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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墙观感质量欠佳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一



1  板面不平整

 主要表现在：
  1） 面板不平整；
  2） 立面改造凌乱不堪。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一

（一）幕墙观感质量欠佳



1

2  装饰线条垂直度不好

石材竖
向装饰
线条垂
直度不
满足规
范。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一

（一）幕墙观感质量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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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幕墙表面污染严重

  1）石材表面防水未做，污染严重；
  2）幕墙板面未做清洁。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一

（一）幕墙观感质量欠佳



4.幕墙面板破损

1） 玻璃破损；
2） 石材板块脱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一

（一）幕墙观感质量欠佳



5  幕墙底部收口不密实

1） 外部专业工
程未与幕墙底部
封闭；

2） 地面不均匀
沉降。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一

（一）幕墙观感质量欠佳



二.玻璃幕墙存在的质量问题

二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



1.铝合金横梁和立柱连接螺钉外露

1） 设计原因所致，未体现幕墙技术的先进性，影响观感质量。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2 玻璃与铝合金横梁间双面胶条脱落

1）双面胶贴或三元乙丙胶条脱落，安装质量导致。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3 铝合金副框与横梁及立柱间安装空隙过大

 这是普遍的现象，几乎在每个工程中均存在此现象。引起的
因素主要有加工、制作安装等，表现在副框与横梁、立柱平整
度不好或空隙过大等。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4 铝合金横梁及立柱间密封胶霉变

    幕墙施工中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归罪于胶厂，这是不够全面的。在胶的
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往往由于胶垫、连接螺栓和胶的相互关系而导致密封胶出现霉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5 铝合金横梁及立柱间未设置垫片

幕墙工程中，不同种金属间接触应采取相应的防
电偶腐蚀的措施。采用的主要方法有两种：    

   a.衬垫三元乙丙橡胶垫；
   b.预留空隙，打注硅酮耐候密封胶。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6 铝合金横梁侧翻

1） 设计及安装质量导致，连接螺栓安装位置错误，与幕墙玻璃自重产生的原因关系不大。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7 铝合金线条安装误差过大

1） 未考虑线条在温度作用下的伸缩，或连接位置考虑伸缩余量不够。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8 铝合金横梁盖板缺失

1） 多发生在相对隐蔽的位置，或盖板与横梁
配合间隙误差较大所致。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9 幕墙玻璃未钢化

1） 玻璃破损裂纹显示，玻璃未进行钢化处理，半钢化也未进行。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10 铝合金压板与玻璃未衬胶条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11 中空玻璃雾变

1.玻璃清洗。玻璃清洗是中空玻璃制造的一环，是保证中空玻
璃密封的重要环节之一.
2.干燥剂的选择。干燥剂的作用主要是吸附空气层内密封的水
分、挥发性有机溶剂和中空玻璃寿命期内吸附在空气层内的水
汽.
3.双道中空密封胶的选用。中空玻璃的边缘密封失败，意味着
窗户会失去原有的功能。
4.双道中空玻璃的涂敷-合片-涂胶。合板是制作两道中空玻璃
中间的一环，合片前的丁基密封胶的涂抹，决定着中空玻璃产
品的综合品质。
5.双道中空玻璃的存储。制成的双道中空玻璃需要一周左右的
停放时间，便于两道中空玻璃的密封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化学
粘合，达到优质的密封状态。
6.中空玻璃的装配。在装配中空玻璃时需要进行相应的相容性
试验，选择中空玻璃密封胶相容的配套密封材料，最好选择同
一厂家的密封材料，从而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去除中空玻璃的结雾现象，需要依靠中空玻璃生产的各个环节，需要严密监视整个生产过
程，根除不合格的产品。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12 铝合金压块布置间距不满足要求

   1） 隐框和半隐框玻璃幕墙铝合金压块布置间距由设计
确定，一般压块宜进行通长布置；间断布置距离宜不超过
350mm。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13 倾斜式隐框玻璃幕墙未采用机械防坠落措施

    1） 幕墙倾斜角度超过15度，应按采光顶进行设计。玻璃不但要采用夹胶玻璃，还
应设计采用防脱落的机械连接措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14 夹胶玻璃出现脱胶、起泡现象

    3.按照《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2015第8.2.3条规定：
夹胶玻璃应进行封边处理。

1.气泡

（1）玻璃表面平整度差---胶片厚度大于两块玻璃
重叠变形尺度；
（2）胶片没有完全熔化---提高箱内温度或延长保
温时间；
（3）过早停止抽真空---温度降到50℃以下才可停
止抽真空；
（4）真空袋漏气---更换硅胶袋，保障真空泵运行，
使真空度达到0.090Mpa。

2.脱胶

（1）加工温度或保温时间不够---按工艺要求加工；
（2）玻璃表面不干净---清洁玻璃表面污垢；
（3）胶片失效---确保胶片在有效期使用，开封后尽快用完。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15  玻璃幕墙水密性欠佳

产生原因：

（1）未按等压原理进行设计；
（2）玻璃表面封堵不严；
（3）立柱出屋面部位上盖板未封堵或封堵不严密。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二

（二）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三. 幕墙开启扇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1.幕墙开启扇开启角度过大，未有限位装置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1） 按照《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相关规定：开启扇开启角度不大于30度，且开启
距离不大于300mm；
    2） 依据住建部“建标[2015]38号文”及部分地方住建部门下发文件规定：开启扇应设置防坠落措
施。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1.幕墙开启扇开启角度过大，未有限位装置



2.幕墙开启扇中空玻璃大小片

中空玻璃大小片现象在多个工程中出现过，表现在两点：
    一是：中空玻璃内、外片大小存在差别；
    二是：开启扇铝合金副框和中空玻璃结构胶没有贯通，若内片玻璃破损，则
外片玻璃有脱落的危险。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其一：中空玻璃内、外片大小不一。主要外片玻璃悬挑于外，其受荷载作用情况复杂，构造处
理不当，易导致玻璃破损，影响安全；

    其二：中空玻璃与铝合金副框间结构胶和中空玻璃结构胶四边不重合。内片玻璃万一发生自爆，
外片自动脱落，影响安全。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2.幕墙开启扇中空玻璃大小片



结构胶四边不重合
结构胶虽四边不重合，但有铝合金
包边，兼做托条，满足要求。

2.1  中空玻璃四边大小片的表现形式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其一：中装协〔2016〕89号文---“关于印发《关于淘汰建筑幕墙落后产品和技术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中第七条：玻璃幕墙严禁采用四边大小片中空玻璃构造。明确指出：
2018年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参评项目，凡采用指导意见技术与产品的，一律取消参评资
格。 

    其二：中装协2015年发布的---“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幕墙类）复查记录规范化指
导意见”中第五条判定幕墙存在安全隐患的：玻璃幕墙整体采用大小片。

    后果：幕墙存在安全隐患；2018年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参评项目，凡采用指导意见
技术与产品的，一律取消参评资格。 

2.2  中空玻璃四边大小片安全隐患判定依据

     其一：若玻璃幕墙整体存在大小片，几乎无法整改，取消优质工程申报。

     其二：若仅开启扇存在大小片，采取加托条或包边框形式加以解决。整改完毕，可
以申报。

2.3  中空玻璃四边大小片整改方法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3.隐框、半隐框玻璃幕墙开启扇底部未设托条

    隐框及半隐框玻璃幕墙开启扇未加底部托条，尤其是隐框玻璃幕墙开启扇未加底部
托条，易导致结构胶长期受载，存在较大的危险因素。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现行《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第5.6.6条规定：隐框或横向半隐框玻璃幕墙，每块玻璃
的下端宜设置两个铝合金或不锈钢托条，托条应能承受该分格玻璃的重力荷载作用，且其长度不应小于
100mm、厚度不应小于2mm，高度不应超出玻璃外表面。托条上应设置衬垫。

    修订《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在报批稿中做了如下修改（红色对应处）：第5.6.6条规定：
隐框或横向半隐框玻璃幕墙，每块玻璃的下端应设置不少于两个铝合金或不锈钢托条，托条和玻璃面板水
平支承构件之间应可靠连接。托条应能承受该分格玻璃的重力荷载设计值。托条长度不应小于100mm、厚
度不应小于2mm。托条上宜设置衬垫。中空玻璃的托条应托住外片玻璃。

托条

包边框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3.1. 加托条的依据



    不加托条，如果结构胶的质量及真伪得不到保证和鉴别，如果玻璃粘结铝合金副框的结构胶宽
度和厚度得不到保证，如果在中空玻璃采购时，中空玻璃结构胶未经计算或未采用，真如“玻璃炸
弹”，悬在头上，不知哪天会爆，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虽加托条，但中空玻
璃未用结构胶

横隐玻璃，未用托条

     其一：玻璃板块脱落，轻则损物，重则伤人，会引发社会舆论，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其二：存在安全隐患，不能申报幕墙优质工程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3.2 不加托条的后果



后加托条，与铝合金
副框机械固定

后加托条，与铝合金副框
结构胶固定，形同虚设

    其一：托条材质、截面尺寸必须满足规范要求；

    其二：补加的托条必须与铝合金横梁或副框有可靠的机械连接，不能只靠采用结构胶粘结。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3.3 没加托条如何处理?  补加。



4. 幕墙开启扇胶条不交圈

4.1 表现

    a.胶条转折处伸缩量不够，未预留伸缩量；b.转折处未进行热焊接或其它连接措施；c.胶
条规格、材质选择错误。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4.3 解决方法
     a.胶水粘结（粘结处易开裂）;b.摸压拐角连接；
c.注射拐角焊接；

4.2 产生后果
     a.关闭不到位，窗户弹扇且有缝隙; b.水密、气密、隔声及节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c.漏水，窗胶条拐角处易积灰尘；d.影响窗体美观。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试验方法：
    可在窗扇间夹上一张A4纸，再将窗扇完全关闭。如A4纸能轻易抽出，则说明
该窗气密性很差。

4.4 如何在现场检查开启扇的密闭性？

抽纸试验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5. 幕墙开启扇滑撑选材不当

    由于选材不当，开启扇的滑撑等配件个别工程项目出现了锈蚀现象，影响了使用安
全。个别工程还存在执手松动，由此导致开启窗开启不灵活等现象。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执手

风撑 风撑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6. 幕墙开启扇滑撑、执手脱落



风撑连接螺栓

风撑执手

    由于选材不当，开启扇的滑撑等配件个别工程项目出现了锈蚀现象，影响了使用安全。个别工
程还存在执手松动，由此导致开启窗开启不灵活等现象。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6. 幕墙开启扇滑撑、执手脱落



7. 开启扇组角处空隙过大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8. 七层及以上建筑采用外平开开启扇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版）第10.4.2条的规定：“高
层建筑不应采用外平开窗。当采用外平开或推拉窗时，应有加强牢固窗扇、防
脱落的措施。”
    《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第一批）公告》
（建设部公告第659号）第13项“断热铝型材中空玻璃平开窗”,其适用范围为：
“房屋建筑，其中外平开窗仅适用于多层建筑” 。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9. 室内隔墙与开启扇位置矛盾

    不但导致开启窗开启不方便，也导致一块玻璃横跨两个防火分区，是设计大忌，必须严格禁止。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10. 幕墙开启扇面积过大

   上海、江苏、浙江、深圳等地出台文件规定：

玻璃幕墙开启扇单扇面积不宜大于1.5m2且不应

大于2.0m2，且应采用防止开启扇脱落的有效措

施。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11. 幕墙开启未设风撑

    开启扇未设风撑，易导致开启角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但应设置风撑，还应设置防坠落措
施。

（三）玻璃开启扇质量通病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三



四.石材幕墙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1.石材幕墙采用蝶型挂件

    蝶型挂件是T型挂件的一种，按照《干挂饰
面石材及真金属挂件 第2部分：金属挂件》JB 
830.2-2005相关规定，已禁止使用使用。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2.石材幕墙采用T型挂件

    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出台文件已经禁止T型挂件使用，中装协也发文禁止采用，但执行
GB/T21086还不够彻底，仍在使用。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震动台实验证明，采用T型挂件的
石材幕墙面板多在挂件处发生破损。

    存在缺陷：

        不利于更换石材面板。

        抗震性能不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危险!!!

    使用T型挂件，若选材不当，未考虑主体结构的伸缩和沉降，极易导致石材面板破损，
脱落，产生安全隐患。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3.石材幕墙采用背挑挂件

为什么要禁止采用背挑挂件？

危险!!!

    镇江市某行政中心项目，石材板块从天而降，砸到岗亭，
辛亏保安不在，否则极易出大事。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武汉市某项目，采用斜插式挂件和蝴蝶
挂件，石材板块从天而降，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

斜插式挂件

斜插式挂件

危险!!!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北京市某项目，顶部女儿墙石材幕墙采用斜插式
挂件，石材板块从天而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危险!!!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危险!!!

    女儿墙位置常见使用斜挑挂件，由于其竖向运动未进行限制，设计和施工不当，
极易造成石材面板脱落现象。

    今年来，上海、苏州、北京、济宁多次发生石材脱落伤人事件，给社会造成很
大的不良影响。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4.石材幕墙使用云石胶

    石材幕墙使用云石胶是普遍现象，屡禁不止；或使用环氧树脂胶，未及时清理干净，
固化后，清理及其困难。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5.开放式石材幕墙不宜使用短槽构造

    开放式石材幕
墙推荐使用背栓构
造。采用T型挂件、
SE挂件，会导致石
材从槽口脱钩，轻
者影响观感质量，
重者会导致石材面
板脱落，产生安全
隐患。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6. 石材面板采用胶粘结

    采用胶粘结石材面板，未采用任何机械连接措施，极易产生石材面板脱落，必须严
格禁止。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7. 石材面板加工工艺错误

    杜绝条形石材错缝安装产生凸凹现象，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增加石材厚度；
    （2）正反两面采取相同的表面处理措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8. 石材面板未做六面防水

    石材未进行六面防水，雨后石材面
板宜渗水；近地面石材反潮现象较为严
重，影响观感。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9. 石材面板采用条石胶粘结挂件

    内装石材常用做法，必须在室外石
材幕墙干挂上严格禁止。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10. 石材面板未采用机械连接措施

    压顶石材、近地面石材采用未采用任何连接措施，板块变形，宜走位、脱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11. 石材幕墙面板挂件处断裂

    蝶形挂件、T型挂件、斜挑
挂件干挂形式易发质量通病。若
石材开槽误差较大、安装不合适，
易导致此类现象发生。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12. 石材幕墙面板胶污染

    石材幕墙应选用石材专用密封胶。密封胶选择不当，硅油含量高，由于石材质地松撒等原因，
容易发生硅油渗透，产生硅油污染。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13. 石材幕墙采用湿贴工艺

    由于石材内部存在孔洞、缝隙、毛细孔等缺
陷，给水的进入提供了通道。
    水进入石材，有时会产生凝胶，形成水斑，
施工时或施工后，水溶解水泥形成碱性饱和溶液，
渗入石材，并从表面渗出，水蒸发，留下碱，形
成碱斑。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14. 转角石材采用钢销连接

    附加石材采用钢销钉连接，
经过几个冻融循环后，易发生石
材脱落事故。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15. 反吊石材脱落

    反吊石材，又称“吊顶石材” ，内装上称为“过顶石”，必须采取二次防坠落措施，或采用
防石材氟碳喷涂铝板，确保安全。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四 （四）石材幕墙质量通病



五.铝板幕墙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五



1. 铝板未与龙骨进行可靠连接

    铝板下单错误，横梁与铝板未
进行连接，四边简支板变成两边简
支板，承载性能大打折扣。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五 （五）铝板幕墙质量通病



2. 铝板背衬保温棉固定不当脱落

    铝板与吸音（保
温）棉固定不宜采用
岩棉钉，否则铝板表
面温度过高容易造成
岩棉钉脱落，保温棉
固定不牢靠。

    应采用铝合金或
不锈钢压条固定或直
径不小于0.6mm的不
锈钢丝绑扎。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五 （五）铝板幕墙质量通病



3. 铝板脱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五）铝板幕墙质量通病



4. 铝板加强肋未与折边机械连接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五 （五）铝板幕墙质量通病



5. 铝板表面处理方法欠佳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五 （五）铝板幕墙质量通病



六.人造板幕墙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1. 陶棍构造不当易倾覆脱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六）人造板幕墙质量通病



2. 陶板挂件处构造不当易破损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六）人造板幕墙质量通病



3. 陶板清洗方法不当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六）人造板幕墙质量通病



3. GRC板线条脱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六）人造板幕墙质量通病



4. GRC板线条撕裂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六 （六）人造板幕墙质量通病



七.全玻璃幕墙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七



1. 玻璃肋底部未设封堵

    全玻璃幕墙吊挂式玻璃肋，玻璃肋底部未进

入槽口内，导致玻璃肋成悬臂梁结构，其承载能

力大大降低，在不利荷载作用下，易出现幕墙出

现安全事故。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七 （七）全玻璃幕墙质量通病



八.点支承幕墙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八



1. 不锈钢拉索断丝或断裂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八 （八）点支承幕墙质量通病



2. 不锈钢撑杆弯曲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八 （八）点支承幕墙质量通病



3. 不锈钢拉索与接头锚固工艺不对

焊接 ×

压制工艺：30mm直径以下的不锈钢拉索；

热浇锚工艺：30mm直径以上的不锈钢拉索；

压制、热浇锚 √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八 （八）点支承幕墙质量通病



4. 点支承幕墙玻璃肋未采用夹胶玻璃

   《按照建筑幕墙》GB/T21086-2007
第11.2.1.2条规定：玻璃肋支承的点支
承玻璃幕墙，其玻璃肋应采用钢化夹层
玻璃。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八 （八）点支承幕墙质量通病



九.幕墙防火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1. 室内隔墙位置不当

   室内隔墙封堵位置不当，
导致一块玻璃横跨两个防火
分区。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室内隔墙封堵位置不当，导致一块玻璃横跨两个防火分区；
    二是：玻璃与隔墙直接接触，防火功能形同虚设。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2. 防火封堵接缝处处理不当

    有些工程项目在防火封堵施工时，在接缝或缝隙处不打防火胶，这是极其错误的做
法，违反了国家及行业规范相关规定，预留了火灾时窜烟的安全隐患，防火胶可起到优
良的防烟作用，必须打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3. 层间防火封堵未填塞防火岩棉

 施工现场未填塞防火岩棉主要表现在层间防火封堵、幕墙立柱与室内隔墙收口处等位
置，存在的问题主要为：

 a.只采用1.5mm厚镀锌钢板封堵，未填塞防火岩棉；
 b.幕墙立柱与实体墙间隙太小，虽不能用“1.5mm厚镀锌钢板+防火岩棉”进行封堵，

但未打注防火密封胶或填塞其它防火密封材料；
 更有甚者，在幕墙与主体结构或墙体上的层间防火封堵构造层，没有固定在主体结构

或墙体上，而是锚固在幕墙立柱或横梁上，这是不正确的，防火封堵材料应该牢固固定
在缝隙两侧耐火极限高的建筑构件上，防止留下火灾隐患。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1.5mm厚镀锌钢板封堵，未填塞防火岩棉；或未进行
层间防火封堵。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4. 防火岩棉填塞不密实

    防火岩棉填塞不密实主要出现在层间防火封堵的位置，由于防火岩棉外包1.5mm厚镀
锌钢板搭接位置或其与主体结构及墙体连接位置不牢靠，或防火岩棉并未采用1.5mm厚镀
锌钢板完全包裹，导致防火岩棉外露出现填塞不密实现象，多出现在室内装修没完成的
写字楼或者尚未投入使用的商业建筑中.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5. 幕墙消防门周边未进行防火封堵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5. 幕墙消防门开启角度不对

    《消防栓箱》GB 14561作为国家产品标准要求
消火栓箱门开启角度不得小于160°；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第“12.3.10-4”条给出的消火栓箱门的开启角度不
应小于120°，是对消火栓箱安装后箱门开启角度的
最小要求。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5. 防火封堵不严密连续

    防火封堵不封闭；

   1.5mm厚镀锌钢板未
与耐火等级高的一侧进
行可靠连接。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6. 疏散楼梯防火封堵位置错误

    疏散楼梯是一个独
立的防火分区。

    从上到下，层间位
置无需进行防火封堵；
竖向位置必须进行防火
封堵，防止烟、火进入
疏散楼梯内，对疏散人
群造成伤害。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7. 层间防火封堵构造错误

    层间防火封堵构造错误，不密实，未衬防
火岩棉。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8. 幕墙与主体结构间空隙未进行防火封堵

    幕墙与主体结构间空隙未进行层间
防火封堵。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九 （九）幕墙防火质量通病



十.装饰线条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



1. 线条或盖板脱落

线条脱落 盖板缺失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 （十）装饰线条火质量通病



2. 线条结构胶粘结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第9.1.4条：除全玻幕墙外，不应在现场打注

硅酮结构密封胶（强制性条文）。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 （十）装饰线条火质量通病



3. 线条接缝处错位

    外部温度等其它荷载作用下导致连接板变形，线条发生错
位、变形。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 （十）装饰线条火质量通病



4. 百叶线条刚度欠佳

    铝合金格栅刚度较差，多是由于其壁厚较薄、截面较小，自身刚
度不足以承受外部荷载作用导致。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 （十）装饰线条火质量通病



十一.雨棚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一



1. 雨棚整体脱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一 （十一）雨篷质量通病



2. 雨棚承受外部荷载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一 （十一）雨篷质量通病



3. 雨棚玻璃破损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一 （十一）雨篷质量通病



3. 雨棚玻璃积灰

    多是玻璃分格较大所致，玻璃面板面积及长边尺寸宜满足《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
术规范》JGJ255-2012第3.4.6条规定：玻璃分格面积不宜超过2.5平方米，边长不宜
超过2米。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一 （十一）雨篷质量通病



4. 公交站台雨棚坍塌

2018年1月，合肥市望江西路在大雪作用下，连续六个公交站台雨棚相继坍塌。

铸钢件，质量及材质均不满足要求。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一 （十一）雨篷质量通病



十二.密封胶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二



1.密封胶龟裂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二 （十二）密封胶质量通病



2.胶选择不当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二 （十二）密封胶质量通病



3.泡沫棒外露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二 （十二）密封胶质量通病



4.未打注密封胶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二 （十二）密封胶质量通病



十三.后置埋件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三



1.后置埋件锚栓缺失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三 （十三）后埋件质量通病



十四.女儿墙收口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四



1.收口不封闭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四 （十四）女儿墙收口通病



2.收口不完善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四 （十四）女儿墙收口通病



十五.焊接与防腐存在的质量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五



1.焊接质量不达标

    焊缝质量堪忧，且焊缝不连续，为幕墙留下安全隐患。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五 （十五）焊接与防腐



2.未满焊

    连接件与后置埋件、主体钢结构间焊缝采用点焊，焊缝不连续。为幕墙留
下安全隐患。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五 （十五）焊接与防腐



3.支撑龙骨表面未进行防腐处理

    石材幕墙挂件材质选择不当，非不锈钢和铝合金，锈迹斑斑；支承龙骨表
面未进行防腐处理，耐久年限成为大问题。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通病十五 （十五）焊接与防腐



五

感谢您的聆听，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