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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预拌砂浆清洁生产技术规程»
等１０项北京市地方标准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７〕６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要求,由我委组织北京建筑

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主编的 «预拌砂浆清洁生产技术规
程»、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定额管理处主编的 «房屋修缮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主编的 «钢
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检测技术规程»、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
室和中社科 (北京)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编的 «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与评价标准»、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和北京金石联科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主编的 «塑料排 (蓄)水板施工技术规程»、北京城
建科技促进会和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编的 «可拆除锚杆
技术规程»、北京市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和北京东方雨虹防
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编的 «桥面防水工程技术规程»、中国建
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编的
«室内钢索支吊架施工规程»、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编的
«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北京建筑节能与环境工程协
会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编的 «户式空气源热泵系
统应用技术规程»等１０项北京市地方标准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共同发布,现予以公布 (见附件).

以上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共同负责管理.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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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关于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等７２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实函 〔２０１７〕３６号

山西、吉林、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

西、四川、甘肃、宁夏、新疆省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

京、上海、重庆市建委 (规划委):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报送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

准＜福建省建筑废弃物再生砖和砌块应用技术规程＞备案的函»
(闽建科函 〔２０１６〕１１０号)等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以下７２项

地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 (见附

件).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７年２月３日

注:北京市地方标准名称及备案号为

«房屋修缮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J１１３９４－２０１７
«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检测技术规程»J１０８８０－２０１７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评价标准» J１３７０５－２０１７
«可拆除锚杆技术规程» J１３７０６－２０１７
«塑料排 (蓄)水板施工技术规程» J１３７０７－２０１７
«预拌砂浆清洁生产技术规程» J１３７０８－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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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为推荐性标准.
本规程是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

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
号)文件,由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会同有关单位共

同对原有北京市地方标准 «电磁感应法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

筋直径技术规程»(DB１１/T３６５－２００６)进行了修订.
本规程由编制组对比分析了国内标准的相关规定,广泛调查

原标准执行情况,充分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认真总结检测经

验,严格按照地方标准制订程序制定.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４

钢筋探测仪、５检测技术、６检测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附录 A
钢筋探测仪核查方法、附录 B检测原始记录格式,其中附录 A
和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内容为:

１、在 “术语、符号”一章中,取消了 “符号”一节.

２、增加了 “基本规定”一章.

３、在 “检测技术”一章中取消了 “钢筋位置与检测部位的

确定”一节,将其内容合并到 “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间距检

测”一节中.

４、增加了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的抽样原则.

５、增加了钢筋间距的检测方法.

６、修改了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方法.

７、增加了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检测结果的验证方法

与抽样数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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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附录中增加了 “检测原始记录格式”,取消了 “检测报告

格式”.
本规程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共同负责管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组

织实施,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各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市建设

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甲

１７号;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６１).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本规程参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五检测所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六检测所有限公司

北京信远博恒检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众鑫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丁　胜　汪　良　白建红　郭兵才

栾桂汉　常志红　田春艳　凡　俊

张　浩　高　珊　范云秋　马安华

刘长春　陈　康　林　胜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艾永祥　张仁瑜　林松涛　濮存亭

任　容　路来军　马　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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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及钢筋

直径检测方法,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制定本规程.

１０２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地区在建工程和既有建筑混凝土结构

中的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及钢筋直径的现场检测.

１０３　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及钢筋直径的

检测,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标准

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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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电磁感应法electromagnetictestmethod
用电磁感应原理检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

距及钢筋直径的方法.

２０２　工程质量检测inspectionofstructuralquality
为评定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与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规定所实施的检测.

２０３　结构性能检测inspectionofstructuralperformance
为评估建筑结构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或抗灾能力所实施

的检测.

２０４　构件element
按照检测要求确定的结构各层以相应轴线划分的梁、板、

柱、墙等混凝土结构基本单元.

２０５　测点testingpoint
在检测区域内,取得检测数据的检测点.

２０６　 钢筋保护层厚度 thedepthofcoverageofreinforcing
bars

被测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表面的最短距离.

２０７　钢筋间最小净距离theminimumnetdistancebetween
tworeinforcingbars

检测面相邻钢筋外边缘之间的最小距离.

２０８　钢筋间距thespacingofreinforcingbars
相邻同向钢筋轴线之间的最短距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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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及钢筋直径检测可分为工程

质量检测和结构性能检测.

３０２　检测工作可单方委托,存在质量争议的检测宜由当事各

方共同委托.委托单位应提供设计文件及相关施工记录等技术资

料.

３０３　委托单或检测合同中应注明工程名称,所检结构部位和

构件数量,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与钢筋直径设计值,检测

依据等必要信息.

３０４　钢筋探测仪应具有制造厂的产品合格证.

３０５　现场检测时,通过相关检测技术培训的检测人员不应少

于两人.

３０６　对建筑结构进行工程质量检测时,检验批中钢筋保护层

厚度检验构件的选取应均匀分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悬挑构件之外的梁板类构件,应各抽取构件数量的

２％且不少于５个构件.

２　对悬挑梁,应抽取构件数量的５％且不少于１０个构件;
当悬挑梁数量少于１０个时,应全数检验.

３　对悬挑板,应抽取构件数量的１０％且不少于２０个构件;
当悬挑板数量少于２０个时,应全数检验.

３０７　对建筑结构进行结构性能检测时,钢筋保护层厚度、钢

筋间距及钢筋直径的抽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

测技术标准»GB/T５０３４４中检验批的样本容量的规定.当设计

单位或委托方有明确要求时,可按相关要求确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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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钢筋探测仪

４０１　钢筋探测仪的精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测量精度应不大于１mm;

２　钢筋间距的测量精度应不大于３mm;

３　钢筋直径的测量精度应不大于２mm.

４０２　钢筋探测仪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校准:

１　新仪器启用前;

２　经过维修或更换主要零配件;

３　超过校准有效期;

４　检测数据异常,无法进行调整.

４０３　钢筋探测仪校准周期不应超过１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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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检测技术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电磁感应法不适用于含有铁磁性物质或内部钢筋严重锈

蚀的混凝土结构中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和钢筋直径的检

测.

５１２　钢筋探测仪宜定期进行核查,核查方法见本规程附录 A.

５１３　检测前,应了解钢筋配置情况,选择满足检测要求的钢

筋探测仪.当钢筋保护层厚度小于钢筋间最小净距离时,钢筋探

测仪应能够分辨出相邻的钢筋.

５１４　检测前,应根据设计资料及检测区域内钢筋分布的状况,
选择适当的检测面.在检测面上选择有代表性的部位,检测部位

表面应清洁、平整,并避开钢筋接头、网格状钢筋交叉点及绑

丝、金属预埋件.

５１５　检测时,应避开强电磁场 (如电机、电焊机等)和较强

的铁磁性材料.

５１６　钢筋保护层厚度小于钢筋探测仪最小量程时,应在探头

和检测面之间附加垫块.垫块对仪器的检测结果不应产生干扰,
表面应光滑平整并具有一定的硬度和刚度,厚度应在１０mm~
１５mm 之间,且各方向厚度偏差不应大于０１mm.

５１７　检测过程中,当钢筋探测仪出现性能不稳定、装置损坏

等影响检测结果的情况时,不得继续使用.

５２　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间距检测

５２１　检测前,应对钢筋探测仪进行预热和调零,调零时探头

应远离金属物体.在检测过程中,应及时核查钢筋探测仪的零点

状态.

５２２　钢筋位置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５

DB１１/T３６５Ｇ２０１６



１　将探头放置在被检测部位表面,沿与被测钢筋走向的垂

直方向匀速缓慢移动探头,根据信号提示或仪器示值,在相应位

置的混凝土表面做出标记;

２　在两根被测钢筋中间用上述方法检测与被测钢筋垂直的

箍筋或横向钢筋,并标记出其位置;

３　在相邻箍筋或横向钢筋的中间,沿与被测钢筋走向的垂

直方向匀速缓慢移动探头,根据仪器示值,将被测钢筋位置逐一

标出;

４　不能确定钢筋分布情况时,可沿预估的钢筋走向移动探

头,判定钢筋位置,再按照上述方法确定钢筋位置,必要时进行

剔凿验证.

５２３　待测钢筋直径未知时,宜先检测钢筋直径.

５２４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检测墙、板类构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时,抽取不少于６
根受力钢筋进行检测;

２　检测梁、柱类构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时,将被测构件检

测面的全部纵向受力钢筋逐一检出;

３　对每根钢筋,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部位检测３点;

４　检测多根钢筋的保护层厚度时,应在被测构件的相同断

面上进行.

５２５　钢筋位置确定以后,应按下列方法进行钢筋保护层厚度

检测:

１　首先设定钢筋探测仪量程范围及钢筋公称直径,沿被测

钢筋轴线选择相邻钢筋影响较小的位置,读取第１次检测的钢筋

保护层厚度检测值.应在被测钢筋的同一位置重复检测一次,读

取第２次检测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值;当同一点读取的两次钢

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值相差大于１mm 时,该组检测数据无效;

２　取两次检测值的较小值作为该点的钢筋保护层厚度;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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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块时,扣除垫块厚度.

５２６　对每根钢筋,取所测３点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平均值作为

最终检测值,精确至１mm.

５２７　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钻孔、剔凿等方法,在已

测定钢筋保护层厚度的钢筋上进行验证,验证点数不应少于本规

程表５２７规定的样本最小容量:

１　认为相邻钢筋对检测结果有影响;

２　钢筋公称直径未知或有异议;

３　钢筋实际根数、位置与设计有较大偏差.
表５２７　剔凿验证检验批样本最小容量

检验批
的容量

样本最
小容量

检验批
的容量

样本最
小容量

３~１５
１６~２５
２６~５０
５１~９０

３
５
８
１３

９１~１５０
１５１~２８０
２８１~５００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２０
３２
５０
８０

５２８　采用钻孔、剔凿等方法验证时,钢筋保护层厚度应采用

游标卡尺等进行量测,读数应精确至０１mm.

５２９　采用原位剔凿方法验证钢筋保护层厚度时,将原位剔凿

检测结果与对应位置钢筋探测仪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检测结果

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两者的差异不超过±２mm 时,判定两个检测结果无明

显差异;

２　当检验批有明显差异点数在本规程表５２９控制的范围

之内时,可直接采用钢筋探测仪检测的检测结果;

３　当检验批有明显差异点数超过本规程表５２９控制的范

围时,应对钢筋探测仪检测的保护层厚度检测值进行修正;当不

能修正时,应采用原位剔凿方法的检测结果.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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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９　检验批合格判定表

样本
容量

合格
判定数

不合格
判定数

样本
容量

合格
判定数

不合格
判定数

２~５
８
１３
２０

１
２
３
５

２
３
４
６

３２
５０
８０
１２５

７
１０
１４
２１

８
１１
１５
２２

５２１０　钢筋间距检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检测墙、板类构件的钢筋间距时,在每个检测部位连续

检出７根钢筋,少于７根钢筋时应全部检测,在构件表面标注出

每根钢筋的相应位置;测量第一根钢筋和最后一根钢筋的距离,
计算出钢筋的平均间距,精确至１mm;

２　检测梁、柱类构件的箍筋间距时,对加密区的箍筋,宜

全部检测.

５３　钢筋直径检测

５３１　混凝土中钢筋直径宜采用原位实测法检测.当验证表明

检测精度满足要求时,可采用钢筋探测仪检测钢筋直径.采用钢

筋探测仪检测钢筋直径时应结合钻孔、剔凿的方法进行,钢筋钻

孔、剔凿的数量不应少于该规格已测钢筋的３０％且不少于３处,
不足３处时应全数检测.

５３２　采用钢筋探测仪检测钢筋直径时,被测钢筋与相邻钢筋

的间距应大于１００mm,且周边的其他钢筋不应影响检测结果,
并应避开钢筋接头及绑丝.每根钢筋重复检测两次,第２次检测

时探头应旋转１８０°,两次读数应一致,读数精确至１mm.

５３３　钻孔、剔凿时,应采用游标卡尺进行量测,读数应精确

至０１mm,并应根据剔凿检测结果和钢筋产品标准,推定被测

钢筋的公称直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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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４　当钢筋探测仪测得的钢筋直径与本规程第５３３条推定

的公称直径之差不大于１mm 时,未剔凿部分可采用钢筋探测仪

检测结果.

５３５　当钢筋探测仪测得的钢筋直径与本规程第５３３条推定

的公称直径之差大于１mm 时,应采用剔凿检测结果.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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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测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

６０１　检测原始记录宜包括以下内容:

１　检测现场的情况描述,工程名称、工程地址、检测日期、
环境温度;

２　被检构件位置和构件编号、检测原始数据及测点布置描

述或示意图;

３　仪器设备名称、编号、检测依据;

４　检测、记录及校核人员签字.

６０２　检测原始记录宜符合本规程附录B的要求.

６０３　检测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１　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委托单位 (委托人);

２　有关情况描述 (设计、施工、监理、监督单位情况描述,
检测原因,工程状况等);

３　检测日期、环境温度;

４　仪器设备名称、编号;

５　检测依据、检测方法、抽样数量、检测部位;

６　检测数据分析及检测结果;

７　检测结论;

８　检测人员、审核人员和批准人员签字;

９　其他必要的说明.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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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钢筋探测仪核查方法
(资料性附录)

A１　核查试件的制作

A１１　核查试件的材料不得对仪器产生电磁干扰,可采用混凝

土、木材、塑料或其他材料.宜优先采用混凝土材料.

A１２　核查试件的数量至少为３块,内置钢筋应符合下列要

求:

１　直径为８mm 或１０mm 的 HPB３００级热轧光圆钢筋;

２　直径为１４mm 或１６mm 的 HRB４００级热轧带肋钢筋;

３　直径为２２mm 或２５mm 的 HRB４００级热轧带肋钢筋;

４　当有条件时,可以增加制作其他直径钢筋的试件.

A１３　核查试件尺寸如图 A．１．３所示:

图A１３　核查试件尺寸示意图

A１４　核查试件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钢筋表面与试件的四个侧面外表面的最小距离为已知的

钢筋保护层厚度,每个试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尺寸分别为: (１５
±１)mm、(２５±１)mm、 (４０±１)mm、 (５０±１)mm.试件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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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外露钢筋轴线至试件四个平行表面的垂直距离的偏差应在０．
５mm 以内;

２　每个钢筋保护层厚度用游标卡尺测量三次后取平均值作

为实际钢筋保护层厚度,测量精度为０１mm.

A２　核查方法

A２１　用钢筋探测仪检测试件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
每个试件的每一种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测量２次,记录测

量值.两次测量值之差应不大于１mm.

A２２　当钢筋的保护层厚度检测结果偏差值不大于１mm,且钢

筋直径检测结果偏差值不大于２mm时,应判定钢筋探测仪合格.

A２３　钢筋探测仪核查宜按本规程表 A２３记录.
表A２３　钢筋探测仪核查记录表

设备编号 环境条件

核查试件编号 核查日期

核查依据

试件钢筋保护层
厚度设计值

(mm)
１５ ２５ ４０ ５０

试件钢筋种类
与直径

钢筋保护层
厚度检测值

(mm)

钢筋直径检测值
(mm)

钢筋保护层
厚度检测结果

(mm)

钢筋直径
检测结果
(mm)

偏差值 (mm) 偏差值 (mm)

核查结果 核查结果

备注

　　核查: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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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测原始记录格式
(资料性附录)

B０１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可按本规程表B０１记录.
表B０１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原始记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试验编号

环境条件 垫块厚度 检测日期

钢筋直径 箍筋直径
钢筋保护层
厚度设计值

(mm)
检测依据

构件名称
及部位

钢筋
编号

检测结果 (mm)
测点１ 测点２ 测点３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第一
次

第二
次

检测位置示意图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检测值

较小值

平均值

检测值

较小值

平均值

检测值

较小值

平均值

检测值

较小值

平均值

检测值

较小值

平均值

检测值

较小值

平均值

　　检测: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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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０２　钢筋间距及钢筋直径检测可按本规程表B０２记录.
表B０２　钢筋间距及钢筋直径检测原始记录

工程名称 委托编号

仪器名称及
编号

试验编号

环境条件 检测日期

设计钢筋
间距 (mm) 设计钢筋直径

构件名称及部位 钢筋间距 (mm)

１

间距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

/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６－７ １－７

钢筋
平均
间距
(mm)

检测示意图:

构件名称及部位 钢筋直径 (mm)

钢筋编号 第一次 第二次 验证值 备注

检测示意图:

　　检测: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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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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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的

写法为 “应按执行”或 “应符合规定”.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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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５０３４４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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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直径检测技术规程
Technicalspecificationfortestofthedepthof
coverageanddiameterofreinforcingbars

DB１１/T３６５－２０１６

条文说明

２０１７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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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编制本规程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和规范混凝土结构中钢筋

保护层厚度、钢筋间距和钢筋直径检测方法,提高钢筋检测的准

确性,保证检测工作质量,对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将起到积极作

用.
本标准中的钢筋保护层厚度均指被测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表

面的垂直距离,被测钢筋可能是最外层钢筋,也可能是内层钢

筋,而结构中设计钢筋保护层厚度指的是最外层钢筋外边缘至混

凝土表面的垂直距离,在实际检测过程中要注意二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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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本条将钢筋检测分为工程质量检测和结构性能检测两类,
具体应用条件如下:

１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工程质量检测:

１)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的工程质量检测;

２)对施工质量有怀疑或争议;

３)发生工程质量事故,需要分析事故的原因.

２　当为下列评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数据时,可进行结构性

能检测:

１)结构改变用途、改造、加层或扩建前的评定;

２)结构达到设计使用年限要继续使用的评定;

３)混凝土结构使用环境改变或受到环境侵蚀后的评定;

４)混凝土结构的可靠性评定;

５)灾害灾后的应急检查和鉴定.

３０２　委托单位应提供设计文件及施工技术资料,以便对检测

结果做出评价.

３０３　委托单是建设工程单项检测常用的简化版本的合同约定,
因此应承载必要的信息.必要时应在委托单上注明其他影响检测

结果的因素,如钢筋产地、牌号、生产工艺等.

３０６　工程质量检测时,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抽检数量应与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５０２０４一致.
当工程按其他标准验收时,也可按相应标准要求确定抽检数量.

３０７　对建筑结构进行结构性能检测时,主要是评价其安全性

和耐久性等性能,因此在进行抽样时除应满足抽样数量外,还应

根据结构构件的重要性进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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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钢筋探测仪

４０１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５０２０４相关条文对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误差要求,
并考虑通常钢筋保护层厚度设计值以及现行施工规范所允许的实

际施工误差而制定的.

４０２　校准是为了保证仪器的正常工作状态和检测精度.本条

规定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当出现有可能影响检测数据准确的

情况时,检测设备应及时进行校准.

４０３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１８,钢筋探测仪属于 A 类检测

设备,应定期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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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检测技术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铁磁性物质会对仪器造成干扰,对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具有很大的影响.钢筋严重锈蚀时,电磁感应法检测结果偏差较

大.

５１３　本条考虑相邻钢筋间距太小时会产生干扰,不同种类的

钢筋探测仪对钢筋最小间距以及保护层厚度的要求会有细微区

别,因此,检测过程中检测的钢筋间距应符合钢筋探测仪的参数

要求.

５１４　检测前充分了解设计资料,有助于检测人员全面了解工

程和构件的情况,制定较为完善的检测方案,避开钢筋接头、网

格状钢筋交叉点及绑丝、金属预埋件,取得准确的检测结果.对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其检测部位主要是钢筋位置可能显著影

响结构构件承载力和耐久性的部位, “有代表性的部位”是指该

处钢筋保护层厚度可能对构件承载力或耐久性有显著影响的部

位.

５１５　本条是为了保证在检测过程中尽可能避开钢筋的相互干

扰,避开强电磁场的干扰.

５１６　当钢筋保护层厚度过小时,钢筋探测仪可能无法进行检

测或示值偏差较大,可采用在探头下附加垫块来人为增大钢筋保

护层厚度的检测值.垫块具有一定的硬度并且在平面外具有一定

的刚度是为了保证在检测过程中垫块本身不发生压缩和变形.

５１７　当检测设备出现不正常情况时,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

性,应停止使用.必要时,还应对先前的检测数据进行复核,以

确定先前数据能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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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钢筋间距检测

５２１　预热可以使仪器在检测时达到稳定的工作状态.对于电

子仪器,使用中难免受到各种干扰导致读数漂移,为了保证仪器

读数的准确,在检测过程中应及时检查仪器是否偏离调零时的零

点状态.

５２５　钢筋检测的基本原理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根据钢筋对

仪器探头产生的电磁场的感应强度来判定钢筋的直径和深度,而

直径和深度是相互关联的,预置的钢筋直径与实际钢筋直径相近

或相同时,测试结果最准确,因此,为了准确得到钢筋保护层厚

度值,应该按照钢筋实际公称直径进行预先设定.
当两次检测的差值超过允许值时,应检查零点是否出现漂移

并查明原因,在该处重新进行检测.仍不满足要求时,应更换钢

筋探测仪或采用钻孔、剔凿的方法验证.
垫块厚度应采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精确至０１mm.

５２７　当遇到钢筋直径未知或者为多层钢筋、相邻钢筋过密,
钢筋间最小净距离小于钢筋保护层厚度等情况时,检测结果偏差

较大,应采用钻孔、剔凿方法验证.
构件上能直接量测混凝土钢筋保护层厚度的点记为验证点.
采用钻孔、剔凿等方法对钢筋保护层厚度进行验证时,应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钻孔、剔凿位置,并且要小心操作,不得损坏钢

筋.验证后对钻孔、剔凿位置及时进行修补.

５２９　对于悬挑构件,当保护层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宜同时检

测构件厚度.

５３　钢筋直径检测

５３１　由于当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完全满足对钢筋公称直径进

行非破损检测的要求,采用局部剔凿实测相结合的办法是很有必

要的.钻孔或剔凿时要小心操作,不得损坏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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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在用游标卡尺进行钢筋直径实测时,应根据相关的钢筋

产品标准来确定量测部位,并根据量测结果通过产品标准查出其

相应的公称直径.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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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钢筋探测仪核查方法
(资料性附录)

A１　核查试件的制作

A１１　除采用本附录给出的核查试件外,检测单位可根据钢筋

探测仪的型号、尺寸按照本附录的原则自行设计合适的核查试

件.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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