定应包括外观缺陷的现场检查和专项检查，二者检查周期一致，因此可

以同时进行。对于施加预应力的拉杆（索）幕墙工程，可以单独进行预拉力的检查和调整。专项检查的

结果应评定相关构件的使用性鉴定等级，并提出维修或整改建议，可以不参与子单元和鉴定单元的综合

评定。 

5.3 构件专项检查评级 

5.3.1 石材蜂窝板的滚筒剥离强度试验方法可按 GB/T 1457 的规定进行，其它类似的复合类面板可

参照石材蜂窝板的评级标准执行。 

6 安全性鉴定检测与验算 

6.1 一般规定 

6.1.2 在建筑幕墙安全性鉴定过程中，检查应包括资料和实物两部分，本条是对资料检查的具体要求。 

幕墙的设计文件（竣工图或施工图、结构计算书、设计变更文件及其他设计文件）和竣工资料不仅

是幕墙工程验收的依据及验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既有建筑幕墙进行鉴定的重要依据。 

既有建筑幕墙已经投入使用，不少部位或节点已被装饰材料遮封隐蔽。而这些部位和节点的施工质

量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幕墙的安全性和使用功能，必须对安装施工过程中的隐蔽验收文件进行认真审

核，为鉴定提供依据。 

由于既有建筑幕墙的设计施工时间的原因，其连接构造和设计文件可能存在与现行国家、行业标准

不一致的情况,因此，对既有建筑幕墙进行安全性鉴定时，应将既有幕墙的连接构造与设计文件以及现

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比较并列出具体的差异，为鉴定提供依据。 

幕墙的主要材料包括支承结构、面板、结构粘结和密封用胶、连接与紧/锚固用金属零部件以及开

启窗五金配件。既有建筑幕墙中，支承结构材料以铝合金型材为最多，其次是钢型材。面板材料以玻璃、

天然石材和铝板等金属板材为主，近年来一些新的人造外墙板材料如瓷板、陶板、微晶玻璃板、高压热

固化木纤维板、纤维水泥板和石材蜂窝板等材料也开始应用于幕墙面板。 

幕墙隐蔽工程涉及的连接构造主要包括预埋件（后补埋件）、构件与主体结构连接构造、构件之间

的连接构造、防雷构造、防火构造、单元式幕墙的封口构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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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当幕墙主要结构材料的设计文件及质量验收文件等资料不齐全或存在与设计不相符的问题时，

除应通过一定数量的现场取样或现场测试进行材料性能参数检测外，还应通过现场测量绘制幕墙工程

现状图，作为长期保存资料，为本次和后续各次鉴定提供依据。 

6.1.4 当现场调查发现某种幕墙构件材料由于与时间有关的环境效应或其它系统性因素影响可能导致

性能退化时，按现行的检测方法标准测定其材料强度或其它性能。随时间发生性能退化的材料主要有硅

酮结构密封胶、天然石材、胶结板材等，不随时间发生明显性能退化的材料有钢、铝、玻璃、钢拉杆（索）

等。 

现行建筑幕墙产品标准和工程技术规范中关于幕墙结构材料及附件的检测要求，主要是针对新建

幕墙的，对既有幕墙不一定都适合。 

幕墙主要结构材料和连接构造的检测方法，可参照各材料的产品标准和现行国家、行业标准JGJ 102、

JGJ 133、JGJ 336、GB/T 21086、GB 50210、JGJ/T 324、JGJ/T 139、GB 50205等执行。 

6.1.5 玻璃幕墙、金属与石材幕墙和人造板材幕墙的复核验算方法应按标准JGJ 102、JGJ 133和JGJ 

336的规定进行；幕墙支承结构的复核计算也可根据结构材料的具体情况，参照国家、行业标准GB 50017、

GB 50429、JGJ 257的规定执行。埋件复核验算方法尚应符合标准JGJ 145和GB 50010的规定。对采光顶

和金属屋面，还需考虑雪荷载、活荷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家标准GB 50009的规定采用，其承载

能力和变形复核验算方法应符合行业标准JGJ 255的规定。 

6.2 支承结构检测 

6.2.1 铝合金型材和钢型材是框架式幕墙的主要受力构件，其表面处理层是否完好，基材是否产生腐

蚀和锈蚀，以及变形和损坏问题等均涉及幕墙的结构安全，是现场检测的重要内容。 

铝合金建筑型材采用的6063系列的合金有几种，由于具体的合金牌号和供应（处理）状态不同，其

力学性能差异较大，需验明实际使用的铝合金型材的材质和力学性能，以确定幕墙主要受力杆件承载力

验算所需的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在国家产品标准GB/T 5237.1中对最常用的铝合金型材6063-T5和6063A-

T5两种材料的韦氏硬度值给出了规定，为了尽量降低取样的破坏性，使用上述两种材料的构件可在硬度

试验和拉伸试验中选做一项，只要能够验明实际使用的材质情况即可，复核验算时可按标准规定的材质

的力学性能参数取值。 

6.2.2 索力振动测试法是通过测量索股的振动频率来计算索拉力的方法,可参照标准JTG/TJ 21-01的

规定执行；液压法测试方法可参照标准JGJ/T 324的规定执行。 

6.2.3 玻璃肋的检验方法和允许偏差可参照标准JGJ/T 139的规定执行。 

6.3 面板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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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玻璃如有明显的划伤和损伤会影响玻璃构件的使用安全，而中空玻璃的起雾、结露和霉变，夹

层玻璃的分层、起泡、脱胶以及镀膜玻璃膜层的氧化、脱膜等现象，说明玻璃的热工和光学性能以及外

观装饰效果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影响玻璃幕墙的正常使用。玻璃磨边、倒棱、倒角质量是影响玻璃自爆

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场检测应确定幕墙玻璃面板采用的品种是钢化、半钢化或普通浮法玻璃。钢化玻璃表面应力的检

测可按JGJ/T 139的方法执行。 

玻璃外观质量的检查，应在良好的自然光或散射光照条件下，距玻璃正面约600mm处，目视观察被

检玻璃表面；划痕宽度应使用放大10倍、精度不低于0.1mm的读数显微镜测量；划痕的长度应使用精度

为1mm的金属直尺测量。玻璃厚度可采用分辨率为0.1mm的玻璃测厚仪检测；尺寸可使用精度为1mm的钢

卷尺测量。 

中空玻璃构造可使用精度不低于0.5mm的玻璃测厚仪，在被检玻璃各边中点进行检测；也可将玻璃

从幕墙上取下后，用精度为0.01mm的外径千分尺或精度为0.02mm的卡尺，在距玻璃边缘15mm内的各边中

点测量；测量结果应取算术平均值。 

中空玻璃露点的检测可按JGJ/T 324的方法执行。 

6.3.2 早期的石材幕墙主要是使用强度比较高的天然花岗石，但近年来石灰石和砂岩等天然石材也用

于建筑外墙，而这些石材的吸水率及强度等性能与花岗石相比差别较大。因此，石材幕墙面板的吸水率、

弯曲强度和剪切强度是至关重要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在适当部位取样，是指应按最不利原则，尽可能

在石材风化侵蚀最严重的部位抽取样品检测其性能，同时要考虑在用的石材幕墙使用安全、拆卸方便。 

剪切强度按JC 830.1检测；弯曲强度按GB/T 9966.2检测；吸水率按GB/T 9966.3检测。石材板厚度

应采用分辨率不低于0.05mm的量具检测。 

6.3.3 人造板材主要包括陶板、瓷板、微晶玻璃、纤维水泥板、石材蜂窝板和高压热固化木纤维板等，

这些板材相应的产品标准为： JG/T 324、JG/T 217、JC/T 872、JG/T 396、JG/T 328、JG/T 260。 

外观、厚度等项目可在现场进行检测，外观应在自然光条件下进行目测检查；对可见的缺棱、掉角、

裂纹、气泡、砂眼等缺陷，应使用精度为0.02mm的卡尺测量其尺寸；厚度应使用精度为0.02mm的卡尺测

量；弯曲强度或剪切强度可根据取样数量和实验室条件选做其中之一，一般优先考虑弯曲强度的复验；

对类似于石材蜂窝板的复合类面板的力学性能主要检测其滚筒剥离强度，试验方法可按 GB/T 1457 的

规定进行。 

6.3.4 金属板及金属复合板的现场检测项目的检测方法可参照JGJ/T 324的规定执行。 

6.4 连接和构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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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硅酮结构密封胶是影响隐框玻璃幕墙安全的重要因素，其与玻璃或铝材之间的粘结性往往是确

定粘结面质量的关键因素，如硅酮结构密封胶与玻璃、铝型材粘结不合格，此时破坏面均发生在粘结界

面处、且粘结界面强度往往远小于母材强度。为了确定既有隐框玻璃幕墙的安全性，应检查硅酮结构密

封胶的相容性和粘结性试验报告、实际胶缝尺寸与设计尺寸是否一致、注胶质量、粘结质量以及物理力

学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通常采用手拉试验方法进行粘结面质量的定性检测，但这种方法需破坏待测对象、检测实施受到玻

璃镶嵌方式的限制、较难实施较大数量的检测。手拉剥离试验方法可参照GB 16776的规定执行。 

6.4.2 接缝密封胶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幕墙的气密性能和水密性能。接缝密封胶失效会导致幕墙漏气、

漏水，甚至会影响隐框玻璃幕墙硅酮结构密封胶的粘结性能和老化性能。接缝密封胶失效，通常表现为

粘结失效或密封胶外观出现变化，如开裂、起泡、粉化、变色、褪色、有析出物等。既有幕墙接缝密封

胶的目视观察主要是检查幕墙面板接缝密封胶本身的老化和性能退化情况，以判断密封胶的耐久性。采

用破坏性的手拉试验检查密封胶与基体的粘接情况是否良好，还可对拉出的密封胶体的弹性进行手拉

测试，检查是否变硬脆化。 

6.4.3 幕墙所用五金件（包括连接件、紧固件、锚固件）和五金配件，主要用于幕墙构件的连接组装

和安装锚固等关键的受力环节，对幕墙的安全可靠性至关重要，其材质除不锈钢和铝合金外，均要求进

行适当的表面防腐蚀处理，以防止不同金属间接触的双金属腐蚀。而五金零部件中所用的非金属零件对

金属零件的绝缘防护和五金配件的功能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影响到幕墙的安全可靠性，需认真检查。 

开启窗五金配件主要是合页（铰链）、滑撑、滑轮等启闭装置，以及执手与传动机构和锁闭器等锁

固装置，其使用功能检查主要是采用观察检查和手动试验的方法，检验其是否安装牢固，反复启闭功能

有无异常，使用有无障碍。 

6.4.7 幕墙面板装配构造方式不同，决定其面板装配质量与安全的因素不同。明框幕墙的面板采用嵌

入方式固定，面板嵌入量是关键点；隐框玻璃幕墙采用压块、勾块方式固定，压块、勾块的规格、间距

与紧固件是关键点；金属板幕墙的面板固定多采用整体式或装配式耳板固定，耳板的规格、间距与紧固

件是关键点。吊挂式全玻幕墙的玻璃吊夹、点支承玻璃幕墙的驳接头及爪件也是面板装配固定的关键点。

对未提及的其它装配构造的检查，应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规定采用合适方法进行。 

6.4.8 幕墙构造、构件截面几何尺寸等情况直接关系到幕墙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一般情况下幕墙

的结构性能可根据结构计算分析及验算进行。但在既有幕墙缺少设计文件图纸且现场又难以或无法测

量构件截面几何尺寸，缺少结构验算的必要参数时，可在现场适合于设置密封箱体处进行抗风压性能检

测；不能采用此法时，可参照GB 50344的规定执行，采用适当的静力加载方法，测试幕墙主要受力构件

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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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防雷检验项目和方法宜参照JGJ/T 139的规定执行；防火检验项目和方法宜参照JGJ/T 139的规

定执行。 

6.5 复核验算 

6.5.1 面板是直接承受风荷载，保证幕墙各项物理性能的基本构件，在进行复核验算时，根据玻璃面

板的实际支承条件不同，其受力和变形也不一样。框支承可按四边简支的板计算，玻璃肋支承可按对边

简支的板计算，点支承根据需要有四点支承、六点支承或三点支承，在JGJ 102中给出了四边支承板、

对边支承板和四点支承板的承载力和挠度计算公式。其它非规则形状的板可采用考虑几何非线性的有

限元法等数值计算方法计算。 

隐框、半隐框支承玻璃面板和玻璃肋支承全玻幕墙的硅酮结构密封胶进行拉应力及剪应力验算时，

其强度设计值的取值应综合考虑硅酮结构密封胶的使用年限及时效性影响，可以根据拉伸粘结强度实

测值进行取值，如按标准规定的方法测得其实测值不小于0.6MPa，则应按规范规定的强度设计值采用；

如果实测值小于0.6MPa，则应根据实测值与0.6MPa的比值对强度设计值进行折减后采用，确保胶的可靠

性。 

点支承玻璃幕墙的点支承装置由驳接头和爪件组成，或指玻璃夹具，用来传递玻璃面板所承受的荷

载或作用。其承载能力验算不仅需要计算作用效应，还需要知道驳接头和爪件的抗拉、抗压和抗弯承载

力，或玻璃夹具的抗拉和抗弯承载力，这些数据需经试验确定。如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中无相关承载能力

的试验数据，或数据不可信，则需要进行点支承装置承载能力的抽样实测，为验算提供依据。试验时，

每组试件抽样数量应不少于5个，试验方法可参照标准JG/T 138。 

6.5.2 金属面板在进行复核验算时，规则幕墙的面板可按四边支承板计算，其中沿板材四周边肋处按

简支考虑，中肋支承处按固支考虑，在标准JGJ 133中，给出了计算所需的各种支承条件下的计算系数

和公式，可以对最大弯曲应力和挠度进行简化计算。对不规则面板宜采用有限元法进行计算。 

6.5.3 石材面板在进行复核验算时，应根据面板的实际支承条件，对面板的承载能力和连接强度进行

验算。规则面板采用钢销支承、短槽支承、背栓支承连接时，应按四点支承板计算；采用对边通槽连

接时，按对边简支板模型计算；采用四边通槽连接时，按四边简支板模型计算。背栓连接的受拉承

载力和受剪承载力验算可参照标准JGJ 336的规定执行，其中单个背栓连接的抗拉承载力应经试验

确定。如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中无相关承载能力的试验数据，或数据不可信，应在幕墙上抽样，进行

背栓连接的抗拉承载力检测，每组试件抽样数量应不少于5个，试验方法可参照标准JC 830.2的规

定执行。 

6.5.4 人造板材面板在进行承载能力和变形复核验算时，根据面板的实际支承条件，宜采用有限元法

对其应力和挠度进行计算分析，并根据规范要求对面板的承载能力、挠度和连接强度进行验算。其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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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面板可根据支承条件采用四点支承板、对边简支板或四边简支板的简化公式进行计算。人造板材面板

中需要验算挠度的面板包括纤维水泥板、石材蜂窝板和木纤维板等。 

6.5.5 幕墙构件与混凝土结构的连接，多数情况是通过预埋件实现，当土建施工中未设预埋件、预埋

件漏放、预埋件偏离设计位置太远、设计变更、旧建筑加装幕墙时，往往使用后锚固螺栓进行连接。在

标准JGJ 102和JGJ 145中，对预埋件和后锚固螺栓的承载力验算及构造，均有相应的要求，应按照有关

规定和要求进行鉴定、验算。 

张拉杆（索）支承体系的拉杆（索）只承受拉力，不承受压力，而风荷载和地震作用又处于两个不

同方向，所以，张拉杆（索）支承体系应在两个正交方向都形成稳定的结构体系。除主要受力方向外，

其正交方向应布置平衡或稳定拉杆（索），或采用双向受力体系，采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内力位移分析更

接近实际情况。由于所用的拉杆（索）的截面较小，内力较大，这类结构的位移较大，在采用计算机软

件进行内力位移分析时，应考虑其几何非线性的影响。 

全玻幕墙的玻璃肋由整块玻璃构成，点支承全玻幕墙的支承玻璃肋由金属件连接，并在金属板上设

置支承点。玻璃肋承受玻璃面板传递的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类似楼盖结构的支承梁，因此，对玻璃肋截

面尺寸和构造都有特定的要求，以保证其必要的刚度和承载能力。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 102中，对全玻幕墙和点支承全玻幕墙支承玻璃肋及其连接的承载能力、挠度、稳定性和构造均有

明确要求，应按照其规定进行验算。 

7 安全性鉴定评级 

7.1 构件安全性鉴定 

7.1.3 幕墙受弯构件的挠度是荷载作用下构件的弹性变形。根据幕墙工程的实际经验，构件挠度实测

值在不超过标准规定限值的1.05倍范围内，尚不显著影响幕墙的正常使用功能。因此，本文件将现行标

准规定限值的1.05倍作为检测项目划分bu、cu级的界限是合适的。 

7.1.5 表17中评级标准参照了GB50292的规定执行，幕墙作为围护结构可按一般构件考虑。由于玻璃、

石材和人造非金属板均为非金属脆性材料，力学性能又有较大的离散型，强度随着含水量的不同而变化，

所以较金属构件提高了0.05分位值。连接构造考虑到其重要性，也较金属构件提高了0.05分位值。 

8 鉴定报告 

8.1 本条说明建筑幕墙安全性鉴定报告应包括的七项内容。本文件未对鉴定报告的格式做具体规定，

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设计，但应包括本条规定的这七项内容，以保证鉴定报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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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的内容主要指与检测报告对应的示意图、表格、照片以及其它必要的证明资料。 

8.3 对幕墙鉴定中属于bd级或bu级的构件，不加处理继续使用时，应保证有条件观察，否则应进行适当

的修补处理或缩短使用性鉴定的间隔时间。当既有建筑幕墙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时，对鉴定中属于

bd级或bu级的构件，应进行修补处理后使用。 

8.4 对幕墙鉴定过程中所查出的比较严重、必需立即采取处理措施的问题，应在鉴定报告中明确说明，

提醒委托方注意，以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 

根据子单元的各自实际情况，可以分别提出不同的处理建议。 

对某些影响幕墙使用功能的问题，可以考虑经济因素而接受现状，只要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消除安

全隐患后，可继续使用，但应加强观察。 

 

附录B(规范性) 

B.1 划分鉴定单元 

为实现建筑意图，常常可以见到在某一幕墙区域内建筑师选用了多种幕墙面板材料、多种面板支承

体系等（具体分类详见表B.1）。为保证鉴定单元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应允许一个鉴定单元内含有不同

的面板材料、不同的面板支承结构、不同的支承方式或不同的锚固装置等。当单一幕墙形式连续性较好，

宜单独作为一个鉴定单元，从而保证鉴定结论具有更为明确的针对性。 

 

表 B.1 幕墙面板支承体系和材料类型分类 

面板支承体系分类 
面板材料类型 

锚固装置 支承结构 支承方式 

Ⅰ预埋件锚固 A 索桁架 a 框支承（明框、隐框、半隐框） 1 玻璃面板 

Ⅱ后置埋件锚固 B 钢桁架 b 点支承 2 石材面板 

 C 索网（平面或曲面） c肋支承（如玻璃肋） 3 金属面板 

 

D 玻璃肋 

 4 人造板材面板 E 单根长构件（钢管、铝型

材、拉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