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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黔建建通〔2019〕37 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贵州省装配式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仁怀市、

威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我省装配式建筑发展，保障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黔府办发〔2017〕54 号）要求，结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

装配式建筑规范标准，我厅组织制定了《贵州省装配式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暂行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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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厅建筑业管理处。

附件：贵州省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暂行管理办法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 年３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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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暂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切实有效地加强对装配式

建筑建设过程的管理，保障装配式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根据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等相关规定，针对装配式建筑工程的特点，结合我省实际

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装配式建筑工程是指工厂生产的部品

部件在施工现场装配建造而成的建筑工程。包括装配式钢结构、

装配式木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及装配式混合结构等建筑工程。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装配式建筑建设与监督管理活

动。

第三条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全省装配式建筑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装配式建筑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各市（州）、县（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辖区内装

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装配式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四条 装配式建筑工程采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尚无国家、行业、省、市（州）及团体有关规范标准、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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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组织行业专家进行专项技术论证，并报当地住房城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涉及重大工程的，应按重大工程质量安

全管理规定开展专家论证。

相关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施工方案等技术文件编制时充分

考虑论证意见，建设、监理单位应严格审查论证意见的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图纸送审时应将专家论证意见一并提交施工图审查单

位。

施工单位应按规定编制、论证、审批施工专项方案。

第五条 装配式建筑工程应引入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装配

式建筑工程施工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和质量安全责任可追溯。推

荐采用BIM 技术对装配式建筑工程进行辅助设计及施工模拟。

第六条 建设单位对装配式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负首要责

任。装配式建筑原则上采用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模

式。EPC 总承包单位对工程质量安全负总责,承担设计、部品部件

生产、施工等各方之间的综合管理协同责任。

第七条 装配式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

质量安全责任主体，以及施工图审查、预制构件及建筑部品部件

生产等与工程质量安全相关的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证体

系，依法对工程质量安全负责。

第三章 质量安全责任

第八条 建设单位

（一）建设单位应将装配式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

总承包、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并根据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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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对相应单位的资质、能力、经验进行审查。

（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督

促建设工程参建各方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责任，负责建设工程

各阶段质量安全工作的协调管理，建立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追溯管理体系。

（三）建设单位应委托监理单位对部品部件生产及出厂产品

进行相关质量检查工作（委托监理单位前置监理）。

（四）建设单位应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

送审资料应包含施工图设计文件、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

项审查意见书、装配率计算书、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专项技术

论证意见等。

（五）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套筒灌

浆原材料、套筒灌浆连接接头、预制构件尺寸偏差以及结构关键

受力连接节点等按相关规定进行材料或结构性能检测。

（六）建设单位应根据装配式建筑施工特点，单列装配式建

筑安装措施费，保障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施费用；装配式建筑采

用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缺乏定额等计价依据时，建设单位

在招投标、合同清单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确保合理的费用。

（七）建设单位应组织、督促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构件生

产单位等参建各方建立预制构件验收制度。

1.督促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构件生产单位建立驻厂检验和

施工现场进场验收制度。

2.建立首批验收制度，组织设计、监理、施工、构件生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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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参建各方进行首批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使用。

（八）建设单位应组织、督促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构件生

产单位等参建各方建立装配式建筑工程阶段验收制度。

1.首个装配式建筑标准层结构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

施工、监理对下部结构预留、预埋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标

准层结构施工。

2.首个装配式建筑标准层结构后浇混凝土施工前，建设单位

组织设计、施工、监理、构件生产单位等参建各方对构件安装、

连接点、模板等进行阶段验收。

3.首个装配式建筑标准层结构拆模后，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

监理、施工、构件生产单位等参建各方进行结构验收，对工程设

计、施工进行阶段性总结和改进，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4.装配式建筑结构、内墙板、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等分部分

项工程，建设单位应协调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建立样板间，单

元验收合格后方可拆除。

第九条 设计单位

（一）设计单位应当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装配式建筑

结构类型、装配率计算书、构件种类、节点构造等关键内容，并

编制装配式建筑设计说明专篇，对构件图深化要求以及可能存在

的重大风险提出专项设计要求，装配式建筑构造节点做法应安全

可靠并满足建筑相关性能要求，前期设计应充分考虑构件生产、

运输、安装的可行性和便利性。

（二）设计单位应加强协调建筑、结构、电气、设备、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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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等各专业之间的沟通协作，装配式建筑设计应考虑预制构件

的模具制作、生产、运输、吊装以及安装施工等相关要求；设计

单位应就装配式建筑设计内容向建设、监理、施工、预制构件生

产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对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管理的

要求，包括重要施工节点，如起重吊运、安装就位等过程的安全

保障应提出要求。

（三）设计单位应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验收和阶段验收的首批验收，对构件生产和施工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进行检查。

（四）设计单位应参与装配式建筑专项技术论证、专项施工

方案的论证，并提出专业意见，确保设计原则准确落实。

第十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

（一）施工图审查机构必须按照国家、省、市（州）及团体

有关规范、标准、规定的要求对装配式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

审查；

（二）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预制构件布置、节点连接形式、

保温隔热设计、防水设计、防火设计、构件深化要求、预制率、

装配率等设计装配式建筑质量、安全及使用功能的关键环节进行

重点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三）施工图设计文件采用的设计无国家、省、市（州）及

团体有关规范、标准、规定等相关依据的，应要求建设单位出具

专家专项技术论证意见书并严格审查。

第十一条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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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理单位应当委派有装配式建筑施工或监理经历的总

监工程师，组建项目监理部；根据装配式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

相关规范标准以及监理合同，编制装配式建筑工程专项监理实施

细则，经总监理工程师批准后实施。

（二）监理单位应审核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及施工单位的质量

安全保证体系，审核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和施工安装专项方

案，并加强督促检查实施。监理单位应督促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及

施工单位建立预制构件验收制度和阶段验收制度，并参与各次检

查验收。

（三）项目监理部选派监理工程师进行驻厂检验，预制构件

生产前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检验和见证送检，对预制构件生产过程

的隐蔽工程和检验批进行质量验收；

对于采用套筒灌浆连接工艺时，监理单位应根据灌浆套筒厂

家提供的型式检验报告审查所使用的灌浆料与套筒的匹配性，并

在预制构件制作前和现场灌浆操作前，监督操作人员进行接头强

度工艺性检验；

监理单位应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部品部件进行核验，

审查产品合格证、混凝土强度检验报告、原材料检验报告以及其

他重要检验报告等，并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

（四）监理单位应当核查施工管理人员及部品部件连接作业

人员的培训情况；组织施工单位、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对进入施工

现场的预制构件进行质量验收，对部品部件施工安装过程的隐蔽

工程和检验批进行质量验收，从过程控制、试验检测、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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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对关键部位进行重点监督，并采取工艺检验、记录影像

资料和监理全过程旁站等监督措施。

（五）监理单位应对首段装配结构与其下部现浇结构连接、

结构关键受力连接节点等关键工序、关键部位实施旁站；对外围

护部品部件密封防水施工进行重点巡视。

（六）监理单位必须逐层核查施工单位是否按装配式建筑施

工图设计文件、装配式建筑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未按要求进

行施工的，监理单位应签发监理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

整改则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和有关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监理单位发现装配式建筑存在质量安全事故隐患的，应责令

整改；情况严重的，应责令暂时停止施工；拒不整改的或不停止

施工的，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和有关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

（一）施工单位应根据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建立健全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施工质量安全控制和检验制度等，落实质量安全责任

制。负责落实装配式建筑各次预制构件验收、阶段验收。

（二）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配合部品部件生产单

位进行节点连接构造及水、电、装修集成等深化设计。

（三）对于采用装配式模板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单位应进行装配式模板深化设计，提前完成模拟安装，并编制装

配式模板施工方案，经监理审批后实施。

施工单位应加强模板工程质量安全控制，对模板及其支架进

行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计算，并在现场设工具式模板拼装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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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编制的预制构件生产、

运输方案进行审核确认，并配合监理单位实施预制构件生产过程

的驻厂监理。

（五）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的场内运输、存放、安装，以

及外围护接缝处密封防水、机电管线安装、装配式内墙板安装、

集成式卫生间安装、装修施工、穿插流水施工工序等关键工程编

制专项施工方案，按程序审批，并严格按照施工图和专项施工方

案组织施工。

装配式专项施工方案应制定有针对性的质量安全控制措施。

质量控制措施应包括构件进场检查、吊装、定位校准、节点连接、

防水、混凝土现浇、机具设备配置、首件样板验收等方面的要求；

安全控制措施应包括预制构件堆放、吊装、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

作业辅助设施的搭设、构件安装临时支撑体系的搭设等方面的要求。

（六）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的质量负主要监督责任，应会

同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监理单位对进场构件进行质量验收，核查

构件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资料、隐蔽记录、合格证明材料、外观、

尺寸偏差以及预留预埋等相关内容。

（七）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安装、灌浆、预埋等作业人员

经施工单位培训后上岗，应安排质检员对安装、灌浆、后浇筑作

业进行旁站监管，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并形成可追溯的文档记

录及影像记录资料；施工单位应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进行全程

摄像，影像资料应进行统一编号、存档。

（八）施工单位应对构件吊装进行施工验算，每次吊装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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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均应检查吊装钢丝绳、吊具、吊装预埋件，发现问题立即更

换。非吊装作业人员应撤离吊装区域，并配备足够的吊装作业指

挥人员，在项目经理签发吊装令后方可吊装。正式吊装作业前，

应先试吊，确认可靠后，方可进行正式吊装作业。

（九）部品部件安装就位后的临时固定措施应保证其处于安

全状态。在部品部件连接接头未达到设计工作状态或未形成稳定

结构体系前，不得拆除部品部件的临时固定措施。

第十三条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

（一）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对生产的部品部件质量负责，应

建立原材料质量检验、技术交底、部品部件生产、出厂检验等环

节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可追溯的质量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完善

质量保证体系，积极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二）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和施工单位对节点

连接构造及水、电、装修集成等要求进行深化设计，并将深化设

计文件报施工单位。

（三）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进行深化设计，编

制部品部件生产方案，明确技术质量保障措施，包括生产计划、

材料要求、生产工艺、质量安全保障措施、运输方案及成品保护

措施等内容，报送施工单位，经监理单位批准后实施，并配合施

工单位完成预制构件的吊装施工。

（四）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配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开展相

关质量安全检查工作。参加各次预制构件验收、阶段验收。

（五）部品部件生产单位的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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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标准要求，并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督管理。

（六）部品部件生产单位除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外，还应

出具“部品部件质量法定代表人终身责任承诺书”。

第十四条 检测单位

（一）检测单位应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严格按照有关工程

建设标准和规范，对装配式建筑进行检测；暂无规范标准依据的，

应以保证装配式建筑结构安全为原则制定检测方案；

（二）检测单位应加强公司管理体系建设，制定装配式建筑

检测工作规则。现场检测标识应准确、完整、清晰，并有可追溯

的检测过程影像资料；

（三）当遇到下列情形之一时，要对装配式建筑进行第三方

检测：涉及主体结构工程质量的材料、构件以及连接的检验数量

不足；材料与部品部件的驻厂检验或进场检验缺失，或对其检验

结果存在争议；对施工质量的抽样检测结果达不到设计要求或施

工验收规范要求；对施工质量有争议；发生工程质量事故，需要

分析事故原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合同规定需进行第三

方检测。

第四章 工程验收

第十五条 装配式建筑主体结构验收可根据装配式建筑施工

特点分段分层进行，分段分层内主体结构验收合格后，可进行机

电设备安装和装饰装修的后续工作。

第十六条 装配式建筑工程验收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GB5030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13 —

（GB5020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JGJ1）、《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JGJ355）、《装

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技术标

准》（GB/T51231）、《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2）、

《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GJ/T408)等现行国家、行业、地方相

关规范标准进行验收。

装配式内墙板工程验收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执行。

第十七条 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

基础上，按照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进行。分部(子

分部)工程中分项工程划分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规定执行。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等与预制构件

同步生产的，应将同步生产内容单设检验批，在预制构件验收前

进行检查验收。

第十八条 当预制构件生产单位与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在不

同地区时，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可就近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

材料送检和预制构件性能试验，但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督按属地

管理原则，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第十九条 整体卫浴按工程产品进行验收，由生产厂家出具

产品合格证和质量保证书，对产品质量和防水负责。整体卫浴必

须采用整体防水底盘和配套的给排水系统，卫生间地面、墙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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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附加防水层设计和施工。集成式卫生间安装完成后必须进

行闭水试验，确保无渗漏。

第二十条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应按现

行相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处理。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要求，重点对涉及工程结构安全、使用功

能、环境影响的工程实体部位和施工行为加强抽查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

对项目责任主体的质量安全行为进行抽查，工程质量验收、竣工

验收备案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和规定要求。

第二十三条 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

工程施工准备阶段应重点抽查方案审批、论证程序；在工程施工

阶段应重点对主要原材料、部品部件、节点连接质量安全等进行

监督抽查。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9 年5 月1 日起实施。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9 年３月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