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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水利厅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水利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信地址：辽宁省水利厅（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号），联系电话：024-62181315。

文件起草单位通信地址：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4号），

联系电话：024-6218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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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隧洞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工隧洞质量检测的内容、方法、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工隧洞室实体质量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86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SL 176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

SL 279 水工隧洞设计规范

SL 377 水利水电工程锚喷支护技术规范

SL 432 水利工程压力钢管制造安装及验收规范

SL 582 水工金属结构制造安装质量检验通则

SL 631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土石方工程

SL 632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混凝土工程

SL 635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水工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SL 713 水工混凝土结构缺陷检测技术规程

SL 734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SL/T264 水利水电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SL/T352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JGJ/T 384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工隧洞 hydraulic tunnel

在山体或地下开挖的，具有封闭断面的过水通道。

[来源：SL279—2016，2.1.1]

3.2 不衬砌隧洞 unlined tunnel

内壁大部分不衬护的水工隧洞。

[来源：SL 279—2016，2.1.6]

3.3 隧洞支护 tunnel support

采用结构或构件及其他材料对隧洞围岩进行加固的工程措施。

[来源：SL279—201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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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初期支护 primary support

洞室开挖后立即施作的第一次支护。

[来源：SL 377—2007，3.0.5]

3.5 二次支护 secondary support

根据围岩稳定或初期支护后监测结果决定的再次支护。

[来源：SL 377—2007,3.0.6]

3.6 外观质量 quality of appearance

通过检查和必要的量测所反映的工程外表质量。

[来源：SL 176—2007，2.0.12]

3.7 内部缺陷 internal defects

混凝土结构内部存在的不密实区、低强度区、空洞、异物等缺陷。

[来源：SL 713—2015，2.0.2]

3.8 圆度 Roundness

同端管口相互垂直两直径之差的最大值。

3.9 局部厚度 Local thickness

一个测区内均匀测量局部区域算数平均值的厚度。

4 基本规定

4.1 检测工作

4.1.1 检测工作应明确检测目的、检测范围和检测内容。

4.1.2 检测工作宜避免对结构造成损伤，如无法避免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不影响工程原有性能和指

标。

4.1.3 检测工作应包括工程调查、大纲编写、现场检测、检测结果分析、报告编写等。

4.1.4 检测工作宜按附录 A 开展。

4.2 检测方法

4.2.1 应根据检测目的、结构类型、结构状态、环境条件等选用适宜的检测方法。

4.2.2 应优先选用无损检测方法，宜避免对工程实体造成破坏。

4.2.3 同一个检测项目，有多种检测方法可以选择时，应优先选则精度高的检测方法。

4.3 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设备应完好、正常，精度满足检测要求，并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4.4 检测数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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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检测数量抽样比例应根据地质条件、工程布置、工程质量现状以及洞段长度大致相近的要求

划分。

4.4.2 应选取能较全面反映工程实际安全状态的洞段进行抽样检测。

4.4.3 检测洞段抽样比例应综合洞段数量和长度、检测内容和条件等因素确定。

4.4.4 检测抽样比例可参考隧洞标段数量，5 个标段抽样比例每个标段为 50%～100%；6 个标段～

10 标段，每个标段抽样比例为 30%～50%；11 个标段～20 段抽样比例为 20%～30%；20 个标段段以上

抽样比例为 20%。

4.4.5 当同一类检测单元数量大于 10 个时，抽检比例可为 1/4；当同一类检测单元数量大于 20 个

时，抽检比例可为 1/5，最低不少于 1 个。

4.5 检测单元

4.5.1 检测单元划分应根据使用的检测方法与结构设计（分缝、分段、分块）或功能相结合划分检

测单元。

4.5.2 洞径大于等于 3m，宜将每 8m 长顶拱、左、右侧墙、底板分别划分为 1个检测单元，不足 4m

长度可与相邻检测单元合并；洞径小于 3m 时，可将每 12m 长整体洞段划分为 1 个检测单元。

4.5.3 金属结构可以制造段（安装节）、每种规格作为一个检测单元。

4.5.4 检测单元可执行附录 A 的步骤。

4.6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4.6.1 依据本文件的规定对工程全洞段全检测单元进行全检后，宜对工程进行综合质量评价；而根

据工程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抽检后，则宜对抽检测单元或检测项目进行质量评价。

4.6.2 全部检测单元质量评价为合格的，该工程综合质量可评价为合格。

4.6.3 工程质量检测中出现不合格检测项目时，检测单位确认后应及时通知委托方。委托方进一步

组织有关单位确认，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5 不衬砌隧洞

5.1 检测项目

宜包括外观质量、过流断面尺寸、岩体完整性、岩体抗压强度、轴线坐标、平整度等。

5.2 外观质量

5.2.1 检测方法及依据

宜采用资料调查、观察触摸、量测、摄录等方法，执行SL631的规定。

5.2.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成果描述。

5.2.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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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室壁面应无残留的松动岩块和可能塌落危石碎块，壁面干净，无岩石碎片、爆破泥粉，岩面

平整，孔壁无明显爆破裂隙。

5.3 过流断面尺寸

5.3.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全站仪、经纬仪、钢卷尺、钢直尺等方法，执行SL734的规定。采用全站仪、激光隧道断面

检测仪法满足下列规定：

a) 全站仪在检测单元内确定代表性 3 点轴线坐标；

b) 激光隧道断面检测仪对中该 3 点轴线坐标，角度符合要求测量各断面。

5.3.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采样点数、合格点数、合格率。

5.3.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允许偏差为 0cm～15cm，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5.4 岩体完整性

5.4.1 检测方法及依据

宜采用声波测试仪或地震仪法，执行 SL/T264 的规定。

5.4.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检测部位、桩号、岩石名称、颜色、矿物成份、层理、裂隙分布、风化蚀变特征、

测试方向、含水状态、试件尺寸。岩体结构、构造影响程度，结构面发育情况和组合状态、岩石强

度指标、岩体声波指标。

5.4.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围岩级别符合设计要求。

5.5 岩体抗压强度

5.5.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钻芯法，执行 SL/T264 的规定。

5.5.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检测部位、桩号、试件数量、试件密度、试件平均抗压强度。

5.5.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检测结果抗压强度平均值符合设计要求。

5.6 轴线坐标

5.6.1 检测方法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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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站仪或GPS设备等方法，按照设计已明确其坐标位置的特征点进行检测，执行SL734的规

定。采用全站仪、激光隧道断面检测仪综合法满足下列规定：

a) 全站仪在检测单元内确定代表性 3 点轴线坐标；

b) 激光隧道断面检测仪对中此 3 点轴线坐标，角度符合要求测量各断面；

c) 计算竖向轴线平均偏差值。

5.6.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测点数量、合格点数、合格率、允许偏差、设计值。

5.6.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允许偏差为±1.5cm，检测结果平均值符合设计要求。

5.7 平整度

5.7.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测量方法，执行SL631的规定。采用测线法，执行下面的规定：

a) 检测单元起点桩号与终点桩号张拉测线；

b) 表面特征点量测 6点～10 点特征值。

5.7.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测点数量、平均值。

5.7.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允许偏差为10cm，平均值不大于设计值或符合设计要求。

6 初期支护隧洞

6.1 检测项目

宜包括外观质量、过流断面尺寸、黏结强度、喷层厚度、抗压强度、挂网位置和范围、轴线坐

标、平整度等。

6.2 外观质量

6.2.1 检测方法及依据

宜采用资料调查、观察触摸、量测、摄录等方法，执行GB50086的规定

6.2.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5.2.2 的规定。

6.2.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应密实、平整、无裂缝、无脱落、无漏喷、无露筋、无空鼓、无渗漏水。

6.3 过流断面尺寸

6.3.1 检测方法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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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5.3.1的规定。

6.3.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5.3.2 的规定。

6.3.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不小于设计断面尺寸，或符合设计要求。

6.4 黏结强度

6.4.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钻心拉拔法执行SL377的规定。采用雷达仪、钻芯机综合法执行下列规定：

a) 雷达仪探测混凝土内部缺陷及围岩接触面是否有脱空；

b) 钻芯机钻取制样深度至基岩 20mm 以下 3 个试样；

c) 安装拉拔仪进行拉拔试验。

6.4.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试样数量、检测值、平均值。

6.4.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喷射混凝土与围岩黏结强度，Ⅰ、Ⅱ类围岩不宜低于1.2MPa，Ⅲ类围岩不宜低于0.8MPa，3个试

件中最小值不得低于75%。岩石拉断为黏结强度合格；黏结面破坏为黏结强度不合格，出现粘附破坏

或粘附面积少于85%的混合破坏判定为不正常破坏。

6.5 喷层厚度

6.5.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针探、钻孔、其他方法执行SL377的规定。采用雷达仪、钻芯机综合法执行下列规定：

a) 雷达仪探测检测单元同向等长；

b) 钻芯机在雷达测线位置钻取 3 测点至基岩；

c) 每测点孔径十字线位置量测 4 点厚度值，取其算术平均值为该孔厚度值。

6.5.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测点数量、合格率、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设

计值。

6.5.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雷达法检测结果平均值不应小于设计值，合格率不应低于80%，最小值不小于80mm，该检测单元

喷层厚度合格。钻芯法检测喷层厚度合格标准为单个芯样四个测点应有80%的喷层厚度不小于设计厚

度；单个芯样四个测点最小值不应小于设计厚度的80%；单个芯样四个测点喷层厚度的平均值不应小

于设计厚度，该检测单元喷层厚度合格。

6.6 抗压强度

6.6.1 检测方法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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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芯法执行SL337和SL352的规定。雷达仪、钻芯机综合法执行下列规定：

a) 雷达仪在检测单元内探测同向等长混凝土内部缺陷情况；

b) 钻芯机在雷达测线位置钻取 3 测点，不少于 1 组，每组不少于 3 个试件，试件直径满足直

径 100mm，高 100mm 的圆柱芯样。

6.6.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的方法、部位、桩号范围、检测值、平均值、设计值。

6.6.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喷射混凝土合格标准为三个试件的平均值大于设计值，且最小值不小于设计强度的80%。当三个

试件强度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之一与中间值之差超过中间值的15%时，可用中间值代替该组试件的强

度；当三个试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均超过中间值的15%时，该组试件不作为强度评定的

依据。

6.7 挂网位置及范围

6.7.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雷达法执行SL734的规定。

6.7.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部位、桩号范围、钢筋间距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设计值；保护层厚度的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设计值。

6.7.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20mm或符合设计要求。钢筋间距宜为150mm～300mm或符合设计要求。

6.8 轴线坐标

6.8.1 检测方法及依据

执行5.6.1的规定。

6.8.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5.6.2 的规定。

6.8.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执行5.6.3的规定。

6.9 平整度

6.9.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观察、量测、喷射面插标尺的方法，执行SL631的规定。采用2m靠尺，每尺测量10个点取算

数平均值或专用工具执行SL632的规定。

6.9.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范围、检测值、平均值、设计值，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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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允许偏差为±5cm。平均值与设计值比较，符合设计要求。

7 二次支护隧洞

7.1 检测项目

宜包括外观质量、过流断面尺寸、抗压强度、内部缺陷、衬砌厚度、混凝土与围岩接触面脱空、

钢筋数量、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轴线坐标、平整度等。

7.2 外观质量

7.2.1 检测方法及依据

宜采用资料调查、观察触摸、量测、摄录等方法，执行SL176、SL632、SL790的规定。

7.2.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5.2.2 的规定。

7.2.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蜂窝、麻面累计面积不超过 0.5%或符合设计要求。孔洞单个面积不超过 0.01m
2
，且深度不超过

骨料最大粒径或符合设计要求。裂缝深度不大于钢筋保护层厚度或经处理符合设计要求。

7.3 过流断面尺寸

7.3.1 检测方法及依据

执行5.3.1的规定。

7.3.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5.3.2 的规定.

7.3.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允许偏差为±1/200。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7.4 抗压强度

7.4.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回弹法、钻芯法执行SL352的规定；采用声波法执行DL/T5299的规定；采用超声回弹综合法

执行CECS 02的规定；拔出法执行CECS69的规定；后锚固法执行JGJ/T208的规定。采用雷达仪、回弹

仪、钻芯机综合法执行下列规定：

a) 雷达法检测单元同向等长探测混凝土内部缺陷情况；

b) 回弹法在雷达测线位置钻芯点处布置 4 个测区，另两个断面位置各 3个测区；

c) 钻芯机在雷达测线位置与横断面尺寸位置钻取 3 测点，不少于 1 组，每组不少于 3 个试件，

试件直径满足直径 100mm，高 100mm 的圆柱芯样；

7.4.2 检测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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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要给出采用的方法，检测部位，检测单元数量、检测值、平均值或推定值。

7.4.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回弹法推定値检测结果不小于设计值为符合设计要求；钻芯法3个试件的平均值不小于设计值为

符合设计要求。

7.5 内部缺陷

7.5.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超声波法、冲击回波法、雷达法，执行SL713的规定。采用钻芯机、雷达仪综合法执行下列

规定：

a) 顶拱与拱肩检测单元划分，洞轴线方向 1m～5m 间距测线标记；

b) 雷达法检测单元同向等长内部缺陷探测；

c) 钻芯法在混凝土内部异常部位或过流横断面尺寸测线位置钻芯验证。

7.5.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

7.5.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未发现明显不密实区域和空洞或空洞范围。

7.6 衬砌厚度

7.6.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超声波法、冲击回波法、雷达法执行SL713的规定。采用钻芯机、雷达仪综合法执行下列规

定：

a) 左拱脚、左拱肩、顶拱、右拱肩、右拱肩检测单元划分，选取其一检测单元，测线间距 0.5m～

1.0m 检测单元同向等长；

b) 钻芯法在过流横断面尺寸测线位置钻至基岩，十字交叉量测平均值为衬砌厚度。

7.6.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衬砌厚度的测点数量、合格率、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检测值、设计值。

7.6.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平均值不小于设计要求。

7.7 混凝土与围岩接触面脱空

7.7.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声波法、雷达法执行SL/T291.1的规定；采用声脉冲回波法执行DL/T5299的规定；采用钻芯

机、雷达仪综合法执行下列的规定：

a) 左拱脚、左拱肩、顶拱、右拱肩、右拱肩检测单元划分，雷达法测线间距 1m～5m 检测单元

同向等长探测，可与内部缺陷探测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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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取不少于一个检测单元过流横断面尺寸测线与雷达测线交汇区域钻芯或疑似脱空异常区

钻芯验证。

7.7.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成果描述。

7.7.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检测结果无脱空；或脱空范围。

7.8 钢筋数量、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

7.8.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电磁感应法或雷达法，执行SL713或JGJ/T152的规定。

7.8.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检测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合格率。

7.8.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钢筋间距允许偏差为±0.1倍的设计间距；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为1/4净保护层。钢筋数量符合

设计要求。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合格率达到技术标准要求或符合设计要求。

7.9 轴线坐标

7.9.1 检测方法及依据

执行5.6.1的规定。

7.9.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5.6.2 的规定。

7.9.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执行5.6.3的规定。

7.10 平整度

7.10.1 检测方法及依据

执行6.9.1的规定。

7.10.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6.9.2 的规定。

7.10.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允许偏差为±1cm，符合设计和达到技术标准要求。

8 钢板衬砌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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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检测项目

宜包括外观质量、始装节管口里程、始装节管口中心、始装节管口垂直度、圆度、涂膜厚度、

附着力、注浆密实度、水压试验等。

8.2 外观质量

8.2.1 检测方法及依据

宜采用资料调查、观察触摸、量测、摄录等方法执行SL635的规定。采用目视执行SL582规定。

8.2.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

8.2.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表面光滑、色泽均匀一致，无皱纹、起泡、流挂、针孔、裂纹、漏涂。

8.3 始装节管口里程、始装节管口中心、始装节管口垂直度

8.3.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钢尺、钢板尺、垂球或激光指向仪，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执行SL635的规定。

8.3.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检测值、允许偏差。

8.3.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始装节管口里程偏差应为±5mm，始装节管口中心应不大于 5mm，始装节管口垂直度应不大于 3mm

或符合设计要求。

8.4 圆度

8.4.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钢尺测量执行SL635的规定。采用内径千分尺执行下列规定：每端管口应测2对直径，量测

测量应错开45°取差值较大的相互垂直直径之差为被测管口的圆度。

8.4.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

8.4.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不大于5D/1000，且最大值不大于40mm。

8.5 涂膜厚度

8.5.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测厚仪执行SL105的规定，1dm
2
测量10次，取其算数平均值为该基准面的局部厚度。

8.5.2 检测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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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局部厚度。

8.5.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执行SL635的规定。最小局部厚度不小于设计文件规定厚度。

8.6 附着力

8.6.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划格法或拉开法执行SL105的规定。采用划格法或拉开法进行附着力检验。

8.6.2 检测成果要求

成果中要给出采用方法、检测部位、桩号、检测单元数量。

8.6.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执行SL635的规定。

8.7 钢衬与混凝土接触状况

8.7.1 检测方法及依据

采用脉冲回波法、声波反射法、超声横波反射三维成像法执行SL/T291.1的规定。

8.7.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SL/T291.1 的规定。

8.7.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检测钢衬与混凝土脱空情况的有效率应大于95%。是否存在脱空现象。

8.8 水压试验

8.8.1 检测方法及依据

按设计方法进行水压试验执行SL582和SL432的规定。

8.8.2 检测成果要求

执行 SL582 和 SL432 的规定。

8.8.3 检测单元质量评价

执行SL582和SL43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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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A.1 要求

应将检测单元起点桩号与仰拱水平面交点设为坐标原点（0,0），终点坐标为检测单元终点桩号

与仰拱水平面交点为终点坐标（8,0），沿中轴线顺水流方向左侧为正值，右侧为负值，将基本检测

单位沿中轴线向两侧展开，对外观质量进行缺陷或异常定位描述。对应检测项目分别划分检测单元，

采用检测方法应在同一个检测单元应用，宜对检测单元进行综合性评价。

A.1.1 不衬砌隧洞检测单元检测项目检测方法

外观质量为1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起点桩号至终点桩号），过流断面尺寸和轴线坐标分别为3

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内3个过流断面尺寸），岩体完整性、岩体抗压强度和平整度分别为5个检测

单元（左拱脚（左边墙）、左拱肩、顶拱、右拱肩、右拱脚（右边墙））。见图A.1.1。

图A.1.1

A.1.2 初期支护砌隧洞检测单元检测项目检测方法

外观质量为1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起点桩号至终点桩号），过流断面尺寸和轴线坐标分别为3

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内3个过流断面尺寸），黏结强度、喷层厚度、抗压强度、挂网位置和范围、

平整度分别为5个检测单元（左拱脚（左边墙）、左拱肩、顶拱、右拱肩、右拱脚（右边墙））。见

图A.1.2。

图A.1.2

A.1.3 二次支护隧洞检测单元检测项目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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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质量为1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起点桩号至终点桩号），过流断面尺寸和轴线坐标分别为3

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内3个过流断面尺寸），抗压强度、内部缺陷、衬砌厚度、混凝土与围岩接触

面脱空、钢筋数量、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平整度分别为5个检测单元（左拱脚（左边墙）、左拱

肩、顶拱、右拱肩、右拱脚（右边墙））。见图A.1.3。

图A.1.3

A.1.4 钢板衬砌隧洞检测单元检测项目检测方法

外观质量、水压试验分别为1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起点桩号至终点桩号），始装节管口里程、

始装节管口中心、始装节管口中心为1个检测单元，圆度为3个检测单元（检测单元内3个圆度），涂

膜厚度、附着力、注浆密实度分别为5个检测单元（左拱脚、左拱肩、顶拱、右拱肩、右拱脚）。见

图A.1.4。

图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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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严 格 程 度

必须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严禁

应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不应、不得

宜
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

不宜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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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宁 省 地 方 标 准

水工隧洞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DB21/T ****—2022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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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

本规程主要应用于竣工验收或水工隧洞形成实体后的现场安全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阐述了有关水工隧洞质量检测主要技术标准。遵循协调一致、互相补充、避免技术矛盾或冲突的原

则。水工隧洞质量现场检测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技术标准。

3 术语

3.1～3.7 术语由大向小、由整体到局部、由外向内介绍水工隧洞的常规主体结构。

3.8 本条定义了钢板衬砌的横截面的形状和尺寸。参照SL432中圆形截面的钢管圆度定义。

3.9 本条定义了采用测厚仪检测涂膜固化后的干膜厚度的定义，参照SL105的局部厚度的定义。

4 基本规定

4.1.1 本条规定检测人员在开展检测工作之前应掌握有关基本情况，以便下一步开展现场调查、方案制

定工作。

4.1.2 本条规定了检测工作优先考虑使用无损检测方法，避免对结构造成损伤。如果采用破损检测方法

（钻芯法、拔出法等），要避开结构受力较大或对工程安全影响敏感部位。检测结束后及时对损伤部位

进行修复。

4.1.3 本条规定了检测工作的基本程序，其中工程调查和大纲编写是检测工作的基础。工程调查的内容

主要是设计文件、施工记录、工程验收、有关勘查资料等等。调查检测单元结构工程的现状、环境条件、

加固维修、运行、荷载变化情况。向设计、施工、监理、运行管理等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等项工作。大纲

编写主要包括工程概况、检测目的和要求、检测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范围、

检测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检测工作进度计划、所需要的配合工作、检测中的安全、环境保护措施等内

容。

4.1.4 本条规定了确定检测项目的对应检测方法检测单元划分，及对应检测方法在检测单元内的测区、

测线、测点布置操作及实施。

4.3 本条规定了采用的检测仪器的基本要求。

4.4.1 本条规定了检测数量的初步总体要求，有代表性的抽样。一般以设计文件的项目划分为基础。

4.4.2 本条规定了抽样的基本原则。抽样检测时尽可能抽取衬砌质量较差、缺陷较多、不良地质条件隧

洞段或是病害较为严重的洞段。

4.4.3 本条规定了抽检比例选取原则。结合标段数量、各洞长度、围岩类别、衬砌结构型式、检测项目、

采用的检测方法、现场检测条件等等。

4.4.4 本条规定了参考抽样比例。总标段少于5个标段时，每个标段最少可抽检50%的单元工程，总标

段为6个～10个标段时，每个标段最少可抽检30%的单元工程；总标段为10个～20个标段时，每个标段

最少可抽检20%的单元工程；总标段为20个标段以上时，抽检比例为每个标段抽检20%的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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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本条规定了检测单元的抽检数量。4.4.4条规定了抽检样本总量，本条在抽检样本总量中选择检测

单元，进一步在抽检样本总量中进行检测单元划分。

4.5.1 本条规定了检测单元划分的总体方法。结合工程特点、施工情况、结构设计和功能。

4.5.2 本条规定了再进一步的检测单元划分要求。按洞径大小划分。

4.5.3 本条规定了钢板衬砌检测单元划分的总要求。参照SL734的规定。

4.5.4 本条规定了水工隧洞常规结构型式检测单元划分及操作过程，测区、测线、测点布置及常规外观

质量缺陷记录方法。

5 不衬砌隧洞

5.1 本条规定了采用钻爆法完工后不衬砌隧洞需要检测的常规项目。不含TBM掘进机法。

5.2.1 本条规定了目前外观质量采用的常规检测方法及评定依据。

5.2.2 本条规定了外观质量提交的成果内容，一般为代表性照片及文字描述。

5.2.3 本条规定了钻爆法施工后隧洞避免应达到的要求。参照SL631。

5.3.1 本条规定了过流断面尺寸常规检测方法及综合法。对综合法操作的步骤做了基本规定。代表性3

点宜随机取样，激光断面测量仪测量角度宜3°较好。

5.3.2 本条规定了检测成果提交内容，便于专业人员执行后规范结果。

5.3.3 本条规定了各测点的允许偏差，当设计有其他指标时，应符合设计要求。

5.4.1 本条规定了岩体完整性的常规检测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和工程质量检测实际的需要，不限于本

标准所列的检测方法。

5.4.2 本条规定了岩体完整性的成果内容。

5.4.3 本条规定了判断围岩类别是否符合设计，通过岩石单轴饱和抗压强度、点荷载强度、岩体纵波

速度、岩体完整性指标、毛洞稳定情况（外观质量）综合判断围岩类别。

5.5.3 本条规定了岩体抗压强度采用平均值，参照钻芯法结果执行。宜选取声波法同样的采样数量。

5.6.1 本条规定了轴线坐标的常规检测方法。并规定了综合法的操作步骤。通过竖向轴线偏差判断轴

线坐标情况。

5.6.2 本条规定了轴线坐标报告的内容。

5.6.3 本条规定了轴线坐标允许偏差。参照SL734和SL631规定的内容。当设计文件有特殊要求执行设

计要求。

5.7.1 本条规定了钻爆法完工后壁面的常规平整度检测方法。测线法参照SL632水工建筑物外部变形观

引张线，测线一般直径为0.8mm～1.2mm的高强不锈钢丝，要求其极限强度不少于1500N/mm2，钢丝直径

选择宜使其极限拉力为所承受的2倍。

5.7.3 本条规定了允许偏差范围。参照执行SL631中开挖面平整度有结构要求岩石壁面要求。

6 初期支护隧洞

6.1 本条规定了初期支护作为永久支护的常规检测项目。一般为喷射混凝土、锚喷支护、挂网锚喷支

护、钢拱架锚喷联合支护。

6.2.1 本条规定了目前较实用的外观质量检测方法。

6.2.3 本条规定了喷射混凝土表面质量应达到的要求。参照GB50086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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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本条规定了喷射混凝土过流断面尺寸。喷射混凝土表面应平整，平均起伏偏差应控制在100mm

以内。参照SL377的规定。

6.4.1 本条规定了水工隧洞实体工程的黏结力检测方法。并新提出了综合检测黏结力的方法及步骤。

为了尽可能避免喷射混凝土与围岩接触面有非连续性脱空影响黏结试验和尽量减少破坏。

6.4.3 本条规定了喷射混凝土与围岩的黏结强度合格标准。黏结力值参照SL377中喷射混凝土与围岩的

黏结力的规定。3个试件的最小值限差及破坏现象参照GB50086中的规定。

6.5.1 本条规定了实体工程喷层厚度的检测方法。推荐采用雷达仪在检测单元同向等长检测1条线，雷

达测线喷层最薄处钻孔实测喷层厚度。

6.5.2 本条规定了检测成果的基本要求。

6.5.3 本条规定了喷层厚度检测单元质量评价合格的方法。采用雷达法统计一个检测单元内一条线上

的采样点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合格率，整条线的80%的保证率。参照SL377过水水工隧洞的规

定。钻芯法参照GB50086的规定，将保证率由原来的60%提升到80%。参照SL377实测过水隧洞合格率应不

低于80%，严于GB50086。

6.6.1 本条规定了实体工程喷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常规检测方法。由于喷射混凝土实际厚度可能较薄，

开挖面欠挖等一些不确定情况，首先采用雷达法初步查看喷射混凝土的厚度及内部缺陷情况，均无异常

时，按照附录A过流断面尺寸交点位置钻取抗压强度、喷层厚度、黏结强度试件，建议多项检测项目试

件综合性考虑，减少对结构的破坏。

6.6.2 本条规定了检测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基本成果。每组3个试件的检测值、平均值，设计值。

6.6.3 本条规定了采用钻芯法测试实体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的评定方法。参照执行GB50086中喷射混凝

土28天龄期抗压强度评定的标准。推荐采用雷达综合法是为了减少内部缺陷和异常，降低该检测单元超

出允许偏差而无法评定的结果。

6.7.1 本条规定了挂网位置和范围的规定，参照SL734喷射混凝土的要求。主要是核对是否与设计相符

或安全鉴定时挂网位置是否安全。

6.7.2 本条规定了喷射混凝土挂网位置和范围应给出的成果。雷达法检测1条测线，应给出该测线中挂

网的起点桩号和终点桩号，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设计值，主要为了将来

安全鉴定作基础数据。

6.7.3 本条规定了评价指标。钢筋间距和保护层厚度参照GB50086中喷射混凝土中钢筋网的设计要求。

6.8.1 本条规定了轴线坐标的内容，不衬砌隧洞、初期支护隧洞、二次支护隧洞轴线坐标的检测内容

相同，推荐采用全站仪与激光隧道断面检测仪综合法，通过尽可能多的特征点拟合实际断面与标准断面

差值和轴线中心偏移情况。

6.9.1 本条规定了喷射混凝土平整度的检测方法和依据。SL377中规定喷射混凝土表面应平整，其平均

起伏偏差应控制在100mm以内。SL631中在土质洞室开挖中初期支护规定平整度应满足±5cm，采用的方

法为观察、量测、喷射面插标尺，每个单元工程抽检3处～5处。本标准中采用参照SL631的规定，以参

照钢筋混凝土类2m靠尺，测量3处，与过流断面尺寸位置对应，最终以平均值与允许偏差相比较。

7 二次支护隧洞

7.1 本条规定了钢筋混凝土隧洞的常规检测项目。预应力混凝土、锚喷与钢筋混凝土联合支护类可参

照执行。

7.2.1 本条规定了外观质量的常规检测方法。与前文只是执行的标准依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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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本条规定了钢筋混凝土类表面常规缺陷的评定方法。水工隧洞常见的外观质量缺陷有蜂窝、麻

面、孔洞、漏筋、裂缝。蜂窝指混凝土表面因缺浆而形成的石子外露、酥松等缺陷。麻面指混凝土表面

因缺浆而呈现麻点、凹坑和气泡缺陷。孔洞指混凝土中超过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孔穴。漏筋指构件内的钢

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的缺陷。裂缝是指从构件表面伸入构件内的缝隙。这些外观质量均可采用网格

坐标形式定位，有利于进行检测单元评定和后期修补。

7.3.3 本条规定了圆形断面钢筋混凝土类过流断面尺寸的评定内容。非圆形（城门洞形、马蹄形）径

向偏差为±1/200，侧向宽度为±4cm。参照SL734隧洞几何尺寸的规定。

7.4.1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常规检测方法。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方法有很多种，有的在水

利行业应用较多，有的在建筑行业广泛应用，且各自都存在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检测时根据工程特点和

合同约定要求，选择适宜的检测方法。推荐采用3种仪器对检测单元混凝土抗压强度综合性能检测，降

低混凝土内部缺陷，表面无损，内部芯样试验，相同检测单元内均匀采样，宜对检测单元进行综合性评

价。3个芯样试件宜在20℃±5℃的清水中浸泡40h～48h，从水中取出后立即进行试验。

7.4.2 本条规定了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应给出采用的方法。检测值是钻芯法3个芯样抗压强度值，平均

值指3个芯样的平均值，3个芯样抗压强度值限差执行初期支护3个芯样限差的规定。推定值是回弹法计

算结果推定值。

7.5.1 本条规定了目前比较成熟的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方法。超声横波反射法检测混凝土内部缺陷效

果更理想，该方法是利用了横波对缺陷更敏感，SL/T352和CECS21中均提出了超声波法，但该方法检测

面小，操作繁琐、效率低。雷达法和冲击回波法实际工程中应用较多，SL713和SL291.1中已有明确规定。

本标准推荐雷达法和钻芯法综合使用，目的为混凝土抗压强度、衬砌厚度、内部缺陷综合性判定，同时

验证无损检测方法的准确性。

7.5.2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内部缺陷检测时应给出的基本成果。

7.5.3 本条规定了无内部缺陷时给出的定性评价和有内部缺陷时给出的定性评价。空洞采用钻芯法给

出定量深度范围数据。

7.6.1 本条规定了衬砌厚度的常规检测方法，雷达法和钻芯机综合法测线布置，检测单元数量选取。

为了减少破坏，采用抽检1个检测单元，测线间距参照SL713中的规定，检测单元划分参照SL291.1和SL734

的规定，为了综合性能评价，钻取过流断面尺寸测线位置，钻取的芯样可以制样抗压强度，与回弹法相

互校核进行综合判定。

7.6.2 本条规定了无损检测混凝土衬砌厚度的检测结果值给出测点数量、合格率、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钻芯法每个芯样4个测点的检测值和平均值。

7.6.3 本条规定了衬砌厚度的质量评价。参照SL734中提出了采用平均值和设计值比较不小于设计值，

未明确单值限差、合格率要求，可执行本标准6.5.3的规定。

7.7.1 本条规定了混凝土衬砌与围岩接触面脱空的常规检测方法和取样位置。采用多个检测项目，同

一检测单元、不同检测方法交汇点位取样，综合性评价混凝土衬砌质量。

7.7.2 本条规定了脱空检测的基本成果要求。

7.7.3 本条规定了对脱空的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7.8.1 本条规定了钢筋数量、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的基本检测方法。

7.8.2 本条规定了钢筋数量、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成果提交内容。检测值是指采用测区形式，列举

出所有检测值，平均值，平均值与设计值比较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合格率是

指采用雷达法检测时，对一个检测单元内的所检钢筋进行分析的钢筋布置情况。采用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合格率。平均值与设计值比较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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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本条规定了钢筋数量、钢筋间距和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及评价办法。参照SL632中，混凝土中

钢筋制作与安装的规定。钢筋数量采用与设计值相比较，满足设计要求。钢筋间距和保护层厚度的评价，

水利行业与建筑行业有所区别。对于闸墩、工作桥梁等水工结构混凝土，合格率不小于70%为达到规范

要求，而对于桥头堡、泵站执行的按GB50204标准执行保护层合格点应不小于90%。本标准采用SL734中

规定。

8 钢板衬砌隧洞

8.1 本条规定了钢板衬砌隧洞实体工程的常规检测项目。

8.2.1 本条规定了外观质量的常规检测方法及方法的依据标准。

8.2.2 本条规定了成果提交的具体内容。当遇到有缺陷时，采用网格坐标形式整体描述及深度测量。

8.3.1 本条规定了始装节的管口里程、管口中心、管口垂直度的检测方法。

8.3.2 本条规定了成果提交的基本内容。这几个检测项目为竣工验收或后期安全鉴定均有着不可忽视

的作用。

8.3.3 本条规定了始装节的管口里程、管口中心、管口垂直度允许偏差。参照SL635合格标准。

8.4.1 本条规定了钢板衬砌圆度的检测方法。参照SL635钢管圆度和SL582的圆形截面的圆度的规定。

8.5.1 本条规定了涂料涂层干膜厚度的测量方法。依据参照SL105标准的要求。

8.5.2 本条规定了涂膜厚度成果提交的内容，提出了局部后的定义。参照SL582防腐蚀检验的要求。

8.5.3 本条规定了采用局部厚度不小于设计文件规定的厚度。参照SL105金属涂层厚度和结合性能检查

的要求。应在涂层厚度可能最薄的部位进行检查。

8.6.1～8.6.3 本条规定了附着了的检测方法及内容。SL105中已经有明确和详细的检测方法，SL635

中有评定内容。

8.7.1～8.7.3 本条规定了钢衬与混凝土接触情况的规定。SL291.1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检测方法及评价。

8.8.1～8.8.3 本条规定了水压试验的内容，SL582和SL432相关标准中已做了详细的要求。

附录 A

A.1 外观质量检测中常见的裂缝和缺陷的定位方法，采用网格坐标形式，便于修补和计算修补量，安

全鉴定复核计算。

A.1.1 不衬砌隧洞检测单元的测区、测点、测线布置。

A.1.2 初期支护隧洞检测单元的测区、测点、测线布置。

A.1.3 二次支护隧洞检测单元的测区、测点、测线布置。

A.1.4 钢板衬砌隧洞检测单元的测区、测点、测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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