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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据《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四个阶段申请表及材料表单的通知》云建审

改办〔2019〕6 号文、《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联合验收工作办法（试行）》云建审改办〔2019〕10 号文的文件

精神，为提高我市人民防空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主体结

构和防护设施设备安装质量，加强防空地下室质量检测工作的管

理，统一检测方法、检测内容、明确抽样数量，规范质量检测机构

的检测行为，特编制本试行指南。

本试行指南是依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混凝土结果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

（RFJ01-2001）、《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RFJ01）的相关规定，结

合我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情况编制的。

本指南由昆明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指南自公布之日起在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行政区域

范围内试行。

二、检测依据

1、《云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工作办法

（试行）》云建审改办〔2019〕10 号。

2、经审图机构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纸。

3、检测技术规范标准：

（1）《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2005）

（2）《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50225-2005）

（3）《防空地下室出入口部建筑设计》（04FJ02 图集）

（4）《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图示》（05SFJ10）

（5）《防空地下室建筑设计》（FJ01～03）

（6）《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34-2004）

（7）《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RFJ01-2015）

（8）《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选用图集》（RFJ01-2008）

（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10）《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50344-2004）

（11）《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CECS02-2005）

（12）《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152-2008）

（13）《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14）《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8-2016）

（15）《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

（16）《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

（17）人民防空工程相关图集等。

三、检测工作内容

为保证人民防空地下室施工质量满足设计及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的要求，达到预期的防护目标，人防检测现场分为两个阶段：

1、隐蔽工程隐蔽前检测

抽检次数：人防建筑面积小于 10000 ㎡抽检 1 次,人防建筑面

积10000～20000㎡抽检2次，20000～40000㎡抽检3次，大于40000

㎡抽检 4 次。

检测内容见 3.1 章节，检测数量为当次抽检时隐蔽工程的全

数；

2、人民防空地下室施工完毕后质量检测，具体检测项目及抽

检数量详见 3.2 章节。

3.1 隐蔽工程隐蔽前质量检测

每次抽检的位置、内容必须在报告中用图片、图纸、数据清楚

体现。

3.1.1 实物与设计符合性检查

复核已施工完成的人民防空地下室否满足设计规范的要求，是

否与设计施工图相符

3.1.2 施工过程资料核查

核查人防建设过程资料：图审合格证、隐蔽验收记录、监理日

志、监理单位的旁站记录、施工过程中第三方检测报告（主要为实

体检测报告、防雷接地报告、水压试验报告、通球实验报告、灌水

试验报告等）、人防设施设备出厂合格证、水电通风系统运行记录

等。

3.1.3 主体结构工程

1、人防门、封堵口、穿墙通风短管洞口四角加强筋的设置情



况；

2、检查人防墙体、地下室顶板、底板梅花拉结钢筋的设置情

况；

3、人防门门槛钢筋的设置情况；

4、检查钢筋是否有锈蚀，重点检测人防门门框墙钢筋规格、

型号、间距、位置、锚固长度及锚固方式；

5、防护密闭门加强梁设置位置，与主体连接情况的检查；

6、检查有密闭要求的人防墙体固定模板的对拉螺杆上是否采

用套管、混凝土预制件作为内撑条等；

7、后浇带是否穿越人防孔口区域；

8、地下室底板施工缝设置位置及防水措施；

9、人防墙体、顶板保护层厚度控制措施；

10、电气装置人工接地极的接地干线或总接地端子是否预埋；

11、通风井爬梯及采光井封堵洞口挑耳板的设置情况。

3.1.4 孔口防护工程

1、安装人防门钢门框的位置、尺寸、开启方向、垂直度、表

观质量、钢板的尺寸（长度、厚度）、门框锚固钢筋与主体结构钢

筋连接方式；

2、预埋钢门框洞口宽度、高度、对角线长度、门框垂直度；

3、门框墙周边宽度（闭锁、铰页、门槛、门楣、门开启方向

长度）是能否满足门扇安装和启闭要求；

4、预埋的穿墙通风短管位置、标高、管径、壁厚、管材、抗

力片、翼环设置位置、翼环高度、出墙长度的检测；

5、预埋密闭穿墙短管（含备用电缆穿线管、气密测量管、给

水排水刚性防水套管）位置、标高、管径、壁厚、抗力片、出墙长

度、翼环设置位置、翼环高度的检测；

6、防爆地漏排水管管材、位置、管径、管道两端标高（或管

道坡度）的检查；

7、防爆波活门凹入墙面的距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2 人防工程施工完毕后质量检测

3.2.1 实物与设计符合性检查

复核已施工完成的人民防空地下室否满足设计规范的要求，是

否与设计施工图相符。

3.2.2 施工过程资料核查



核查人民防空地下室建设过程资料（图审合格证、隐蔽验收记

录、监理日志、监理单位的旁站记录、施工过程中第三方检测报告、

人防设施设备出厂合格证、水电通风系统运行记录等）。

注:如建设方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含实体结构检测、防雷接

地检测、水压试验、通球试验、灌水试验，且抽检数量和位置满足

本指南的要求，检测结果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可不再做相关检测。

3.2.3 主体结构工程

1、结构工程感官质量检测（露筋、蜂窝麻面、孔洞、缝隙夹

渣、疏松、裂缝、外形缺陷（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不平、飞

边凸勒）等）。

抽检数量：全数检测。

2、人防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检测

抽检数量：每个人防单元抽取一个门框墙，每个人防地下室不

少于 3 个孔口墙体。

3、人防墙体厚度

抽检数量：每个人防单元随机抽取一个口部的墙体进行检测。

4、顶板厚度和地下室净高

抽检数量：每个人防单元不少于 3 个位置（应分别设于清洁区、

进风口部、排风口部）。

5、人防门门框墙（含门槛）钢筋检测：钢筋保护层厚度、钢

筋间距、洞口加强筋的设置。

抽检数量：每个人防单元不少于 4 个构件（抽检构件应包含：

临空墙、防护密闭墙、门槛、顶板）。

6、人防主体上有无无关孔洞，有密闭要求的人防墙体上无有

PVC 套管。

抽检数量：全数检测。

7、检查是否有与人防地下室无关的管道（上部建筑的生活污

水管、雨水管、燃气管）穿过人防围护结构。

抽检数量：全数检测。

8、人防集水坑设置位置、尺寸检测。

抽检数量：全数检测。

3.2.4 孔口防护工程质量检测

3.2.4.1 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安装质量（全数检测）

1、人防门产品铭牌是否齐全，规格、型号、性能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核查人防门设备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报告；

2、人防门门扇表面是否光滑平整、安装是否牢固，开启方向、

位置是否正确，启闭是否灵活，门扇有无自开或自关现象，门扇开

关标识是否正确、清晰；

3、人防门门扇同轴度、平整度、启闭力、关锁操纵力、门扇

运动平稳性、人防门门扇与门框墙的贴合度、铰页侧固定钢板和螺

栓施工质量、密闭门的密闭性等是否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4、门框与门扇是否贴合严密，门扇与门框贴合的传力部位是

否有抹灰油污等杂物，门扇关闭时密封条是否压缩均匀、严密不漏

气；门扇、门框贴合间隙；

5、密封胶条的表观质量，粘贴是否牢固、平整，胶条搭接数

量是否超限、接头是否为 45 度坡口搭接，搭接位置是否避开圆弧

拐弯处；

6、门扇是否能自动开到终止位置，门扇外观质量（是否平整

光洁、转动部件是否涂油润滑、有无裂缝、蜂窝、孔洞、露筋、变

形）；闭锁头同步、锁紧情况；

7、门扇零部件是否齐全，有无锈蚀、损坏情况；

8、门扇安装允许偏差（门扇厚度、宽度、高度、对角线长度、

门扇与门框贴合面间隙）。

3.2.4.2 防爆波活门安装质量（全数检测）

1、防爆波活门产品铭牌是否齐全，规格、型号、性能、通风

量要求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核查人防门设备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报

告；

2、防爆波活门门扇表面是否平整光滑，门扇开启方向、位置

是否正确，门扇有无自开或自关现象；

3、防爆波活门悬板关闭与底座胶垫贴合是否严密，门扇铰页

处受力是否均匀，悬板启闭是否灵活，是否能自动复位。

4、门扇安装允许偏差（门扇板材厚度、宽度、高度、对角线

长度、门扇与门框贴合面间隙）。

3.2.4.3 自动排气活门、防爆超压排气活门安装质量（全数检

测）

1、排气活门产品铭牌是否齐全，规格、型号、性能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核查人防门设备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报告；

2、排气活门开启方向是否朝向排风方向，平衡锤连杆是否与



穿墙管法兰平行，平衡锤是否垂直向下；

3、排气活门是否与工程内的通风短管（或密闭阀门）在垂直、

水平方向错开布置；

4、排气活门在设计超压下能否自动开启，关闭后与风管法兰

和无缝橡胶密封圈是否贴合严密；

5、排气活门安装的尺寸是否在规范允许范围内（坐标、标高、

平衡锤杆铅垂度）。

3.2.4.4 平战转换封堵构件

平战转换封堵构件检测内容、方法、抽检数量同人防门。

3.2.5 给水排水工程（全数检测）

1、给水(排水)管道管材检查；

2、阀门的安装位置、进出口方向、连接、启闭情况；

3、口部冲洗阀的安装是否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4、防爆地漏的安装（位置、数量、材质、启闭状态）是否满

足设计及规范要求；

5、集水坑的设置是否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位置、尺寸、防

护盖板、排水泵的设置）；

6、给水管水压试验；

7、排水主立管及水平干管管道通球试验；

8、给排水管道进行灌水试验。

3.2.6 通风工程（全数检测）

3.2.6.1 风管及部件安装

1、风管及各部件的规格、型号、材质是否满足设计及规范要

求；

2、风管焊接情况（焊缝是否有烧穿、漏焊、裂缝，咬缝是否

紧密、均匀，有无半咬口、胀裂纵向焊缝是否错开）是否满足设计

及规范要求；

3、各类阀门规格型号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启闭标识是否正确，能否正常启闭；

4、部件组装是否连接牢固，活动件是否灵活可靠、松紧适度；

5、支(吊、托)架的型式、规格、位置、间距及固定应符合设

计及规范要求；

6、风管的安装及法兰连接情况；

7、柔性短管安装检查（松紧适度、有无开裂和扭曲情况、长



度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8、风管、风口安装的允许偏差；

9、压差测量管、放射性取样管、尾气监测管、增压管、气密

测量管的安装位置、安装质量、管材、管径、与风管的连接质量是

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10、风机支座是否牢固，是否有减震措施。

3.2.6.2 滤尘器、过滤吸收器安装（全数检测）

1、各种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额定风量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

2、设备与管道是否能正常连接；

3、过滤吸收器外观情况及安装质量（是否有损伤、碰伤、穿

孔等）；

4、风管法兰焊接外观检查；

5、滤尘器检修口是否满足检修要求。

3.2.7 通风系统测试（全数检测）

1、检查通风系统原理图是否粘贴，粘贴位置是否正确，实际

安装的通风系统与设计原理图是否相符。

2、人民防空地下室通风系统所安装的设备是否能在三种通风

方式（清洁、滤毒、隔绝）中正常切换；

3、测定各通风方式下新风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信号联动测试是否正常（三种通风方式信号、防爆波音响

信号）；

5、进风机房及排风机房的温湿度、噪声、风机转速。

3.2.8 建筑电气安装（全数检测）

1、电缆桥架穿人民防空地下室墙体是否预埋穿管敷设，并做

防护密闭措施；

2、防爆波电缆井的施工情况；

3、人民防空地下室内各种动力配电箱、照明箱、控制箱的安

装方式（是否为挂墙式明装）；

4、接地检测（如第三方检测报告包含每个人防单元的检测数

据且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可不再做检测）；

5、人防供电系统的进户电缆（到战时配电间）是否按设计要

求安装。

3.2.9 防腐与油漆工程（全数检测）



1、喷、涂油漆的漆膜外观质量（是否均匀、有无堆积、皱纹、

气泡、掺杂、混色与漏涂等）；

2、涂料的品种及涂层遍数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3、漆膜的厚度及附着力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3.2.10 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全数检测）

1、工程设备标志：防护防化设备标志、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

标志、给排水、供暖及供油设备标志和电气设备标志等是否满足规

范要求；

2、工程设施标志：内部设施、外部设施等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四、成果提交

检测报告应包含工程概况、检测依据、检测目的、主要使用的

仪器设备、检测工作内容、检测结果、附件资料等。检测报告格式

详见附件。

附件：“****”项目防空地下室质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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