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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苏建建管〔2017〕625 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装配式混
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 

文本）》和《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实施细则 
（标准化格式文本）》的通知 

 

各设区市建设局（委），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昆山市、

泰兴市、沭阳县建设局： 

为了提高监理规范化管理水平，提升监理现场的工作质量，我

厅组织编制了《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实施细则（标准

化格式文本）》和《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实施

细则（标准化格式文本）》，现予印发，供全省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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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实施细则 

（标准化格式文本） 

2. 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部品部件吊装监理 

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文本）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年12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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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监理实施细则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 
 

内容提要： 

专业工程特点 

监理工作流程 

监理工作要点 

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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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监理工程师（签字、执业印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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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实施细则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概况 

（注：本细则未包含驻厂(场)监理部分，项目监理机构如驻厂(场)监理需另行编制相关

细则。） 

1.1 工程概况： 

                      本工程基本情况简介表                       表 1.1 

1.1 建筑面积、层数、高度、

结构类型、工程地址等 
 

1.2 建设单位  

1.3 设计单位  

1.4 监理单位  

1.5 施工单位  

1.6 预制生产单位  

1.7   

 
1.2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概况                                   

（如：装配式结构在本工程应用的范围，装配式结构的预制率和装配率，装配式结构连

接方式等。） 

 
1.3 本工程装配式结构部品部件类型统计 

                         本工程部品部件类型统计表                 表 1.2 

部品部件统计 

构件种类 规  格 每层数量 每块最大重量 

梁（叠合梁）    

板（叠合板）    

柱    

墙    

楼梯梯段    

悬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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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的重点、难点 

2.1 部品部件进场验收的重点和难点                             

2.2 部品部件吊装的重点和难点                                 

2.3 部品部件连接施工的重点和难点                             

2.4 装配式结构防水施工的重点和难点                           

2.5 装配式结构后浇混凝土施工的重点和难点                     

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工作依据 

3.1 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深化设计文件 

3.2 本工程相关合同文件、协议等资料 

3.3 本工程《监理规划》 

3.4 经批准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 

3.5 适用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的相关现行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及图集 

适用本工程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及图集（不限于）      表 3.1 

序号 名        称 编    号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71 号 

2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程》 GB50231-2009 

3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50448-2015 

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231-2016 

6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装配整体式框架（世构体系）技术规程》 JG/T006-2005 

7 《预制混凝土装配整体式框架（润泰体系）技术规程》 JG/T034-2009 

8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196-2010 

9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 

10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276-2012 

11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 JG.T398-2012 

12 《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  JGT408-2013 

13 《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 JGJ300-2013 

1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 

15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JGJ3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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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编    号 

16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JGJ80-2016 

17 《装配式混凝土连接节点构造图集》 15G310-1，2 

18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住宅建筑设计示例(剪力墙结构) 》  15J939-1 

19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 DGJ/TJ125-2016 

20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装配整体式结构技术规程》 DGJ/TJ199-2016 

21 《装配式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DGJ32/J184-2016 

22   

3.6  其他依据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技术导则》 

《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苏政发

〔2014〕111 号）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监理规程》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

通知》（苏建质安〔2016〕664 号）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控制要点》（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2017〕

第 8号） 

《江苏省装配式建筑（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审查导则（试行）》（苏建函科〔2016〕

565 号） 

4  项目监理部组织机构 

4.1 项目监理部组织机构框图：（示意，框图中可添加人员姓名） 

 

 

 

 

图 4.1  项目监理部组织机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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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监理部人员分工及职责 

5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工作流程 

5.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总程序（示例） 

 

图 5.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程序框图 

 

定位、测量放线 

墙柱等竖向构件吊装，临时支撑固定 部品部件进场验收 

退场处理 
竖向构件节点连接 

竖向连接验收

技术处理 

临时支撑架搭设 

梁、板等水平构件吊装 

钢筋绑扎，水电预埋安装

连接施工、防水施工

后浇混凝土施工 

隐蔽工程验收 

审查施工资质及人员资格 
审核装配式结构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方案 

监理资料整理 

整改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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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工复测、控制测量监理工作流程 

5.3 工程材料、部品部件进场报审流程 

5.4 施工机械设备进场报审流程 

5.5 部品部件吊装监理流程 

5.6 连接及防水施工检查验收流程 

5.7 工序及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流程 

5.8 检验批及分项、分部工程检查验收流程 

5.9 

6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工作要点及目标值 

6.1 本工程装配式主体结构监理目标 

根据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合同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本装配式主体结构的

质量目标确定为            ，安全目标确定为            ，进度目标确定

为                。 

6.2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主体结构监理质量控制点 

根据国家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规定，结合本工程装配式主体结构的实施内容及特点，

确定本工程装配式主体结构各施工阶段监理质量控制点。 

 

序号 装配式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质量控制点 

1 部品部件进场验收  

2 部品部件吊装  

3 部品部件临时支撑  

4 装配式结构连接施工  

5 装配式结构防水施工  

6 后浇混凝土施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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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主体结构各分项工程监理控制目标值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1 部品部件进场质量检查与验收  

2 部品部件安装质量检查与验收  

3 装配式结构连接质量检查与验收  

4 装配式结构防水质量检查与验收  

5 后浇混凝土质量检查与验收  

6 其他  

7   

7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 

7.1 部品部件进场检查监理工作方法                                         

（如审查进场部品部件出厂合格证、质量保证资料；复核进场部品部件的标识和尺

寸偏差、检查外观缺陷，不合格部品部件不得进场使用。） 

7.2 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工作方法                                              

（审核装配式结构吊装专项施工方案、审查承包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安全保证体

系、部品部件吊装首件验收制度、核查施工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核查吊装

前的安全技术交底、核查吊装机械设备的安检证明、复核装配式结构安装测量控制线，

对特殊、重大部品部件吊装实施旁站监理等。） 

7.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连接（钢筋、构件、单元房等）施工监理工作方法 

（装配式结构连接可能采用焊接连接、螺栓连接、套筒灌浆连接、浆锚连接、后浇

混凝土连接等方式。本工程采用的连接方式                    ，该连接方式监理控

制要点           。检查连接首件验收制度。对连接施工可采用巡视、平行检验等方

法进行监理，对特殊、重大部品部件连接实施旁站监理。） 

7.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后浇混凝土施工监理工作方法 

（检查结合面的粗糙度、复核叠合构件的下部支撑系统，对后浇混凝土浇筑进行旁

站监理等。） 

7.5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防水施工监理工作方法 

（检查防水材料质量保证资料、复核嵌缝防水材料的检测报告、防水构造及防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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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是否符合设计规范和施工方案要求，见证淋水试验等。） 

7.6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的监理措施 

1、实施首段样板施工验收制                                       

2、巡视检查内容                                                

（现场吊装作业情况，如吊装机械的安全状况，施工顺序、施工方法，临时支撑的

设置，构件钢筋的机械连接、后浇混凝土的浇筑、防水构造施工情况；现场安全防护、

文明施工情况；项目监理部巡视检查情况；有无违章作业和质量安全问题，监理处理情

况，施工单位整改情况；巡视检查过程和结果应记录于监理日志。） 

3、平行检验 

对材料设备的验收，对重要工序的验收、对隐蔽工程的验收按规定实施平行检验。 

4、旁站监理 

1）对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质量，实施现场旁站并作好记录。 

2）旁站内容，包括主要施工机械、材料配备，施工质检人员到岗、特殊工种人员持证

情况；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是否按（专项）施工方案及工程建设标准执行情况。 

3）装配式混凝土主体结构施工的旁站范围：特殊、重要部品部件的吊装过程；工具式

脚手架的安装和拆除施工；钢筋连接灌浆施工；后浇筑混凝土施工；防水构造施工等。 

5、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理方法： 

对装配式混凝土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质量问题及安全问题，监理采用监理通知单、备忘

录、停工令等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并及时报告业主；必要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 

6、现场协调方式：                                                   

（如监理例会、组织协调会、专题会议等。） 

7、其他监理措施：                                                   

（如经济措施及合同措施。） 

8  装配式混凝土主体结构施工子分部（或分部）工程验收 

8.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分项工程施工质量全部验收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并符合要求； 

3）观感质量验收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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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体检测、结构性能检测、有关安全和功能检测满足设计及标准要求。 

8.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涉及防雷、装饰、保温、防水、防火等性能要求应符合设计及

有关技术标准规定。 

8.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分部（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 项目监理机构应编制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并提交建设单位。 

9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安全管理  

9.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主要危险源见下表：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主要危险源分析 

施工内容 危险源 可能导致的事故 备  注 

部品部件堆放    

运输作业    

吊装作业    

临时支撑    

临边防护    

高处作业    

 

9.2 部品部件安装施工主要安全管理措施 

1、部品部件卸车与堆放安全措施                                    

2、部品部件吊装施工安全措施                                      

3、装配式结构安装(连接、防水等)施工的安全措施                                     

4、                                                             

9.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全监理主要方法                                  

（如：审核施工单位安全专项方案、配备专职安全监理、核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技术

交底，对危险性较大工程施工采取巡视、旁站等措施，发现安全隐患采用安全类通知单、

备忘录、停工令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向建设单位汇报，必要时向

政府主管部门汇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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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实施细则 

1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工程概况 

1.1 工程概况： 

本项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相关内容，装配式主体结构形式、部品部件的基本情况，

装配式结构在本项目中应用的范围，预制率、装配率等。 

1.2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工程概况：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部品部件类型表 

部品部件 
类型 

标准层数量 
（块） 

其他层数量
（块） 

单件最大重量 
（吨） 

截面 
大小 

混凝土强
度等级 

总数量 
（块） 

柱        

梁(叠合梁)        

板(叠合板)        

楼梯        

悬挑梁、板        

剪力墙       

外墙、隔墙        

女儿墙       

本工程标准层部品部件分布图：（根据工程情况绘制） 

2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重难点 

2.1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的重点：                                      

如装配式结构种类多、数量多、工期紧、单件吊重大。 

2.2 本工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的难点：                                     

如塔吊配重不够、场地狭窄、吊装场地地质条件差、定位要求高、吊装机械作业面

小视野差、临时支撑复杂等。 

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监理工作依据 

3.1 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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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工程相关合同、协议等资料 

3.3 本工程《监理规划》 

3.4 经批准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 

3.5 本工程适用的部品部件吊装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 

              装配式部品部件吊装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表           表 3.1 

序号 名        称 编号 

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程》 GB50231-2009 
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3 《建筑施工临时支撑结构技术规范》 JGJ300-2013 

4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 

5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196-2010 

6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276-2012 

7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 

8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程》 JGJ80-2016 

9 《装配式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DGJ32/J184-2016 

10   

3.6  其他依据：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

通知》（苏建质安〔2016〕664 号）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控制要点》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第8号  

4 项目监理部组织机构 

4.1 项目监理部组织机构框图：（示意，框图中可添加人员姓名） 

 

  

 

 

图4.1 项目监理部组织机构框图 

4.2 项目监理部人员职责 

 

   



5 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工作流程 

5.1 部品部件吊装施工阶段监理程序： 

 

 

 

 

 

 

 

 

 

 

 

 

 

 

 

 

 

 

 

 

 

 

 

5.2 吊装施工机械设备安装、使用、拆除报审流程 

 审核吊装专项施工方案 

复核吊装机械与吊具，复核

吊装特种作业人员证件 
检查部品部件临时支撑

预埋件或连接件设置 
复核部品部件定位放线 

部品部件试吊 

部品部件首件吊装 
监理旁站 

检查部品部件临时支撑 

部品部件吊装完成，成品保护 

部品部件吊装校正 

部品部件正式吊装 
监理巡查或旁站 

部品部件进场验收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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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拆除 

施工单位吊装设备进场报审 

监理工程师审查： 
1、 吊装设备安装方案 
2、 吊装设备选型是否符合方案要求 
3、 吊装设备安装单位资质及人员资格是否符

合要求 
4、 吊装设备产品合格证等质保资料是否齐全

同意安装 

监理工程师审查： 
1、 吊装设备自检与专业检测单位的检测、复试 
2、 吊装设备操作人员上岗证是否符合要求 
3、 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登记证明 
4、 设备操作和维护保养管理制度 

同意使用 

监理工程师审查： 

1、 吊装设备拆除施工方案 

2、 吊装设备拆除单位资质及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要求 

补充 

整改 

符合要求

安装完成 

符合要求 

使用完成 

符合要求

否

否

 

图5.2  吊装施工机械设备安装、使用、拆除报审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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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吊装监理工作控制要点及目标值 

6.1 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合同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本工程部品部件吊装的质量目标

确定为              ，安全目标确定为               ，进度目标确定

为                。 

6.2 本工程部品部件吊装监理控制要点 

本工程部品部件吊装监理控制要点汇总表 

序  号 项    目 控   制   点 

 

6.3 部品部件、吊装设备进场检查验收 

6.3.1 部品部件进场检查验收：                                               

6.3.2 部品部件吊装设备进场验收：                                           

6.4 部品部件吊装专项方案审查的监理要点 

如吊装专项方案是否已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吊装专项方案是否含吊装机

械、吊具的复核验算；需要专家论证的专项方案是否进行了专家论证；部品部件施工场

地堆放和驳运道路总平面布置、吊装机械选型和平面布置、部品部件吊装流程、施工测

量定位、吊装的临时支撑设置、质量和安全保证技术措施等。 

6.5 部品部件吊装过程监理巡视检查的要点 

如检查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到岗情况、特殊工种人员持证情况以及施工机械、部

品部件准备，吊具及部品部件的吊点是否与方案相符；首件部品部件试吊情况；关键部

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是否按吊装专项方案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 

6.6 部品部件吊装临时支撑设置监理控制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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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部品部件吊装的临时支撑和拉结，应保证施工过程结构部品部件具有足够的承载

力和刚度, 并应保证单个部品部件及整体结构稳定性；临时支撑的拆除应符合设计和施

工方案要求。 

7 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 

7.1 审查内容：                                                            

如审查施工单位上报的部品部件吊装专项施工方案，需专家论证的是否组织论证并

按论证意见修改完善；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进场部品部件合格证或质保书；重点审查吊

装专项方案中的技术可行性，安全措施的针对性、完整性以及方案中工况条件是否与工

程实际情况一致。 

7.2 复核内容：                                                            

审查施工单位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吊装机械检测合格证、吊装操作人员上岗证

等；复核吊装机械施吊位置的地耐力、复核部品部件吊装位置的坐标、标高，复核吊点

与支撑点是否与设计一致；复核部品部件的规格型号是否与图纸一致。 

7.3 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理方法：                                              

对部品部件未经监理人员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吊装机械操作人员上岗证不符合要求或施

工未按经批准的专项吊装方案实施等质量、安全问题，监理工程师应及时下发监理通知单、

备忘录、停工令等要求施工单位整改并报告建设单位，必要时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7.4 旁站、巡视 

重点巡视内容：                                                       

如主要施工机械、材料、人员配备情况；首件部品部件试吊情况；吊装作业、临时

支撑与方案符合情况；配套施工、后续施工情况等。 

吊装旁站主要范围：                                                    

如特殊、重大部品部件吊装，检查主要施工机械、材料、人员情况；关键部位、关

键工序施工是否按（专项）施工方案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 

7.5 现场协调方式：                                                        

如吊装现场协调会、监理例会、吊装安全专题会、吊装质量及安全技术交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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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部品部件吊装施工安全管理  

8.1 吊装安全风险分析及安全隐患排查                                         

8.2 吊装施工监理安全管理主要工作和措施： 

1、审核部品部件吊装专项方案 

2、核查施工单位安保体系是否有效运行，核查施工单位安全技术交底 

3、监理日常巡视、旁站，特别关注吊装作业、临时支撑与方案符合情况，做好吊

装安全的监理日志 

4、监理发现吊装安全隐患应采用安全类通知单、备忘录、停工令要求施工单位整

改并进行复查，向建设单位汇报，必要时向政府部门汇报等措施，使吊装安全隐患及时

消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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