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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言

根据水利部 2004 年水利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按照《水利

技术标准编写规定)) (SL 1-2002) 的要求，对《水利水电基本

建设工程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标准(→) (试行))) (SDJ 

249. 1→88) 进行修订，按专业类别重新划分，编制成"土石方

工程"、"温凝土工程"、"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 3 项标准。修订

后的标准名称为《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

准一一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

本标准共 9 章 20 节 120 条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一一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一一单元工程划分的原则以及划分的组织和程序;

一一单元工程质量验收评定的组织、条件、方法;

一一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的施工质量检验项目、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及检验数量。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z

一一将原标准的"说明"修改为"总则"，并增加和修改了

部分内容;

一一增加了术语 F

一-增加了基本规定，明确了验收评定的程序，强化了在验

收评定中对施工过程检验资料、施工记录的要求;

一-较原标准增加了划分工序的单元工程;

→一-改变了原际准中质量检验项目分类。将原标准中的"保

证项目"、"基本项目"、"主要项目"、"一般项目"等统

一规定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

-一增加了覆盖层地基灌浆、劈裂灌浆、钢衬接触灌浆、高

压喷射灌浆防渗墙、水泥土搅拌防渗墙、管(槽)网排

水、预应力锚索加固和强开法地基加国等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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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收评定标准;

一一增加了条文说明。

本标准为全文推荐。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为:

一-SDJ 249. 1-88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建设与管理司

本标准主编单位 z 水利部水利建设与管理总站

本标准参编单位 z 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严明 张忠生李振连贺永利

肖 f 强姚立新薛喜文囊全义

张东升傅长锋张宏先赵永涛

栗保山 罢宝松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 z 曹征齐 李允中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陈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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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加强水利水电单元工程施工j质量管理，统一地基处理

与基础工程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规范单元工程质

量验收评定工作，制定本标准。

1. '.2 本标准适用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地基处理与基础工
程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可参照

执行。

1.0.3 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随工质量不符合本标准合格要求的

单元工程，不应通过验收。

1.0.4 本标准的引用标准主要有以下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 (SL 176) 

1. o. 5 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除应

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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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单元工程 separated item project 

依据建筑物设计结构、施工部署和质量考核要求，将分部工

程划分为若干个层、块、区、段，每一层、块、区、段为一个单

元工程，通常是由若干工序完成的综合体，是施工质量考核的基

本单位。

2. O. 2 工序 working procedure 

按施工的先后顺序将单元工程划分成的若干个具体施工过程

或施工步骤。对单元工程质量影响较大的工序称为主要工序。

2.0.3 主控项目 dominant item 

对单元工程的功能起决定作用或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有

重大影响的检验项目。

2.0.4 一般项目 general item 

除主控项目外的检验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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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要求

3. 1. 1 单元工程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分部工程开工前应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组织设计、施

工等单位，根据本标准要求，共同划分单元工程。

2 建设单位应根据工程性质和部位确定重要隐蔽单元工程

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

3 单元工程划分结果应书面报送质量监督机构备案。

3. 1. 2 根据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需要，单元工程以及单元工程

中的孔(桩、槽) .分为划分工序和不划分工序两种，其施工质

量评定应按照本标准相关章节规定执行。

3. 1. 3 检验项目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3. 1. 4 工序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各类项目的检验，应采用随机

布点和监理工程师现场指定区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验方法及

数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3. 1. 5 工序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及其备查资料的制

备应由工程施工单位负责，其规格宜采用 A4 (21ümm X 

297mm) 国际纸张标准。验收评定表一式 4 份，备查资料一式 2

份，其中验收评定表及其备查资料各 1 份应由监理单位保存，其

余应由施工单位保存。

3.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3.2.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工序中所有施工项目(或施工内容)已完成，现场具备

验收条件。

2 工序中所包含的施工质量检验项目经施工单位自检全部

合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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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按下列工作程序进行 z

1 施工单位应首先对已经完成的工序施工质量进行自检，

并做好检验记录。

2 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应填写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附录 A) ，质量责任人履行相应签认手续后，向监理单位申请复核。

3 监理单位收到申请后，应在他内进行复核。复核应包括

下列内容 z

1)核查施工单位报验资料是否真实、齐全。

2) 结合平行检测和跟踪检测结果等，复核工序施工质量

检验项目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3) 在施工单位提交的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中填写复

核记录，并签署工序施工质量核定意见，评定工序施

工质量等级，相关责任人履行相应签认手续。

3.2.3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包括下列资料 z

1 施工单位报验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z

1) 各班、组的初检记录、施工队复检记录、施工单位专

职质捡员终验记录。

2) 工序中各施工质量检验项目的检验资料。

3) 施工中的见证取样检验及记录结果资料。

的施工单位自检完成后，填写的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

定表。

Z 监理单位应形成下列资料 z

1)监理单位对工序中施工质量检验项目的平行检验资料。

2) 监理工程师签署质量复核意见的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3.2.4 工序施工质量评定分为合格和优良两个等级，其标准应

符合下列规定 z

4 

1 合格等级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主控项目，检验结果应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 一般项目，应逐项有 70%及以上的检验点合格，不合

格点不应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应超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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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

3) 各项报验资料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2 优良等级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验结果应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 一般项目，应逐项有 90%及以上的检验点合格，不合

格点不应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应超出有关

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

3) 各项报验资料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3.3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3.3.1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具备下列条件 z

1 单元工程所含工序(或所有施工项目)已完成，施工现

场具备验收的条件。

2 已完工序施工质量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有关质量缺陷

巳处理完毕或有监理单位批准的处理意见。

3.3.2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按下列工作程序进行:

1 施工单位的专职质检部门应首先对已经完成的单元工程

施工质量按本标准进行自检，并做好检验记录。

2 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填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表(附录剖，质量责任人履行相应签认手续后，向监理单位申

请复核。

3 监理单位收到申报后，应在 8h 内进行复核。复核应包括

下列内容:

1) 核查施工单位报验资料是否真实、齐全。

2) 对照施工图纸及施工技术要求，结合平行检测和跟踪

检测结果等，复核单元工程质量是否达到本标准要求。

3) 检查已完单元工程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在施工单位

提交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中填写复核记录，

并签署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评定意见，核定单元工程施

工质量等级，相关责任人履行相应签认手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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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验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4 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评定应由建设单位(或委托监理单位)主持，应由建设、设计、

监理、施工等单位的代表组成联合小组，共同验收评定，并应在

验收前通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3.3.3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包括下列资料:

1 施工单位申请验收评定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 单元工程中所含工序(或检验项目)验收评定的检验

资料。

2) 各项实体检验项目的检验记录资料。

3) 施工中的见证取样检验及记录结果资料。

4) 施工单位自检完成后，填写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评定表。

2 监理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1) 监理单位对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的平行检测资料。

2) 监理工程师签署质量复核意见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评定表。

3.3.4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评定分为合格、优良两个等级，其标

准详见有关章节。

3.3.5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未达到合格标准时，应及时

进行处理，处理后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验收评定:

1 全部返工重做的，重新进行验收评定。

2 经加固补强并经设计和监理单位鉴定能达到设计要求时，

其质量评定为合格。

3 处理后的单元工程部分质量指标仍未达到设计要求时，

经原设计单位复核，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确认能满足安全和使用

功能要求，可不再进行处理;或经加固补强后，改变了建筑物外

形尺寸或造成工程永久缺陷的，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及监理单

位确认能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其质量可评定为合格，并按规定进

行质量缺陷备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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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灌浆工程

4. 1 一般规定

4. 1. 1 灌浆工程的各类钻孔应分类统一编号。

4. 1. 2 灌浆工程宜使用测记灌浆压力、注入率等施工参数的自

动记录仪。

4. 1. 3 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单孔施工质量验

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工序施工

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4.2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

4.2.1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宜按一个坝段(块)或相邻的 10~20

个孔划分为→个单元工程;对于 3 排以上帷幕，宜沿轴线相邻不

超过 30 个孔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4.2.2 岩石帷幕灌浆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包括冲洗和压

水试验)、灌浆(包括封孔) 2 个工序，其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2.3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2.3 0

表 4.2.3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深
不小于设计 测绳或钢尺测钻

孔深 抨、钻具 逐孔|

主控 2 孔底偏差 符合设计要求 测斜仪量测

项目 3 孔序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逐段
钻孔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查看 抽查
清晰

一般 l 孔位偏差 <(lOOmm 钢尺量测

项目
逐孔

2 终孔孔径 二õ>46mm 测量钻头直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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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3 冲洗
沉积厚度小

测绳量测孔深
一般 于 200mm

钻孔
项目

逐段

4 
裂隙冲洗和压

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和检查记录
水试验

1 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或记录仪

检测

2 浆液及变换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记录仪等

逐段
主控 检测

项目 体积法或记录仪
3 结束标准 符合设计要求

检测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清晰
查看 抽查

灌浆 1 
灌浆段位置及

符合设计要求
测绳或钢尺测钻

抽检
段长 杆、钻具

灌浆管口距灌
钻杆、钻具、灌浆

2 
浆段底距离(仅

~O.5m 管量测或钢尺、测绳 逐段

一般
用于循环式灌

量测

项目
浆)

3 特殊情况处理
处理后不影响 现场查看、记录

逐项
质量 检查

4 抬动观测值 符合设计要求 千分表等量测 逐段

5 封孔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或探测 逐孔

注 z 本质量标准适用于自上而下循环式灌浆和孔口封闭灌浆法，其他灌浆方法

可参照执行。

4.2.4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灌浆工序达到优

良，该孔评定优良。

4.2.5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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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列规定 z

1 在单元工程帷幕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合格。

2 在单元工程帷幕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优良。

4.3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

4.3.1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宜按混凝土浇筑块(段)划分，或按

施工分区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4.3.2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包括冲

洗)、灌浆(包括封孔) 2 个工序，其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3.3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 3. 3 。

表 4.3.3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深 不小于设计孔深
测绳或钢尺测钻

主控
杆、钻具 逐孔

项目
2 孔序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查看 抽查
清晰

钻孔 1 终孔孔径 符合设计要求
卡尺或钢尺测量

钻头

一般
2 孔位偏差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钢尺量测

项目 3 钻孔冲洗
沉秧厚度小 逐孔

于 200mm
测绳量测

4 
裂隙冲洗 回水变清或符

目测或计时
和压水试验 合设计要求

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记录仪或压力表

检测

2 浆液及变换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蒋或重量配

主控
比等检测 逐孔

灌浆
项目 结束标准

体积法或记录仪
3 符合设计要求

检测

4 抬动观测值 符合设计要求 千分表等量测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查看 抽查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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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特殊情况 处理后符合设 现场查看、记录

逐项
灌浆

一般
处理 计要求 检查分析

项目
2 封孔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逐孔

注:本质量标准适用于全孔一次灌浆，分段灌浆可按表 4.2.3 执行。

4.3.4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灌浆工序达到优

良，该孔评定优良。

4.3.5 岩石地基固结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固结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合格。

2 在单元工程固结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优良。

4.4 覆盖层地基灌浆

4.4.1 本节适用于采用循环钻灌法和预埋花管法在砂、砾(卵)

石等覆盖层地基中的灌浆工程。

4.4.2 覆盖层地基灌浆宜按一个坝段(块)或相邻的 20~30 个

灌浆孔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4.4.3 循环钻灌法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包括冲洗)、灌浆

〈包括灌浆准备、封孔) 2 个工序，其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4.4 预埋花管法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包括清孔)、花管

下设(包括花管加工、花管下设及填料)、灌浆(包括注入填料、

冲洗钻孔、封孔) 3 个工序，其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4.5 循环钻灌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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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循环钻灌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序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2 孔底偏差 符合设计要求 测斜仪量测

主控
逐孔

项目 3 孔深 不小于设计孔深
测绳或钢尺测钻

杆、钻具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钻孔

1 孔位偏差 <(100mm 钢尺量测

逐孔

2 终孔孔径 符合设计要求 测量钻头直径
一般

项目 护壁泥浆密 比重秤、漏斗、 逐段

3 度、教度、含 符合设计要求 含砂量测量仪、失 或定

砂量、失水量 水量仪量测 时

1 灌浆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记录仪

检测

主控 逐段

项目 2 
灌浆结束

符合设计要求
体积法或记录仪

标准 检测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灌浆段位置

符合设计要求
测绳或钻杆、钻

及段长 具量测

灌浆

2 
灌浆管口距

符合设计要求 钻杆、钻具量测 逐段
灌浆段底距离

一般
灌浆浆液及 比重秤或记录仪

项目 3 符合设计要求
变换 检测

4 
灌浆特殊情 处理后符合设计 现场查看、记录

逐项
况处理 要求 检查

5 灌浆封孔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或探测 逐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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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预埋花管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4.6 0

4.4.7 覆盖层地基灌浆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z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灌浆工序达到优

良，该孔评定优良。

4.4.8 覆盖层地基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z

1 在单元工程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灌浆

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合格。

2 在单元工程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灌浆

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优良。

表 4.4.6 预埋花管法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序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主控 2 孔深 不小于设计孔深
测绳或钢尺测钻

逐孔

项目
杆、钻具

3 孔底偏差 符合设计要求 测斜仪量测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孔位偏差
不大于孔排距的

钢尺量测
钻孔 3%-5% 逐孔

2 终孔孔径 二~110mm 测量钻头直径

一般 护壁泥浆
逐段

项目 3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检测 或定
密度

时

孔内泥浆秸度 20
量测孔内泥浆戮

4 洗孔 -2缸，沉积厚度小 逐孔

于 200mm
度和孔深

主控 1 花管下设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现场

逐孔

项目
查看

花管 2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下设
一般 1 花管加工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现场

项目
查看 逐孔

2 周边填料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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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压力表、比重

1 开环 符合设计要求 秤、计时表或记录

仪检测

主控 2 灌浆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记录仪、压力表 逐段

项目 检测

3 
灌浆结束

符合设计要求
体积法或记录仪

标准 检测

灌浆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灌浆塞位置

符合设计要求
量测钻杆、钻具

及灌浆段长 和灌浆塞
逐段

2 
灌浆浆液及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或记录仪

一般 变换 检测
项目

3 
灌浆特殊情 处理后符合设计 现场查看、记录

逐项
况处理 要求 检查

4 灌浆封孔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或探测 逐孔

4.5 隧洞国填灌浆

4.5.1 隧洞回填灌浆单元工程以施工形成的区段划分，宜按

50m 一个区段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4.5.2 隧洞回填灌浆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灌浆区(段)封堵与

钻孔(或对预埋管进行扫孔)、灌浆(包括封孔) z 个工序，其

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5.3 隧洞回填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5.3 。

4.5.4 隧洞回填灌浆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灌浆工序达到优

良，该孔评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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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隧洞回填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灌区封堵 密实不漏浆 通气检查、观测 分区

主控
2 

钻孔或扫孔 进入基岩不小
观察岩屑封堵 项目 深度 于 100mm 逐孔

与钻

孔
3 孔序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一般 1 孔径 符合设计要求 量测钻头直径

项目
逐孔

2 孔位偏差 ';;;100mm 钢尺

1 灌浆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压力记

逐孔
录仪记录

主控 2 浆液水灰比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检测 抽查

项目 现场查看、查看
3 结束标准 符合规范要求

记录仪记录
逐孔

灌浆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特殊情况

处理后不影响质量
现场查看、记录

逐项
一般 处理 检查

项目 2 变形观测 符合设计要求 千分表等量测
逐孔

3 封孔 符合设计要求 目测或探测

注 z 本质量标准适用于钻孔回填灌浆施工法，预埋管路灌浆施工法可参照执行。

4.5.5 隧洞回填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回填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灌

区封堵密实不漏浆的前提下，灌浆孔 100% 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合格。

2 在单元工程回填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灌

区封堵密实不漏浆的前提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优良。

4.6 钢衬接触灌浆

4.6.1 钢衬接触灌浆宜按 50m 一段钢管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4.6.2 钢衬接触灌浆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扫)孔(包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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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灌浆 2 个工序，其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6.3 钢衬接触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6.3 0

表 4.6.3 钢材接触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深 穿过钢衬进入脱空区
用卡尺测量脱空

逐孔主控
间隙

项目
2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钻孔
1 孔径 二~12mm 卡尺量测钻头

一般
使用清洁压缩空气

项目 2 清洗
检查缝隙串通情况， 压力表检测风 逐孔 l

吹除空隙内的污物和 压、现场查看

积水

1 灌浆顺序 自低处孔开始 现场查看

2 钢衬变形 符合设计要求 千分表等量测
主控 逐孔

项目 3 
灌注和排出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或记录仪

的浆液浓度 检测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灌浆 1 灌浆压力
<O.lMPa. 或符 压力表或记录仪

合设计要求 检测

一般
在设汁灌浆压力下

体积法或记录仪
2 结束标准 停止吸浆，并延续灌 逐孔

项目
注 5min

检测

3 封孔
丝堵加焊或焊补

现场查看
法，焊后磨平

4.6.4 钢衬接触灌浆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灌浆工序达到优

良，该孔评定优良。

4.6.5 钢衬接触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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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单元工程接触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合格。

2 在单元工程接触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前提

下，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单元工程评为优良。

4.7 劈裂灌浆

4.7.1 劈裂灌浆主要用于土坝与土堤的灌浆。

4.7.2 劈裂灌浆宜按沿坝(堤)轴线相邻的 10~20 个灌浆孔划

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4.7.3 劈裂灌浆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灌浆(包括多次复

灌、封孔) 2 个工序，其中灌浆为主要工序。

4.7.4 劈裂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4.7.4 。

4.7.5 劈裂灌浆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灌浆工序达到优

良，该孔评定优良。

4.7.6 劈裂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劈裂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

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合格。

2 在单元工程劈裂灌浆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

灌浆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为优良。

表 4.7.4 劈裂灌浆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序
按先后排序和孔序

现场查看
施工

主控
钢尺量测钻杆或

逐孔

项目 2 孔深 符合设计要求
钻孔 测绳量测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一般 1 孔位偏差 三三lOOmm 钢尺量测
逐孔

项目 2 孔底偏差 不大于孔深的 2.% 测斜仪量测

16 

www.weboos.com



表 4.7.4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灌浆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或记录仪

检测
逐孔

2 浆液浓度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或记录仪

检测

主控
体积法或记录仪

项目 3 灌浆量 符合设计要求
检测 每孔

灌浆间隔 每次
4 二主5d 现场查看时间

时间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灌浆 压力表、钢尺或
逐孔|1 结束标准 符合设计要求

记录仪检测

横向水平位 允许量均小于

2 移与裂缝开展 30mm，且停灌后能 钢尺量测 每天

一般
宽度 基本复原

项目
泥墙厚度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或体积
3 

计算 抽查

4 泥墙干密度 1. 4-1. 6g/ cm3 取样检验

5 封孔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比

重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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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渗墙工程

5.1 混凝土防渗墙

5. 1. 1 本节适用于松散透水地基或土石坝坝体内以泥浆护壁连

续造孔成槽和浇筑混凝土形成的混凝土地下连续墙，其他成槽方

法形成的温凝土防渗墙可参照执行。

5. 1. 2 混凝土防渗墙宜以每一个槽孔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5. 1. 3 混凝土防渗墙施工工序宜分为造孔、清孔(包括接头处

理)、混凝土浇筑(包括钢筋笼、预埋件、观测仪器安装埋设) 3 

个工序，其中1昆凝土浇筑为主要工序。

5. 1. 4 温凝土防渗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工序施

工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5. 1. 5 混凝土防渗墙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5. 1. 50 

5. 1. 6 混凝土防渗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如果进行了墙体钻孔取芯和其他无损检测等方式检查，

则在其检查结果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全部合格，该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表 5. 1. 5 混凝土防渗墙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槽孔孔深 不小于设计孔深 钢尺或测绳量测 逐槽|
主控

2 孔斜率 符合设计要求
重锤法或测井法

逐孔
项目 量测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造孔

槽孔中心
1 三三30mm 钢尺量测 逐孔

一般 偏差

项目
槽孔宽度

符合设计要求(包 测井仪或量测
逐槽2 

括接头搭接厚度〉 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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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l 接头刷洗
符合设计要求，孔

查看、测绳量测

主控
底淤积不再增加

项目 2 孔底淤积 ';;;100mm 测绳量测
逐槽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稀土 ';;;1. 30g/cm3 

1 
孔内泥

比重秤量测
浆密度 膨润土

根据地层情况或现

清孔
场试验确定

雷击主 ';;;30 , 
500mL/700mL 

一般 孔内泥 漏斗量测
2 逐槽

项目 浆事由度 根据地层情况或现
膨润土

场试验确定
马氏漏斗量澳j

孔内泥 宿土 运10%

3 浆含
含砂量测量仪

膨润土
根据地层情况或现

量测
砂量 场试验确定

导管埋深
二~ 1m，不宜大

于 6m
测绳量测

主控
混凝土上升 逐槽

项目 2 二"2m/h 测绳量测
速度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钢筋笼、预

1 埋件、仪器安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 逐项
混凝 装埋设
土浇

筑 2 导管布置
符合规范或设计

钢尺或测绳量测
要求

一般
混凝土面

项目 3 
高差

';;;0.5m 测绳量测 逐槽

4 
混凝土最终 不小于设计高

测绳量测
高度 程 0.5m

5 
混凝土配

合比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验 逐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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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5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6 
混凝土扩

散度
34-40cm 现场试验

7 
混凝土绑 18 - 22cm，或符

现场试验 逐槽

混凝
落度 合设计要求

或逐
→般 混凝土抗压

土浇
项目 强度、抗渗等 符合抗压、抗渗、

批

筑 8 室内试验
级、弹性模 弹模等设计指标

量等

9 
特殊情况 处理后符合设计 现场查看、记录

逐项
处理 要求 检查

2 如果进行了墙体钻孔取芯和其他无损检测等方式检查，

则在其检查结果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全部合格，其中 2 个及以上工序达到优良，并且混凝土浇筑工序

达到优良，该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5.2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

5.2.1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宜以相邻的 30~50 个高喷孔或连续

600~1000旷的防渗墙体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5.2.2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

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5.2.3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工程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5.2.3 。

5.2.4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7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该孔评定合格。

2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9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该孔评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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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高喷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在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高喷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表 5.2.3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工程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位偏差 ~50mm 钢尺量测

2 钻孔深度 大于设计墙体深度
测绳或钻杆、钻具

量测

喷射管下入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或测绳量测
3 

喷管深度

主控 4 喷射方向 符合设计要求 罗盘量测 逐孔

项目 5 提升速度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秒表量测

6 浆液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量测

7 浆液流量 符合设计要求 体积法

8 进浆密度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量测

9 摆动角度 符合设计要求 角度尺或罗盘量测

10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孔序 按设计要求 现场查看

2 孔斜率
~1%，或符合设 测斜仪、吊线等

计要求 量测

3 摆动速度 符合设计要求 秒表量测

一般 4 气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量测

项目 气流量 符合设计要求 流量计量测
逐孔

5 

6 水压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量测

7 水流量 符合设计要求 流量表量测

8 回浆密度 符合规范要求 比重秤量测

9 特殊情况处理 符合设计要求 根据实际情况定

注 1 :本质量标准适用于摆喷施工法，其他施工法可调整检验项目。

注 2: 使用低压浆液时，"浆液压力"为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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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

5.3.1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宜按沿轴线每 20m 划分为一个单元

工程。

5.3.2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单

桩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5.3.3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工程单桩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5.3.3 。

表 5.3.3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工程单桩施工质量标准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位偏差 ~20mm 钢尺量测

2 孔深 符合设计要求 量测钻杆

主控 3 孔斜率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或测绳量测 逐桩

项目 4 输浆量 符合设计要求 体积法

5 桩径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搅拌头

6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水灰比 符合设计要求
比重秤量测或体

积法

2 搅拌速度 符合设计要求 秒表量测

3 提升速度 符合设计要求 衫、麦、钢尺等
一般

逐桩
项目 4 

重复搅拌次数
符合设计要求 查看

和深度

桩顶标高
超出设计桩顶 0.3

钢尺量测5 
~O. 5m 

6 特殊情况处理 不影响质量 现场查看

注 1 :本质量标准适用于单头搅拌机施工法，多头搅拌机施工法可参照执行。

注 2: 本表适用于湿法施工工艺，干法施工工艺的检验项目可适当调整。

5.3.4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单桩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7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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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该桩评定合格。

2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9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该桩评定优良。

5.3.5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水泥搅拌

桩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在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水泥搅拌

桩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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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基排水工程

6.1 排水孔排水

6.1.1 排水孔排水主要用于坝肩、坝基、隧洞及需要降低渗透

水压力工程部位的岩体排水。

6.1.2 单元工程宜按排水工程的施工区(段)划分，每一区

(段)或 20 个孔左右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6.1.3 排水孔单孔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包括清洗)、孔内及孔

口装置安装(需设置孔内、孔口保护和需孔口测试时)、孔口测

试〈需孔口测试时) 3 个工序，其中钻孔为主要工序。

6. 1. 4 排水孔排水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单孔施工

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工

序施工质量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6.1.5 地基排水孔单孔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6. 1. 5 。

6.1.6 排水孔单孔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孔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 2 个及以上工序

达到优良，并且钻孔工序施工质量达到优良，该孔评定优良。

表 6.1.5 地基排水孔单孔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径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

主控 2 孔深 符合设计要求
测绳量测或量测

逐孔

项目
钻杆

3 孔位偏差 ';;;lOOmm 钢尺量测

钻孔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钻孔孔斜 符合设计要求 测斜仪量测

一般
2 钻孔清洗

回水清净，孔底沉 测绳量测，查看
逐孔

项目 淀小于 200mm 施工记录

3 地质编录 符合设计要求 查看资料、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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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 5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内保护结

符合设计要求
构材质、规格

2 
孔内保护

符合设计要求
结构

查对设计图纸，

孔内
主控 对照地质编录图， 逐孔

及孔
项目 3 

孔内保护结
符合设计要求 查看施工记录

口装 构安放位置

置安 孔口保护

装
4 符合设计要求
结构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一般
l 

测渗系统设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测

指定

项目 备安装位置 孔

排水孔渗
具有渗压、渗流量

逐孔
孔口 主控

1 压、渗流量
初始值，验收移交前 现场检查、检查

或指
测试 项目

观测
的观测资料准确、 观测记录

定孔
齐全。

6. 1. 7 排水孔排水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排水孔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排水孔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

优良。

6.2 管(槽)网排水

6.2.1 管(槽)网排水主要用于透水性较好的覆盖层地基、岩

石地基的排水工程。

6.2.2 管(槽)网排水宜按每一施工区(段)划分为一个单元

工程。

6.2.3 管(槽)网排水施工工序宜分为铺设基面处理、管(槽)

网铺设及保护 2 个工序，其中管(槽)网铺设及保护为主要工序。

6.2.4 管(槽)网排水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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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6.2.5 地基管(槽)网排水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6. 2. 5 。

表 6.2.5 地基管{槽}网排水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铺设基础面平面

符合设计要求
对照图纸、

主控 布置 测量 全面

铺设
项目 对照图纸、 检查

2 铺设基础面高程 符合设计要求
基面 测量

处理 铺设基面平整
一般 1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测

度、压实度 抽查
项目

2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1 
排水管(槽)网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合格

抽查
材质、规格 证、现场测试

2 
排水管(槽)网

严密、不漏水
现场通水 逐个

接头连接 检查 检查

管(槽) 主控 保护排水管 耐久性、透水性、
检查合格

网铺
项目 3 (槽)网的材料 防淤堵性能满足设计

证、现场测试
抽查

设及 材质 要求

保护
4 

管(槽)与基岩 严密、不漏水，管
现场检查

全面

接触 (槽〉内干净 检查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一般 1 排水管网的固定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全面

项目 2 排水系统引出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检查

6.2.6 地基管(槽)网排水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

符合下列规定 z

1 在地基管(槽)网排水系统通水检验合格的前提下，工

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在地基管(槽)网排水系统通水检验合格的前提下，工

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管(槽)网铺设及保护工序

达到优良，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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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锚喷支护和预应力

锚索加固工程

7. 1 一般规定

7. 1. 1 注浆锚杆安装后 72h 内，不应敲击、碰撞或悬挂重物，

使用速凝材料而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7. 1. 2 预应力锚束制作完成应进行外观检验，验收合格且签发

合格证、编号挂牌后，方可使用。

7. 1. 3 预应力锚忏施加预应力设备、铺索张拉设备应由有资质

的检定机构按期检定，并应经过监理和建设单位的认可。

7.2 锚喷支护

7.2.1 锚喷支护主要用于锚杆、喷射混凝土以及锚杆与喷射混

凝土组合的支护工程。

7.2.2 锚喷支护工程宜以每一施工区(段)划分为一个单元

工程。

7.2.3 锚喷支护单元工程施工工序宜分为锚杆(包括钻孔)、喷

混凝土(包括钢筋网制安) 2 个工序，其中锚杆为主要工序。

7.2.4 铺喷支护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工序施工质

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7.2.5 锚喷支护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7.2.5 。

7.2.6 锚喷支护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锚杆工序施工质

量达到优良，该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3 当只有一个工序时，工序施工质量即为单元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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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锚啧支护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数量

1 
锚杆材质和胶

符合设计要求
抽检，查看试

按批抽查
结材料性能 验资料

2 孔深偏差 ':;;;50mm 
钢尺、测杆

主
量测 抽查 10%

控 孔内无岩粉、 -15% 
3 锚孔清理 观察检查

项 元积水

目
锚杆抗拔力 符合设计和规

查看试验记录
(或无损检测) 范要求 每 300 根抽

4 
预应力锚杆张 符合设计和规 查 3 根

拉力 范要求
查看试验记录

.:;;; 150mm (预
钢尺、仪器

1 锚杆孔位偏差 应力锚杆:.:;;;
锚杆 量测

200mm) 

2 锚杆钻孔方向
符合设计要求

罗盘仪、仪器
(预应力锚杆 z

偏差
':;;;3%) 

量测

抽查 10%

般
3 

项
铺杆钻孔孔径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

-15% 

目
4 锚杆长度偏差 ':;;;Smm 钢尺量测

5 锚杆孔注浆
符合设计和规

现场检查
范要求

6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查看 抽查
清晰

1 喷混凝土性能 符合设计要求
抽检，查看试 每 100m3 不

验资料 小于 2 组

主 2 喷层均匀性
个别处有夹层、

现场取样
按规范要求

喷混 控 包沙 抽查

凝土 项 无滴水、个别
目 3 喷层密实性

点渗水
现场观察 全面检查

4 喷层厚度
符合设计和规

针探、钻孔
按规范要求

范要求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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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数量

1 喷混凝土配
满足规范要求 查看试验资料

每个作业班

合比 检查 2 次

2 受喷面清理
符合设计及规

现场观察
范要求

3 体性喷层表面整 个别处有微细
观察检查 全面检查

裂缝

喷混 般 4 喷层养护
符合设计及规 观察，查施工

凝土 项 范要求 记录

目 钢筋(丝)网

格间距偏差
";;20mm 钢尺量测 按批抽查

6 安装钢筋 (丝) 网 符合设计和规 现场检查，钢

范要求 尺量测
全面检查

7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查看
清晰

7.3 预应力锚索加固

7.3.1 本节适用于预应力锚索加固岩土边坡或洞室围岩，加固

混凝土结构物工程可参照使用。

7.3.2 单根预应力锚索设计张拉力大于或等于 500kN 的，

应每根锚索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单根预应力锚索设计张

拉力小于 500kN 的，宜以 3~5 根铺索划分为一个单元

工程。

7.3.3 预应力铺索单根锚索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锚束制作安

装、外锚头制作和锚索张拉锁定(包括防护) 4 个工序，其中锚

索张拉锁定为主要工序。

7.3.4 预应力锚索加固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单根

锚索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单根锚索施工质量验

收评定应在工序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7.3.5 预应力锚索单根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7.3.5 。

29 

www.weboos.com



表 7.3.5 预应力锚索单根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径 不小于设计值 钢尺量测

2 孔深
不小于设计值，有效孔 钢尺配合钻

深的超深不大于 200mm 杆量测

3 
机械式锚固 不大于孔径的 3%. 且 钢尺配合钻

段超径 不大于 5mm 杆量测

主控 4 孔斜率
不大于 3%. 有特殊要

测斜仪

项目
求的不大于 0.8%

5 
钻孔围岩

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压水试验等
钻孔 灌浆 逐孔

6 孔轴方向 符合设计要求
罗盘仪、测

量仪器检测

7 内错头扩孔 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查看施工

记录

1 孔位偏差 芸三 100mm 钢尺量测

一般
2 钻孔清洗

孔内不应残留废渣、
观察

项目 岩芯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锚束材质、
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室内试验、
l 

现场查看规格

抽样

2 
注浆浆液

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现场检查、

性能 室内试验

锚束 编束
符合设计和工艺操作

钢尺量测 逐根
主控

3 
要求

制作

安装
项目

锚束进浆 现场观察、
4 
管、排气管

通畅，阻塞器完好
检查

逐项

铺束安放
锚束应顺直，元弯曲、 现场观察、

5 
扭转现象 检查

逐根

锚固端注浆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观察、

6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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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5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锚束外观
元锈、元汹污、无残 现场观察、

缺、防护涂层元损伤 检查

锚束 2 锚束堆放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观察、

制作
一般 检查 逐根
项目

安装
现场观察、

3 锚束运输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主控
垫板承压面

测量仪器
1 与锚孔轴线 90 0 ::1:: 0.5 0 逐孔

项目
夹角

量测

外锚 现场取样
头制 l 混凝土性能 符合设计要求

试验
作 一般

2 基面清理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逐根
项目

结构与体形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3 
查看资料

锚索张拉程 查看施工方
1 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序、标准 案和记录

2 锚索张拉
符合设计要求、符合张

现场观察

主控
拉程序

项目
索体伸长值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3 

查看资料

锚索 4 锚索锁定 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现场检查
张拉

锁定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逐根

l 
锚具外索体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切割

一般
2 封孔灌浆

密实、无连通气泡、无 现场检查，

项目 脱空 查看资料

3 
锚头防护

措施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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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预应力锚索加固单根锚索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锚索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 3 个及以上工序

施工质量达到优良，并且锚索张拉锁定工序施工质量达到优良，

该锚索评定优良。

7.3.7 预应力铺索加固工程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单根锚索为一个单元工程的，按单根锚索施工质量

验收评定结果作为单元工程验收评定结果。

2 对多根锚索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的，应按下列标准进行

验收评定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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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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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钻孔灌注桩工程

8. 0.1 本节适用于采用泥浆护壁钻孔施工方法的灌注桩，其他

成孔施工方法的灌注桩可参照执行。

8.0.2 钻孔灌注桩单元工程宜按柱(墩)基础划分，每一柱

(墩)下的灌注桩基础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不同桩径的灌注桩

不宜划分为同一单元。

8.0.3 单孔灌注桩单桩施工工序宜分为:钻孔(包括清孔和检

查)、钢筋笼制造安装、混凝土浇筑 3 个工序，其中混凝土浇筑

为主要工序。

8.0.4 钻孔灌注桩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单桩施工

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单桩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工

序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8. O. 5 钻孔灌注桩单桩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8. O. 5 。

表 8.0.5 钻孔灌注桩单桩施工质量标准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位偏差 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钢尺量测 逐桩

核定钻杆、钻

2 孔深 符合设计要求 具长度，或测绳

量测

端承桩不大于 50mm ，

主控 3 厚度孔底沉渣 摩擦桩不大于 150mm ， 测锤或沉渣仪

钻孔
项目

摩擦端承桩、端承摩擦桩 测定 逐桩

不大于 100mm

同径测斜工具

4 垂直度偏差 <1% 
或钻杆内小口径

测斜仪或测井仪

测定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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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O. 5 (续)

工序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

数量

1 孔径偏差 ';;;50mm 
测井仪测定或

钻头量测

孔内泥浆
';;;1. 25g/ cm3 (蒙古土泥浆h

2 <1. 15g/cm3 (膨润土 比重秤量测

一般
密度

泥浆〉
钻孔

项目 3 孔内泥浆含 三三8% (蒙古土泥浆) ; 含砂量测定仪
逐桩

砂率 <6% (膨润土泥浆) 量测

孔内泥浆 4二28s (戳土泥浆)
500mL/700mL 

4 漏斗量测
秸度

<22s (膨润士泥浆〉 马氏漏斗量测

1 偏差主筋间距 王三lOmm 钢尺量测

主控
2 钢筋笼长度

逐桩

项目 ';;;100mm 钢尺量测
偏差

3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钢筋

箍筋间距或
笼制

l 螺旋筋螺距 ';;;20mm 钢尺量测
安

偏差
一般

2 钢筋笼直径 逐桩
项目 运lOmm 钢尺量测

偏差

钢筋笼安放

3 偏差 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 钢尺量测

1 导管理深 二~lm，且不大于 6m 测绳量测

2 速混度凝土上升 二"2m/h，或符合设计
测绳量测

主控 要求 逐桩

项目 混凝土抗压

3 强度等 符合设计要求 室内试验

混凝
4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士浇 1 落度混凝土拥 18~22cm 
胡落度筒和钢

筑
尺量测

一般
2 散度混凝土扩 34~38cm 钢尺量测

项目 3 浇筑最终 水准仪量测，需
逐桩

符合设计要求
高度 扣除桩顶浮浆层

4 充盈系数 >1 
检查实际灌

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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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 6 钻孔灌注桩单桩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该桩质量评定合格。

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全部合格，其中 2 个及以上工序

达到优良，并且混凝土浇筑工序达到优良，该桩质量评定优良。

8. O. 7 钻孔灌注桩单元工程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实体质量检验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灌注

桩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合格。

2 在单元工程实体质量检验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灌注

桩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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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地基加固工程

9.1 振冲法地基加圈工程

9. 1. 1 振冲法地基加固单元工程宜按一个独立基础、一个坝段

或不同要求地基区(段)划分为-个单元工程。

9. 1. 2 振冲法地基加固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在单桩

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9. 1. 3 振冲法地基加固单桩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9. 1. 3 。

表 9. 1. 3 振冲法地基加固单桩施工质量标准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数量

现场检查、
按规定

1 填料质量 符合设计要求
试验

的检验批

抽检

2 填料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计量、施

主控
工记录

项目
有效加密电流 符合设计要求3 

电流表读数、
逐桩

施工记录

4 留振时间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施

工记录

5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清晰 查看 抽查

1 孔深 符合设计要求
量测振冲器

导杆

2 造孔水压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量测

一般
3 桩径偏差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

项目
逐桩

4 填料水压 符合设计要求 压力表量测

5 加密段长度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检查

6 
桩中心位置 符合设计和规范

钢尺量测
偏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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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4 振冲法地基加固工程单桩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7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该桩评定合格。

2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9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该桩评定优良。

9. 1. 5 振冲法地基加固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在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振冲桩

100%合格，优良率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在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符合设计要求的前提下，振冲桩

100%合格，优良率不小于 70% ，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9.2 强穷法地基加国工程

9.2.1 强劳法地基加固宜按 1000 ~ 2000m2 加固面积划分为一

个单元工程。

9.2.2 强劳法地基加固施工质量标准见表 9. 2. 2 。

袋 9.2.2 强穷法地基加固施工质量标准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查产品说明书、

1 锤底面积、锤重 锤重误差为 全数

士 lOOkg
称重

2 穷锤落距
符合设计要求，

误差为士300mm
钢索设标志 抽查

主控 最后两击的平均
符合设计要求 水准仪量测 逐点

项目
3 
秀沉量

地基强度 符合设计要求
原位测试，室内

按设计4 
土工试验

5 地基承载力 符合设计要求 原位测试
要求

施工记录
齐全、准确、

查看 抽查6 
L一一一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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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2 (续}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数量

1 穷点的穷击次数 符合设计要求 计数法

2 穷击遍数及顺序 符合设计要求 计数法
逐点

一般 3 
穷点布置及奈点

~500mm 锅尺量测

项目
间距偏差

4 务击范围 符合设计要求 钢尺量测

前后两遍间歇 逐遍
5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施工记录

时间

9.2.3 强劳法加固地基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7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单元工程评定合格。

2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 90%及以上

的检验点合格，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超出

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单元工程评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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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工序施工质量及单元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评定表(样式)

A.O.l 当单元工程由若干个孔(桩、槽)组成，并且每个单孔

(桩、槽)又划分出工序时，单元工程、单孔(桩、槽)、工序的

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分别采用表 A.0.1 一 1 、表 A. 0.1- 2 。本表

格式适用于本标准第 4 章、第 6.1 节、第 7.3 节和第 8 章。

表 A.O.l-l 单孔{桩、槽)及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单位工程名称 单兀工程量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兀工程名称、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年月日
孔 号 1 2 3 4 5 6 7 8 9 ... 

工序质
2 

量评定
其中 xx

结果
×工序质量等

级为优良

单孔 施工单位自

(桩、槽〉 评意见

质量验收 监理单位i乎
评定 定意见

本单兀工程内共有 孔(桩、槽l. 其中优良 孔(桩、槽)，优良率 % 
」

单元工程效果(或实体
1 
2 

质量)检查

单兀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 孔

施工单位自 (桩、槽) 100%合格，其中优良孔占 %。
评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经进行单兀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

监理单位复 孔(桩、槽) 100%合格，其中优良孔占 %。

核评定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注 1 :对关键部位单元工程和重要隐蔽单元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有设计、

建设等单位的代表签字，具体要求应满足 SL 176 的规定。

注 2: 本表所填"单元工程量"不作为施工单位工程量结算计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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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2 单孔{桩、槽)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单位工程名称
孔(桩、槽)号

及工序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名称、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测)记录 合格数 合格率

1 

2 

主控
3 

项目

4 

1 

2 

一般
3 

项目

4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不低于
施工单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位自评

意见
工序质量等级评定为 2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经复核，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
监理单 不低于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位复核评

定意见
工序质量等级评定为 3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A.O.2 当单元工程由若干个孔(桩、槽)组成，而每个单孔

(桩、槽)未划分出工序时，单元工程、单孔(桩、槽)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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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验收评定应分别采用表 A. O. 2-1 、表A. O. 2 - 2 。本表格式

适用于本标准第 5. 2 节、第 5.3 节和第 9.1 节。

表 A. O. 2-1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单位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量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名称、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年月日

孔 号 1 2 3 4 5 6 7 8 9 ... 

单孔(桩、槽)质量验

收评定等级

本单元工程内共有 孔，其中优良 孔，优良率 % 

单元工程效果(或实体
2 

质量)检查

单元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 孔(桩、

槽) 100%合格，其中优良孔占 %。
施工单位自

评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2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经进行单元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

孔(桩、槽) 100%合格，其中优良孔占 %。
监理单位复

核评定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2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注 1 :对关键部位单元工程和重要隐蔽单元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有设计、建

设等单位的代表签字，具体要求应满足 SL 176 的规定。

注 2: 本表所填"单元工程量"不作为施工单位工程量结算计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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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O. 2-2 单孔(桩、槽}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襄

单位工程名称 孔(桩、槽)号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名称、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测〉记录 合格数 合格率

1 

主控
2 

项目 3 

1 

2 

一般
3 

项目

4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不低于
施工单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位自评

意见
工序质量等级评定为 2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经复核，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
监理单

不低于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位复核评

定意见
工序质量等级评定为 z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A. O. 3 当单元工程由若干工序组成时，单元工程、工序的施工

质量验收评定应分别采用表 A. O. 3-1、表 A. 0.3 - 2 。本表格式

适用于本标准第 5. 1 节、第 6. 2 节和第 7.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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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O. 3-1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单位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量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名称、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项次 工序名称 工序质量验收评定等级

1 

2 

单元工程(或实体质
2 

量)效果检查

单元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工序

施工单位自评 100% 合格，其中优良占 ?币， 工序达到优良。

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2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经进行单元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

监理单位复核 工序 100%合格，其中优良占 %. 工序达到优良。

评定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2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注 1 :对关键部位单元工程和重要隐蔽单元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有设计、

建设等单位的代表签字，具体要求应满足 SL 176 的规定。

注 2: 本表所填"单元工程量"不作为施工单位工程量结算计量的依据。

43 

www.weboos.com



襄 A. 0.3-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襄

单位工程名称 工序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名称、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测〉记录 合格数 合格率

1 

主控
2 

项目

1 

2 
一般
项目

3 

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不低于
施工单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位自评

意见 工序质量等级评定为 g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经复核，主控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
监理单 不低于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位复核评

定意见 工序质量等级评定为 g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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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4 当单元工程未划分出单孔(桩、槽) ，也未划分出工序

时，单元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采用表 A. O. 4。本表格式适

用于本标准第 9.2 节。

褒 A.O.4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单位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量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单元工程部位 施工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项次 检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测)记录 合格数 合格率

1 

2 
主控

3 
项目

4 

1 

2 
一般

项目
3 

4 

单元工程效果 1 
寸

(或实体质量) 2 

单兀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符合 要求，主控项目检验点

施工单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不低于一一一'且不合格点

位自评不集中分布。

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经进行单兀工程效果(或实体质量)检查，符合 要求，主控

监理单 项目检验点 100%合格，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不低于

位复核评 且不合格点不集中分布。

定意见 单元工程质量等级评定为:

(签字，加盖公章) 年月 日

注 1 :对关键部位单兀工程和重要隐蔽单兀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有设计、建!

设等单位的代表签字，具体要求应满足 SL 176 的规定。

注 2: 本表所填"单元工程量"不作为施工单位工程量结算计量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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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要求、要、只有……才允许
要求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宜 推荐、建议
推荐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可 允许、许可、准许
允许

不必 不需要、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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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进一步统一地基处理与基础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

定方法和质量标准，按照严格过程控制、强化质量检验、规范验

收评定工作、保证工程质量的原则，对原标准进行全面的修订。

本标准对单元工程划分原则、工序划分、施工质量检验项目

(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和检验标准以及验收评定条件和程序等

进行了规定。

1. O. 2 本标准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

(SL 176-2007) 系列标准之一。结合当前国内水利工程建设施

工质量管理水平，本标准只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

工质量的验收评定工作进行规范。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可根据具体

情况，有分析地参照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SL 176-2007 主要规定了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和工程项目

的检验与评定，本标准主要规定地基处理与基础单元工程的验收

评定。

1. o. 3 本标准所规定的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施工质量标准是单

元工程施工质量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对于低于本标准要求的地基

处理与基础单元工程不应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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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要求

3. 1. 1 按照 SL 176-2007 的规定，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验与评

定应进行项目划分，项目按级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

(工序)工程等 3 级，其施工质量评定是从单元工程到分部工程

再到单位工程逐级进行，分部工程的质量评定是在本分部工程所

含的单元工程评定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本标准规定，在分部工

程开工前应进行单元工程划分，划分工作更有针对性。

单元工程划分是一项重要工作，应由建设单位主持或授权监

理单位组织设计、施工单位和相关技术人员，按本标准的要求划

分单元工程。强调建设单位应对重要单元工程进行确定，并由其

负责。

3. 1. 2 地基与基础处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分以下几

种情况进行。一是一个单元工程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单孔(桩、

槽) ，应先进行单孔(桩、槽)的施工质量进行评定，而单孔

(桩、槽)的施工质量又是在工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未划分出工序的单孔(桩、槽) .按检验项目直接进行单孔(桩、

槽)的验收评定。二是单元工程直接在工序验收评定合格的基础

上进行。三是单元工程未划分工序，按检验项目直接验收评定。

因此，在进行验收评定工作时要注意区分不同对象，采用相应的

验收评定程序。

单孔(桩、槽)施工质量评定是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中所特

有的一个验收评定内容，其验收评定与单元工程类似。

3. 1. 3 原标准中质量检验项目分类不太统一，有"保证项目"、

"基本项目"、"主要项目"、"一般项目"等，不适应单元工程评

定要求，因此，本标准统一改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3. 1. 5 工序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及其备查资料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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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应由工程施工单位负责，其规格应满足国家相关工程档案管理

的相关规定，验收评定表和备查资料的份数除满足本标准要求外

还应满足合同要求，本标准所指的备查资料也含影像资料。

3.2 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3.2.1-3.2.3 规定了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的条件、程序、内

容和应提交的资料。需要强调的有:→是工序完成后，应由施工

单位自评合格才能申请验收评定，否则监理单位不予受理;二是

工序验收评定合格后，监理单位应及时签署结论，不能在事后补

签(特殊情况下除外) ，相关责任人均应当场履行签认手续，这

样做是防止漏签或造假。

关于施工检验记录资料，需要说明的是:一是施工记录一定

要完整、齐全，叙事要清楚，时间、地点、施工部位、工序内

容、质量情况(或问题)、施工方法、措施、施工结果、现场参

加人员等，均应记录清楚，不应追记或造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应当场签认 F 二是提供的资料应真实，因为虚假材料将造成判断

失真，甚至不合格工程被验收评定为合格工程，危害极大，一旦

发现将追究其责任单位、责任人及相关当事人的责任;三是所有

检验项目包括原材料租机电产品进场检验，施工质量项目(主控

和一般)及抽样(或见证)检验的重要质量指标和效果检验，均

应依据相关标准和规定判定该项目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和设计

要求，以便验收评定得出合理结论。

3.2.4 规定了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合格和优良的标准。

在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时，强调主控项目所包含的检验点

应全部合格，一般项目的每个检验项目中所包含的检验点应有

70%及以上合格，不合格的检验点不集中在一个区域，且不合格

点的质量不应超出有关规范和设计要求的限值时可以评定为合格

工序;当一般项目的每个检验项目中所包含的检验点达到 90%

及以上合格，不合格的检验点也不集中在一个区域，且不合格点

的质量不超出有关规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时可以评定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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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

不合格点不应集中分布，且不合格点的质量不应超出有关规

范或设计要求的限值是为了保证局部小区域的施工质量，应

遵守。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主控项目是对单元工程的基本质量起决

定性影响的检验项目，因此应全部符合本规范的规定，这意味着

主控项目不允许有不符合要求的检验结果，即这种项目的检验具

有否决权。一般项目指对施工质量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本条 70%及以上的规定是参照原验收标准及工程实际情况确定

的; 70%及以上合格的规定是一般性规定，如合同或设计文件中

对合格率另有规定的，应按合同或设计文件的规定执行。

各类工程检验项目质量要求的"符合设计要求"包括设计单

位的设计文件和经监理批准的施工单位的设计文件。

对于有些工序的检验项目，需要检验的点数较少，有些甚至

只有 1 个，如灌浆和排水孔单元工程，其合格的百分率按实际计

算，如检验项目只有 1 个检验点，其合格时，该检验项目的合格

率为 100% ，如其不合格，则该检验项目的合格率为 0 。

3.3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3.3.1-3.3.3 规定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的条件、程

序、内容和应提交的资料。

需要强调的有 z 一是单元工程完成后，应由施工单位自评合

格后才能申请验收评定，否则l监理单位不予受理 z 二是重要单元

工程的验收评定，应由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单位进行联合验收评

定，并在此之前通知该工程施工质量监督机构，以便质量监督机

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参加 z 三是单元工程验收评定合格后，监理

单位应及时签署结论，不能在事后补签(特殊情况下除外)，责

任单位、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均应当场履行签认手续，这样做是

防止漏签或造假。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时关于施工检验记录资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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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的要求。

3.3.4 由于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各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方式不同，

不宜在本条完全统一规定优良标准，而在相关章节中分别规定。

按照 SL 176-2007 的规定，优良标准为推荐性标准，是为

鼓励工程项目质量创优或执行合同约定而设置。

3.3.5 本条给出了当单元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的处理办

法。→般情况下，不符合要求的现象在单元工程验收评定时就应

发现并及时处理，否则将影响后续单元工程、分部工程的验收。

因此，所有质量隐患应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本规范以

"强化验收"促进"过程控制"原则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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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灌浆工程

4.1 一般规定

4. 1. 2 目前，测记灌浆压力、注入率等施工参数的自动记录仪

在灌浆工程中广泛应用，使用效果很好，有条件的工程应尽量

采用。

4. 1. 3 指明灌浆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应经过工序和单

孔的施工质量验收评定两个层次。

按照工序进行质量检验，目的是强调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凡

单孔分段灌浆，进行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时，应分段进行检

查，将整孔各段检验点的合格数累加，统一计算合格率，一次验

收评定。

灌浆单元工程包括多个灌浆孔，应在工序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的基础上再对每一个灌浆孔进行验收评定，最后进行单元工程的

施工质量验收评定。

4.2 岩石地基帷幕灌浆

4.2.1 原标准以同序相邻的灌浆孔划分单元工程，考虑到帷幕

是几序孔全部完成后形成的整体，为反映帷幕整体质量，本次修

订将一段帷幕所有各排、各次序孔和检查孔划分为一个单元。

4.2.3 检查内容、质量要求在原标准的基础上依据《水工建筑

物水泥灌浆施工技术规范)) (SL 62-94) 修改而成，增加了若干

检验项目及各检验项目的检验数量和方法，调整了部分项目的质

量指标。补充的检验项目有:钻孔孔序、施工记录、钻孔孔径、

抬动观测、灌浆管口距灌浆段底距离，其他项目进行了文字和内

容上的调整。

4.2.5 单元工程验收评定强调对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的要求。帷

幕灌浆工程质量最终应以灌浆效果来衡量，灌浆效果检查主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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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检查孔压水试验和钻孔取岩芯的方法进行。

4.3 岩石地基圄结灌浆

4.3.3 考虑到固结灌浆和帷幕灌浆某些质量控制项目不同，将

原标准岩石地基水泥灌浆分为岩石地基帷幕灌浆和固结灌浆，根

据 SL 62-94 对检验项目和质量要求做了补充和修改，同时增加

了检验数量和方法。补充的检验项目有:钻孔孔序、钻孔孔径、

抬动观测，其他项目进行了文字和内容上的调整。

4.3.5 单元工程验收评定条件强调对单元工程效果检查的要求。

固结灌浆工程质量最终应以灌浆效果来衡量，灌浆效果检查主要

采用波速测试或检查孔压水试验等方法进行。

4.4 覆盖层地基灌浆

本节为新增内容。

4.4.1 近年来砂(砾)卵石地基上帷幕和固结灌浆技术的应用

较多，发展较快，为满足工程质量验收评定需要，本节针对常用

的循环钻灌法和预埋花管法两种工艺，制定了验收评定标准。

4.4.2 单元工程划分按照一段帷幕或一个坝段内所有各排、各

序灌浆孔和检查孔为→个单元。

4.4.8 灌浆工程质量最终应以灌浆效果来衡量，灌浆效果检查

主要采用检查孔压(注)水试验等方法进行。

4.5 隧洞回填灌浆

4.5.1 原标准中混凝土坝接缝和回填水泥灌浆工程为一章内容，

本次修订将两者分开编写，混凝土坝接缝灌浆放在《水利水电工

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一一混凝土工程>> (SL 632 

2012) 中。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隧洞顶拱空腔的钻孔回填灌浆，并对每一

个灌浆孔分别进行验收评定，再进行单元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评

定。单元工程划分按照 SL 62-94 施工要求的灌浆区(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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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4.5.5 灌浆工程质量最终应以灌浆效果来衡量，灌浆效果检查

主要采用钻孔注浆试验等方法进行。

4.6 钢衬接触灌浆

本节为新增内容。

4.6.1 钢衬接触灌浆施工， SL 62-94 是针对每一个独立脱空

区处理。本标准规定按 50m 控制，可根据实际脱空区情况适当

增减，各单元工程长度不要求相同。

4.6.2 钢衬接触灌浆施工的脱空区清洗列入钻孔工序，有的工

程，钢衬上预留有接触灌浆孔，其钻孔工序应为扫孔，质量应满

足设计要求。

4.6.5 单元工程灌浆效果主要检查灌浆后钢衬脱空范围和脱空

程度，处理效果达不到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区域，应重新处理。

4.7 劈裂灌浆

本节为新增内容。

4.7.1 劈裂灌浆一般用于土坝(堤〉的防渗修复、补强，近年

来土坝(堤)体上劈裂灌浆技术的应用较多，发展较快，为满足

工程质量评定需要而制定本节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4.7.2 本条所规定一个单元内 lO~20 个孔，包括该单元各序灌

浆孔和检查孔。

4.7.6 单元工程施工质量效果检查主要采用检查孔注(压)水

试验、检查孔(探井)取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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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渗墙工程

5.1 混凝土防渗墙

5. 1. 5 检查内容、质量要求在原标准的基础上依据《水利水电

工程棍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规范>> (SL 174-96) 修改而成，增

加了若干检验项目及各检验项目的检验数量和方法，调整了部分

项目的质量指标。增加的检验项目有:预埋件和仪器安装埋设，

槽内混凝土面高差， 11昆凝土配合比、抗压强度、抗渗等级、弹性

模量、施工记录等。

5. 1. 6 SL 174-96 未对混凝土防渗墙作出用钻孔方法进行质量

检验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是每个单元都要进行钻孔检查。若采用

钻孔进行墙体实体质量检验，则其检查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方

可评定为合格或优良单元工程。

5.2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

本节为新增内容。

5.2.1 近年来用高压喷射灌浆工艺做成防渗墙的工程较多，为

满足工程质量评定需要而制定本节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其他用途

的高压喷射灌浆工程，如高压喷射灌浆桩加固地基工程等可参照

使用。

高压喷射灌浆防渗墙是由多个高喷桩形成连续墙体作为防渗

体，对孔深小于 20m 的防渗墙，宜以 30~50 个高喷孔划分为一

个单元工程，对孔深大于 20m 的防渗墙，宜按成墙面积划分单

元工程。

5.2.2 由于防渗墙是由多个高喷桩连接而成，桩的施工质量是

防渗墙施工质量最基本的评定单元，防渗墙应以单桩施工质量验

收评定为基础。

5.2.3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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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02-2002) 、《水电水利工程高压喷射灌浆技术规范)) (DL/T 

5200一2004) ，依据高压喷射灌浆最新施工工艺，对高压喷射灌

浆防渗墙工程施工质量检验项目、质量要求、检验数量和方法做

了规定，质量检验项目是针对摆喷施工工艺作出的规定，对其他

施工工艺，质量检验项目可适当调整，但应经建设、监理和设计

单位的同意。

5.2.5 本条强调防渗效果检查，目前常用的有效方法有开挖、

钻孔和围井检查。

5.3 水泥土搅拌防渗墙

本节为新增内容。

5.3.1 水泥土搅拌技术为近年发展起来的加固地基新技术，当

前在许多水利水电工程上用作防渗墙，为满足工程施工质量评定

需要，根据 GB 50202-2002 制定本节验收标准。本评定标准适

用于防渗工程，其他如用于加固地基工程等可参照使用。

5.3.2 由于防渗墙是由多个搅拌桩连接而戚，桩的施工质量是

防渗墙施工质量最基本的评定单元，防渗墙应以单桩施工质量验

收评定为基础。

5.3.5 本条强调了防渗效果检查，目前常用的有效方法是开挖、

钻孔和围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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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基排水工程

6.1 排水孔排水

6. 1. 1 本标准对原标准进行了修改，将原标准中基岩水平排水

管(槽)归纳到地基管(槽)网排水工程内。

6. 1. 3 岩体排水孔钻孔及清洗是必须的工序，孔内及孔口装置

安装、孔口测试则视工程需要而定。

6. 1. 5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增加了若干检验项目及各检验项目

的检验数量和方法，调整了部分项目的质量指标。增加的检验项

目有:孔径、钻孔清洗、钻孔地质编录、施工记录、孔内及孔口

装置安装工序和孔口测试工序的检验项目等。

6.2 管(槽}网排水

本节为新增内容。

6.2.1 目前，管(槽)网排水在工程中应用较多，原标准元该

项内容，随着新排水材料在工程中的应用，有必要制定施工质量

评定标准。

6.2.6 单元工程效果检查主要方法是系统通水检验，通水应

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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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锚喷支护和预应力锚索加固工程

7.1 一般规定

7. 1. 1 不掺加速凝剂的水泥砂浆， 72h 内，强度很低，锚

杆遭受敲击碰撞或悬挂重物后，易遭到破坏，影响锚杆

质量。

7. 1. 3 预应力锚杆施加预应力设备、锚索张拉设备不仅是施

力设备，而且还是量测施加预应力大小的设备，其质量及精

度直接影响施力的准确性，这些设备必须经过相应资质部门

的检定。

7.2 锚喷支护

7.2.1 锚杆(包括预应力锚杆)型式有砂浆锚杆、树脂锚杆、

快硬水泥药卷锚杆、自钻式锚杆和其他型式的锚杆。

喷射混凝土包括喷射素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聚丙乙烯纤

维混凝土、钢筋(丝)网混凝土等。

7.2.5 根据《锚杆喷射棍凝土支护技术规范>> (GB 50086 • 

2001)对原标准的检验项目和质量要求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并增

加了检验方法，对锚杆工序:增加了锚忏长度偏差、锚杆钻孔孔

径、锚杆注浆、施工记录等项目;对喷混凝土工序:增加了喷混

凝土配合比、受喷面清理、钢筋(丝)网格间距偏差、钢筋

(丝)网片安放、施工记录等项目。

7.2.6 由于喷锚支护工程有时是锚杆和喷混凝土单独使用，有

时两者同时使用，单独使用时，该工序施工质量即为单元工程施

工质量。

7.3 预应力锚索加固

本节为新增内容。近年来，预应力锚索加固岩土边坡、洞室

60 

www.weboos.com



应用较多，预应力的吨位也越来越大，为满足工程质量评定的需

要增加这一内容。参照《水工预应力锚固施工规范)) (SL 46-

94) 的要求，制定岩体预应力锚索加固工程的检验项目、质量要

求及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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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钻孔灌注桩工程

8.0.1 钻孔灌注桩工程在各个建筑领域应用十分广泛， GB 

50202-2002 对灌注桩的质量要求有统一规定，水利水电行业没

有钻孔灌注桩工程的行业标准，本节规定按照 GB 50202-2002 、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94) 和工程实践经验制定。

8.0.5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根据 GB 50202一2002、参照 JGJ

94-94 和工程实践经验修改补充而成，增加检验项目有 z 钻孔

泥浆含砂率及蒙古度、钢筋笼制作要求、棍凝土抗压强度、充盈系

数等，以及各项目的检验方法。

8. O. 7 单元工程实体质量检验按照设计要求的方法和数量进行，

其检验结果作为单元工程验收评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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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地基加固工程

9. 1 振冲法地基加固工程

9. 1. 1 当按不同要求地基区(段)划分单元工程时，如果面积

太大，单元内桩数较多，可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几个单元工程。

9. 1. 3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根据 GB 50202-2002、参照《建筑

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2002) 及工程实践经验修改补充

而成，增加的检验项目有:留振时间、造孔水压、加密段长度

等，这些项目对于振冲法地基加固的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原标

准提升高度以加密段长度代替。

9. 1. 5 振冲法地基加固的效果主要有桩间土密实度、桩体密实

度检查，检验数量、方法和达到的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9.2 强穷法地基加固工程

本节为新增内容。强开法加固地基技术在工民建领域采用较

多，并有技术规范，水利工程近几年也有采用，还没有水利水电

行业标准。根据 GB 50202←2002、参照 JGJ 79-2002 及工程实

践经验制定本标准;地基强度、地基承载力的检验数量、方法和

达到的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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