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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通用技术要求和各类型鉴定报告编制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的既有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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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3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144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T 5034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CECS 252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标准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 116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

JGJ 12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DB44/T 724 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操作技术规程

DBJ/T 15 既有建筑物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既有房屋

符合GB 50292标准的民用建筑。

3.2

房屋安全鉴定

依据相关的鉴定标准、设计规范，对房屋结构的材料、承载力和损坏原因等情况进行调查、检测、

计算、分析和论证，并给出结论。

3.3

完损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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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过目观、检测和定量及定性的分析，对房屋进行综合性的评价，必要时辅以测试和验算，以构

件或房屋的完损程度确定构件或房屋的完损等级。

3.4

危险性鉴定

根据房屋损害情况，对房屋结构构件和房屋的危险性和影响范围进行定性及定量的鉴定评价。

3.5

可靠性鉴定

对既有房屋的安全性、正常使用性所进行的调查、检测、分析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3.6

专项鉴定

针对既有房屋的专项问题或按照特定要求所进行的鉴定。

4 基本规定

4.1 基本原则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编制，在满足通用技术要求前提下，尚应根据委托方的需求和目的，符合专项

分类鉴定要求。

4.2 鉴定报告分类

鉴定报告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

b)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

c) 建筑可靠性（安全性、正常使用性）鉴定报告；

d) 建筑专项鉴定报告：

1)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

2)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

3) 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一般情况下，鉴定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报告封面；

b) 报告注意事项；

c) 报告首页表格；

d) 报告主体目录；

e) 报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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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物概况；

2) 鉴定目的和依据；

3) 结构检查情况；

4) 鉴定结论。

f) 报告日期；

g) 鉴定单位信息。

5.1.2 根据鉴定需求和目的，报告主体还可增加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图纸资料调查；

b) 结构检测情况；

c) 结构承载力验算；

d) 处理建议；

e) 附件（照片或附图等）。

5.1.3 鉴定报告注意事项主要用于提示报告阅读者需注意的问题，主体内容参见附录 B.2。

5.1.4 鉴定报告首页表格及主体具体内容可视本规范第 6 章各鉴定报告类型进行相应选择，各类型专

项报告首页表格格式参见附录 B.3 至附录 B.5，报告主体格式参见附录 B.7。

5.1.5 报告审核人应为鉴定单位的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名人，报告签发人应为鉴定单位的法人代表或

授权签名人。

5.1.6 报告日期应为报告审定签发的日期，应与首页表格下方的报告日期一致。

5.1.7 鉴定单位信息应包括鉴定单位的名称、联系地址、联系电话、传真电话等。

5.1.8 鉴定报告各部分内容的字体和字号格式参见附录 C。

5.2 建筑物概况

5.2.1 建筑物概况的描述应包括：建筑物基础类型、建筑物地址、建筑年代、结构形式、建筑物的结

构承重体系（主要的竖向和水平承重构件类型）、层数、使用用途、所处环境、维修和改造历史等。

5.2.2 建筑物结构基础类型应明确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混合结构、砖木结构、简易结构、

钢结构等六种中的一种。

5.2.3 若建筑物原设计用途与现状用途或计划用途不同，应在报告中注明。

5.3 鉴定目的和依据

5.3.1 鉴定报告应明确鉴定的目的，并根据鉴定目的选择相应的鉴定报告种类。鉴定目的需根据委托

方的需求来确定，通常为完损性鉴定、危险性鉴定、可靠性鉴定、建筑抗震鉴定、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

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5.3.2 鉴定依据主要为该次鉴定所需的国家（行业、地方）鉴定标准、检测标准（规程）、设计规范、

行政规章，以及房屋原建筑、结构设计施工图纸及有关技术文件（如标准图集），经现场实地勘察和实

物检测的有关数据等。

5.3.3 鉴定依据的各类技术标准、规范或规章的名称应准确且为全称，且应使用现行版本，各项鉴定

依据列序宜为：鉴定标准（规程）、检测标准（规程）、设计规范、政府规章。

5.3.4 特殊情况下（如需复核验算已有建筑物是否满足原设计要求），可在“结构承载力验算”部分

注明是按房屋原设计规范进行复核。

5.3.5 常用的鉴定检测技术标准、设计规范或政府规章参见附录 A。

5.4 图纸资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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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需调查的图纸资料包括建筑物所在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建筑物的建筑设计图、结构设计

图或竣工图、竣工验收资料、加固改造资料等；鉴定报告应阐明建筑物的设计图纸资料是否正规、齐全，

并注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信息。

5.4.2 若建筑物曾作过加固改造，应对其主要施工项目作阐述。

5.5 检查、检测情况

5.5.1 结构检查情况

结构检查情况的表述应注意：

a) 结构检查情况主要阐述房屋的结构体系、结构平面布置、构件材料、构件尺寸以及房屋的损坏

情况，损坏情况应按照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部分依次阐述；

b) 对于未开挖检查地基基础的房屋，不应直接描述地基基础的损坏情况（如老化、潮湿、断裂等）；

对于地基基础存在不均匀沉降迹象的房屋，应准确描述房屋上部结构垂直度（倾斜度）的测量

位置；

c) 上部承重结构的损坏描述应明确损坏的构件类型、损坏部位及具体损坏形态；

d) 裂缝描述宜用平面分布图、裂缝展开图等图示方法，若用文字表述应包括裂缝的形态（水平、

竖直或斜向裂缝）、长度及宽度；长度单位应为 m，宽度单位应为 mm；

e) 典型的损坏现象宜用图示或附照；

f) 房屋各组成部分损坏情况的描述用词应规范、准确，避免使用地方俗语（如“批荡”、“煽灰”

等，应使用“抹灰层”、“找平层”或“面层”）。

5.5.2 结构检测情况

5.5.2.1 建筑物垂直度（倾斜）

建筑物垂直度（倾斜）的表述应注意：

a) 根据建筑物整体倾斜和构件局部倾斜对鉴定结论分析的影响区别，宜优先描述测量结果能反映

建筑物整体倾斜情况的测点信息；

b) 对于建筑物整体倾斜，鉴定报告应在同一方向上描述 2个以上测点信息；

c) 对于构件局部倾斜，上下测点高差的描述应取构件高度；对于墙体构件，鉴定报告应描述 2

个以上测点信息；

d) 测量结果宜用图示，应注明测量方法、测点位置、测量高差、倾斜值、倾斜方向及倾斜率。对

测量结果应有分析结论；

e) 测量高度单位应为 m，倾斜值单位应为 mm。

5.5.2.2 材料强度（混凝土抗压强度、砖强度、砌筑砂浆强度）

材料强度的表述应注意：

a) 检测结果宜列表，列表如超过一页宜作为附件，且列表中应注明检测方法、构件类型或代号、

构件检测位置（楼层号、轴线号）、检测值。有设计文件资料的应同时列出设计值对比。常用

的材料强度检测表格示例参见附录 B；

b) 对检测结果宜进行批量推定和分析，以便确定计算时的强度取值，检测结果单位应为 MPa；

c) 检测构件代号宜使用“楼层号+构件类型+编号”，如首层编号 1的柱，用“1Z1”，二层编号

2的梁，用“2L2”，三层编号 3 的板，用“3B3”，四层编号 4的墙，用“4Q4”等。

5.5.2.3 钢筋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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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配置情况的表述应注意：

a) 检测结果宜列表，且应注明检测方法、构件和钢筋类型、构件检测位置（楼层、轴线号）、检

测值，有设计文件资料的应同时列出设计值对比；

b) 应区分光圆钢筋和带肋钢筋的符号如：A、B；

c) 柱纵向钢筋检测结果应区分柱截面的短边和长边方向，不应只列出全截面钢筋；

d) 对检测结果宜进行分析，有图纸资料的应说明与图纸是否相符；无图纸资料的若需与设计规范

的最小配筋率等构造要求对比时，所选规范应为房屋建造时适用的规范。

5.6 结构承载力验算描写

5.6.1 计算参数的描写应完整、齐全。计算参数包括结构体系、场地类别、地震信息（抗震设防烈度、

抗震等级、地震分组、地震基本加速度等）、材料强度（混凝土强度、砖砌块强度、砌筑砂浆强度、钢

筋强度等）、楼（屋）面恒载和活载、风荷载（基本风压值、地面粗糙度）、计算模型简图等。

5.6.2 应注明采用的计算分析程序及计算模块。

5.6.3 验算项目的描写应完整。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一般包括柱轴压比验算、柱（梁、板）承载力验

算和整体变形验算。砌体结构一般包括墙体（柱）受压承载力验算、墙体（柱）抗震承载力验算、墙体

高厚比验算、梁（板）承载力验算等。对涉及加层的建筑，必要时应描述地基和基础的承载力验算、地

基变形和稳定验算情况。

5.6.4 对于构件材料强度实测值低于楼层计算取值的构件，应取其实测值，且描写单个构件的承载力

复核情况。

5.6.5 验算结果宜列表，且应注明验算项目、构件类型、构件位置（楼层、轴线号）、验算值及规范

限值；有设计文件资料的应同时列出设计值对比。

5.6.6 验算结果里对承载力不满足规范要求的构件应逐一列出或附图标示。

5.6.7 钢筋混凝土柱承载力计算结果中，对纵向钢筋的描述应区分短边（X）和长边（Y）方向，不应

按全截面配筋量比较。

5.6.8 钢筋混凝土楼板受力筋和钢筋混凝土框架柱端箍筋的计算结果应考虑是构造要求（如最小配筋

率、体积配箍率等）控制还是承载力控制，在构件安全性评级时注意区分。

5.6.9 钢筋混凝土柱、梁构件配筋是否满足要求应分纵向钢筋和箍筋两种情况说明。

5.6.10 验算结果里的箍筋单位应为 mm
2
/m 或 mm

2
/0.1m，不应为 mm

2
，不应只列出单肢箍筋的面积，列

出的箍筋计算值应与采用的单位相匹配。

5.6.11 对现浇钢筋混凝土楼（屋）盖的梁构件，宜优先描述按矩形截面复核的结果；若按矩形截面复

核跨中底部纵向钢筋配筋量不满足要求但相差不大时，应进一步描述按 T型截面再次复核结果。

5.6.12 对满足塑性法计算条件的连续次梁和现浇板构件，宜优先描述按弹性法复核的结果；若按弹性

法复核配筋量不满足要求但相差不大时，应进一步描述应按塑性法再次复核的结果。

5.6.13 整体变形计算中验算的应是结构的“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不应与“层间相对位移”、“顶

点相对位移”相混淆。

5.7 鉴定结论

5.7.1 应用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房屋存在的损坏情况，评估损坏对房屋安全的影响程度，依据相关鉴

定标准，评定房屋安全鉴定的等级。

5.7.2 对不宜评定目前安全等级（危险房屋除外）的房屋，应说明原因。

5.7.3 对各类型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的要求详见第 6 章。

5.8 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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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若“鉴定结论”要求对房屋进行加固，处理建议宜提出原则性的加固方法。加固方法应具有针

对性、适用性。

5.8.2 对混凝土强度等级、箍筋间距等构造措施不满足规范要求的构件宜提出加固处理建议。

5.8.3 对文物保护建筑或历史建筑，不应提出整栋拆除的处理建议。

5.9 附件

5.9.1 附件一般包括：照片、附图（建筑、结构平面示意图）、检测报告、计算书等。

5.9.2 照片和附图等应附上文字说明。

5.9.3 建筑、结构平面附图的大小比例要适当，轴线号、轴线尺寸要清晰，且应注明指北针方向。

6 分类要求

6.1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

6.1.1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一般用于房屋日常完损状况的鉴定，主要通过对房屋各组成部分或构件的

外观检查，辅以简单测量手段来评定房屋的完损等级。

6.1.2 主要鉴定依据：

a) JGJ 8、JGJ 125、DB44/T 724；

b)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84〕第 678 号）；

c)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部 2002 年 110 号令）。

6.1.3 鉴定报告主体内容应包括：

a) 建筑物概况；

b) 鉴定目的和依据；

c) 现场检查情况；

d) 鉴定结论；

e) 处理建议（可选）；

f) 附件（可选）。

6.1.4 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里对房屋主要损坏现象的描述应概括简练，不应照搬检查情况中的损坏现

象描述。

6.1.5 对门窗等设备尚未安装的房屋，鉴定意见不应评定为“完好房”。

6.1.6 鉴定意见如要求对房屋作加固处理，应提出处理建议。

6.1.7 鉴定报告主体模板参见附录 D.1。

6.2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

6.2.1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是指对房屋结构构件的危险性和影响范围进行鉴定评估而出具的鉴定报

告。

6.2.2 主要鉴定依据：

a) JGJ 8、JGJ 125、DB44/T 724；

b)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 2004 年 129 号令）。

6.2.3 鉴定报告主体内容参见第 6.2.3。

6.2.4 房屋评定为 C 级和 D 级的鉴定报告不应注明有效日期。

6.2.5 已倒塌或解危后不存在危险部位（构件）的房屋不应出具危房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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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检查情况的描述除指出房屋存在的各种损坏现象外，若存在危险部位或危险构件也应明确指出。

对构件裂缝的危险性分析应结合裂缝性质进行判断。

6.2.7 房屋垂直度（倾斜）情况应按第 5.5.2.1 要求进行描写。

6.2.8 鉴定意见应先对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依次评级后，再对房屋整体

危险性进行评级，C 级和 D 级房屋应明确房屋的处理类别（观察使用、处理使用、停止使用或整栋拆除）。

6.2.9 附件中应附上房屋的照片，包括：正面远景、正面近景（能清晰显示门牌号）、四周环境、危

险部位照片等。

6.2.10 鉴定报告主体模板参见附录 D.2。

6.3 建筑可靠性（安全性、正常使用性）鉴定报告

6.3.1 建筑可靠性（安全性、正常使用性）鉴定报告是指主要依据 GB 50144 或 GB 50292，用于评估

建筑物可靠性（安全性、正常使用性）的报告。

6.3.2 主要鉴定依据：

a) GB 50144、GB 50292；

b) 附录 A.2 和 A.3 所列的检测类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

6.3.3 鉴定报告主体内容参见第 5.1.1 条第 5 款报告主体。

6.3.4 未作结构检测和结构验算的房屋不宜出具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

6.3.5 对涉及装修改造的房屋出具可靠性鉴定报告时，报告中应明确房屋原设计用途及装修改造后的

用途。

6.3.6 对位于抗震设防区内的房屋出具可靠性或安全性鉴定报告时，当以结构承载力验算结果作为构

件安全性评级依据时，荷载效应组合中不应考虑地震作用，结构的抗震性能应在鉴定报告中单立章节阐

述抗震鉴定的内容。根据建筑物具体情况和委托要求，抗震鉴定内容可以是抗震措施核查或者是分级鉴

定。

6.3.7 对在现行设计规范颁布前已经建造并投入使用的房屋，其可靠性鉴定报告中的结构验算描写可

依据现行规范进行，钢筋强度可采用原设计强度，在没有改变原设计用途的情况下，楼面活荷载取值可

根据 GB 50292 附录 B 第 B.0.10 规定执行。

6.3.8 鉴定意见应按标准要求对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系统三部分依次评级。

6.3.9 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应附有房屋的结构平面示意图。

6.3.10 鉴定报告主体模板参见附录 D.3。

6.4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

6.4.1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是指主要依据GB 50023编写，用于评估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的报告。

6.4.2 主要鉴定依据：

a) GB 50023、JGJ 116；

b) 附录 A.2 和 A.3 所列的检测类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

6.4.3 鉴定报告主体内容应包括：

a) 建筑物概况；

b) 鉴定目的、依据和检测仪器；

c) 图纸资料调查；

d) 结构检查情况；

e) 结构检测情况；

f) 抗震鉴定；

g) 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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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处理建议；

i) 附件（照片或附图等）。

6.4.4 对建筑物所在场地及地基基础进行抗震鉴定情况描写时应注意：

a) 场地情况：场地坡度为 7～9 度时，对建筑场地为条状突出山嘴、高耸孤立山丘、非岩石和强

风化岩石陡坡、河岸和边坡的边缘等不利地段，场地鉴定报告应给出其地震稳定性、地基滑移

及对建筑的可能危害的评估结果；对于非岩石和强风化岩石陡坡的坡度及建筑场地与坡脚的高

差均较大的情况，场地鉴定报告应给出局部地形导致其地震影响增大的估算后果；对于建筑场

地有液化侧向扩展且距常时水线 100 m 范围内的情况，场地鉴定报告应明确给出液化后土体流

滑与开裂的危险后果；

b) 地基基础情况：对于地基基础鉴定的描写，鉴定报告应着重描述和分析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与

上部结构沉降裂缝、倾斜等损坏特征的因果关系，对于必须开挖检查的基础应进一步描写有无

腐蚀、酥碱、松散和剥落等现象；对于存在软弱土、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的地基基础，鉴定报

告应根据烈度、场地类别、建筑现状和基础类型，给出液化、震陷及抗震承载力的两级鉴定结

果。

6.4.5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抗震鉴定报告应给出框架梁端和框架柱端的箍筋加密区设置情况的检测

结果，检测结果应包含钢筋的直径、间距、加密区长度。

6.4.6 抗震鉴定报告应明确建筑物的后续使用年限、抗震鉴定类别（A、B、C类）、建筑物所在地区

的抗震设防烈度、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

6.4.7 第一级宏观控制和构造鉴定的各鉴定项目宜以列表方式阐明，且明确鉴定结果是否符合标准要

求。针对 A 类砌体、B类砌体、A 类框架、B 类框架（7度）、B类框架（8 度，含 7 度按 8 度考虑）等

出具的相应鉴定报告原则上应分别包含下列内容：

a) A 类砌体：

1) 房屋总高度；

2) 房屋层数；

3) 房屋高宽比；

4) 乙类设防抗震墙厚度；

5) 抗震横墙最大间距；

6) 厚重墙体的砖强度等级；

7)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

8) 乙类设防构造柱设置情况；

9) 承重门窗间墙最小宽度；

10)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距离。

b) B 类砌体：

1) 总高度；

2) 层数；

3) 层高；

4) 房屋高宽比；

5) 抗震横墙最大间距；

6) 承重墙体的砖强度等级；

7) 砌筑砂浆强度等级；

8) 构造柱设置情况；

9) 圈梁设置与构造；

10) 承重门窗间墙最小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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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距离。

c) A 类框架：

1) 房屋总层数；

2) 框架结构受力体系；

3) 规则性要求；

4) 梁、柱混凝土强度等级；

5) 柱截面宽度；

6) 柱轴压比（9度时）；

7) 梁端 hb范围内箍筋间距；

8) 柱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

9) 柱端箍筋最小间距、最大间距、范围（柱端、短柱）；

10) 砌体填充墙、隔墙与框架间的拉筋。

d) B 类框架（7 度）：

1) 房屋总高度；

2) 框架结构受力体系；

3) 梁截面宽度；

4) 梁截面高宽比；

5) 柱截面宽度；

6) 柱净高与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

7) 柱轴压比；

8) 混凝土强度等级；

9) 梁端箍筋加密区长度、箍筋间距、箍筋最小直径；

10) 柱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

11) 柱端箍筋最大间距、最小直径、加密区范围（柱端、底层柱、短柱）；

12) 砌体填充墙与框架间的拉筋。

e) B 类框架（8 度，含 7 度按 8 度考虑）：

1) 房屋总高度；

2) 框架结构受力体系；

3) 梁截面宽度；

4) 梁截面高宽比；

5) 柱截面宽度；

6) 柱净高与截面高度（圆柱直径之比）；

7) 柱轴压比；

8) 混凝土强度等级；

9) 梁端箍筋加密区长度、箍筋间距、箍筋最小直径；

10) 柱纵向钢筋最小配筋率；

11) 柱端箍筋最大间距、最小间距、加密区范围（柱端、底层柱、短柱）；

12) 砌体填充墙与框架间的拉筋。

6.4.8 A 类砌体房屋第一级抗震构造鉴定报告中，应注意鉴定标准对应建筑物抗震设防类别不同，以

及抗震横墙较少和抗震横墙很少等情形对房屋总高度和总层数限值的取值规定。

6.4.9 当 A、B 类多层砌体第一级抗震鉴定多项抗震措施不满足要求时，鉴定报告应在第二级抗震验算

描写中明确给出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的具体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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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 对于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方法进行第二级鉴定出具的砌体房屋抗震鉴定报告，应列出鉴定标

准要求的各项指数。A类砌体按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法鉴定的表格示例见表 1。

6.4.11 当房屋根据 GB 50011 的方法进行抗震分析，并按 GB 50023 的规定进行构件承载力验算时，抗

震鉴定报告应列出 GB 50023 第 2.7.1 所规定的计算参数，计算结果应包括：

a) 砌体结构：墙柱高厚比、墙体受压承载力、墙体抗震承载力等；

b) 框架结构：框架柱轴压比、框架柱（梁）承载力、整体变形计算等。

6.4.12 抗震承载力验算的结果应用于评定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等级，不应用于评定结构在正常

使用条件下的安全性等级。

6.4.13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的出具应在对建筑物作了安全性鉴定的基础上进行，鉴定意见除了评估建筑

物的抗震性能外，首先应对建筑物在正常使用条件的安全性做出评估。满足 GB 50023 要求的，应注明

其后续使用年限，不满足要求的，应指出不满足要求的所有构件。

6.4.14 处理建议应对建筑物目前的损坏部位或不满足 GB 50023 要求的构件提出维修或加固的意向性

建议。采用的抗震加固方法应满足 JGJ 116 的要求。

6.4.15 鉴定报告主体模板参见附录 D.4。

6.4.16 第一级抗震鉴定列表中标准规定值宜直接列出建筑物对应的抗震等级限值,不宜将各抗震等级

的限值同时列出。

6.5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

6.5.1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是指主要依据 CECS 252 编写，用于评估建筑物在遭受火灾后的安全性

的报告。

6.5.2 主要鉴定依据：

a) GB 50144、GB 50292、CECS 252；

b) 附录 A.2 和 A.3 所列的检测类技术标准和设计规范。

6.5.3 鉴定报告主体内容应包括：

a) 建筑物概况；

b) 鉴定目的、范围、依据和检测仪器；

c) 图纸资料调查；

d) 结构损坏情况调查；

e) 火作用调查；

f) 构件初步鉴定评级；

g) 结构检测分析；

h) 结构承载力验算；

i) 构件详细鉴定评级；

j) 鉴定结论；

k) 处理建议；

l) 附件（照片或附图等）。

6.5.4 当需要对火灾后建筑结构的整体安全性进行评估时，应结合 GB 50144 或 GB 50292 进行结构整

体评级。

6.5.5 火作用调查应包括火灾过程调查和火灾温度调查。火灾过程调查应包括起火原因、起火时间、

起火点，灭火过程、手段，火灾持续时间等。

6.5.6 对火灾后初步鉴定评级为Ⅱb级和Ⅲ级的构件，鉴定报告应进一步描述构件的详细鉴定评级情

况，即结构检测分析和结构承载力验算情况，并给出构件详细鉴定评级结果。火灾后的钢筋混凝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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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房屋结构检测项目一般应包括：混凝土强度检测、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钢筋力学性能检测、结构

构件变形（挠度、垂直度）检测等。

6.5.7 鉴定报告主体模板见附录 D.5。

6.6 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6.6.1 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是指在进行基坑和基础施工、爆破施工或地下工程施工等活动的前

期、中期或后期时，为了解工程周边房屋的安全现状或界定房屋是否因工程施工导致损坏而出具的鉴定

报告。

6.6.2 主要鉴定依据：

a) JGJ 8、JGJ 125、DB44/T 724；

b)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84〕第 678 号）；

c)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部 2002 年 110 号令）。

必要时也可依据 GB 50292 或 GB 50144。

6.6.3 鉴定报告主体内容应包括：

a) 建筑物概况；

b) 鉴定目的和依据；

c) 拟建或在建工程情况调查；

d) 现场检查情况；

e) 鉴定结论；

f) 处理建议（可选）；

g) 附件（可选）。

6.6.4 建筑物概况除了应包括第 5.2.1 内容外，尚应包括建筑物基础形式、建筑物与工地之间的方位、

距离等。

6.6.5 拟建或在建工程情况调查应注明施工工程的基本情况，如场地地质勘探资料、基坑支护形式、

基坑开挖及降水方式、场地地下水位观测记录、基坑沉降观测记录、周边房屋沉降观测记录、工程基础

形式、开工时间等。

6.6.6 现场检查情况应详尽记录房屋的损坏现状，且应记录房屋主体结构倾斜测量情况。对房屋的已

有裂缝，应选取有代表性或对结构有影响的作好裂缝观测标记并在报告中注明。

6.6.7 在确定相邻工地施工造成的周边房屋损坏形式时，对损坏形式的表述应为以下三类：

a) 因场地水土流失造成房屋地基基础出现不均匀沉降变形，其损坏现象有：房屋整体或局部倾斜、

承重墙体斜向开裂、墙体与墙体接合处竖向开裂、门窗变形，地台沉陷、离空、开裂，柱、梁

节点处的柱端出现水平贯通裂缝和梁端出现斜向或竖向裂缝等；

b) 因场地水土流失造成房屋以外地台、围墙、道路路面、地下管道沉陷、断裂等损坏；

c) 因施工产生震动造成房屋墙体特别是门、窗洞角处出现短小斜向裂缝、墙面裂缝出现掉灰及墙

面粘贴饰面出现脱落等损坏现象，若震动较大容易造成楼地面砖鼓起、开裂，天花板底抹灰层

脱落、门窗玻璃破裂，瓷质厕兜、洗手盆开裂等。

6.6.8 对施工中、后期的周边房屋出具的鉴定报告，鉴定意见应明确房屋的损坏是否与工地施工有关，

未能明确的应注明原因。

6.6.9 鉴定报告首页表格模板可根据评定等级的不同，分别参见附录 B.3 和附录 B.4，相应的报告主

体模板分别参见附录 D.1 和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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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鉴定检测技术标准(规程)、设计规范和政府规章

A.1 鉴定类技术标准（规程）

GB 50023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144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CECS 252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标准

JGJ 125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84〕第678号）

DB44/T 724 广州市房屋安全鉴定操作技术规程

A.2 检测类技术标准（规程）

GB/T 50315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34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621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784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CECS 02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CECS 03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CECS 21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T 23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136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152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

JC/T 796 回弹仪评定烧结普通砖强度等级的方法

DBJ/T 15 既有建筑物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技术标准

A.3 设计规范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5 木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DBJ 15—10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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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政府规章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部2002年110号令）

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2004年129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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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报告格式

图B.1至图B.7给出了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不同页面的格式。其中除附录B.3至附录B.5给出的各类型专

项鉴定报告首页表格不同外，其他各页格式均为通用格式。附录B.5给出了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的示例，

该示例格式也适用于建筑抗震鉴定报告和火灾后周边房屋安全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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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报告类型）鉴定报告

××××（鉴定单位）（盖章）

日期：二○××年××月××日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B.1 鉴定报告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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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报告注意事项

1、本报告无报告统一编号无效；

2、本报告无现场鉴定人、编写人、审核人、审定（签发）

人签字无效，并须在封面、首页表格、骑缝三处加盖

鉴定机构鉴定专用章方为有效；

3、本报告涂改无效；

4、本报告未经同意请勿复印，报告复印件未在封面、首

页表格、骑缝三处加盖鉴定机构鉴定专用章无效，且

不得用于各类广告宣传；

5、对本报告内容有异议时，请在签收鉴定报告后 15日内

向鉴定机构提出书面复议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6、本报告不作为房屋建筑权属及建筑面积确认依据。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B.2 注意事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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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

委托单位

（委托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房屋地址 房屋名称

结构形式 层 数 委托日期

建筑面积 m
2

建筑年代 鉴定日期

用 途 产 别 有效日期

鉴定类别 鉴定等级

主要

检查

情况

综述

鉴定

结论

处理

建议

现场

鉴定

人员

姓 名 技术职称 执业注册证号 签 名

编写人

审核人

签发人

鉴定单位（专用章）

二〇一 年 月 日

图 B.3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首页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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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

委托单位

（委托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房屋地址 房屋名称

结构形式 层 数 户数

建筑面积 m
2

建筑年代 人口

用 途 产 别 委托日期

鉴定类别
鉴定日期

鉴定等级

主要

危险

情况

综述

鉴定

结论

处理

建议

现场

鉴定

人员

姓 名 技术职称 执业注册证号 签 名

编写人

审核人

签发人

鉴定单位（专用章）

二〇一 年 月 日

图 B.4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首页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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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

委托单位

（委托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房屋地址

房屋名称

结构形式 建筑年代 产别

总层数 用途 鉴定日期

总建筑面积 m2 鉴定类别

鉴定

结论

处理

建议

现场

鉴定

人员

姓 名 技术职称 执业注册证号 签 名

编写人

审核人

签发人

鉴定单位（专用章）

二〇一 年 月 日

图 B.5 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首页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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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B.6 鉴定报告主体目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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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类型）鉴定报告正文

一、 建筑物概况

×××××××××××××××××××××××××××××××××

××××××××××××××

二、 鉴定目的和依据

×××××××××××××××××××××××××××××××××

××××××××××××××

三、 结构检查情况

3.1 ××××

×××××××××××××××××××××××××××

3.2 ××××

×××××××××××××××××××××××××××

四、 ×××

×××××××××××××××××××××××××××

五、 鉴定结论

×××××××××××××××××××××××××××

六、 ×××

×××××××××××××××××××××××××××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B.7 鉴定报告正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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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报告中的字号和字体

表C.1规定了报告中各个位置的文字的字号和字体。

表 C.1 报告中的字号和字体

序号 页别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位置和行距

01 注意事项
标题

正文

二号小标宋

小三号宋体

居中

居中

02 目录

目录

目录项一级标题

目录项二级标题

二号小标宋

四号宋体加粗

小四号宋体

居中

03 首页表格
标题

表格内容

二号小标宋

小四号宋体

居中

表格内居中

04 报告主体

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正文内容

小三号黑体

四号官宋体加粗

小四号宋体

左面顶格

左面顶格

首先左空2个字符，1.5

倍行距

05 报告日期 小四号宋体 右面顶格

06 鉴定单位信息 小四号宋体 左面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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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常用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D.1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格式模板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参见图D.1。

D.2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格式模板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参见图D.2。

D.3 建筑可靠性（安全性、正常使用性）鉴定报告格式模板

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参见图D.3。

D.4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格式模板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参见图D.4。

D.5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参见图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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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正文

一、 建筑物概况

×××××××××××××××××××××××××××××××××

×××××××××××××××××××××××

二、 鉴定目的和依据

×××××××××××××××××××××××××××××××××

×××××××××××××××××××××××

三、 现场检查情况

3.1 地基基础

××××××××××××××××××××××××

3.2 上部承重结构

××××××××××××××××××××××××

3.3 围护结构

××××××××××××××××××××××××

四、 鉴定结论

×××××××××××××××××××××××××××××××××

×××××××××××××××××××××××

五、 处理建议

××××××××××××××××××××××××××××××××

××××××××××××××××××××××××

六、 附件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D.1 房屋完损性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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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正文

一、 建筑物概况

×××××××××××××××××

二、 鉴定目的和依据

×××××××××××××××××××

三、 现场检查情况

3.1 地基基础

××××××××××××××××××××××××

3.2 上部承重结构

××××××××××××××××××××××××

3.3 围护结构

××××××××××××××××××××××××

四、 鉴定结论

×××××。根据《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99），该房屋的危险性评

定如下：

一、房屋组成部分危险性评定

1. 地基基础评定为×级

2. 上部承重结构评定为×级

3. 围护结构评定为×级

二、房屋危险性综合评定

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为×级、即为“×××房”，应“××××”。

五、 处理建议

×××××××××××××××××××

六、 附件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D.2 房屋危险性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DB44/T 1887—2016

26

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正文

一、 建筑物概况

×××××××××××××××××

二、 鉴定目的、内容、依据和检测仪器

×××××××××××××××××××

三、 建筑主体结构检查与检测情况

3.1 地基基础

××××××××××××××××××××××××

3.2 主体结构变形测量

××××××××××××××××××××××××

3.3 上部结构损伤情况

××××××××××××××××××××××××

3.4 结构布置及构件截面尺寸检测

××××××××××××××××××××××××

3.5 构件强度检测

××××××××××××××××××××××××

3.6 构件配筋情况检测

××××××××××××××××××××××××

四、 结构承载力验算

×××××××××××××××××

五、 鉴定结论

×××××××××××××××××

六、 处理建议

×××××××××××××××××

七、 附件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D.3 建筑可靠性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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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抗震鉴定报告正文

一、 建筑物概况

×××××××××××××××××

二、 鉴定目的、内容、依据和检测仪器

×××××××××××××××××××

三、 建筑主体结构检查与检测情况

3.1 地基基础

××××××××××××××××××××××××

3.2 主体结构变形测量

××××××××××××××××××××××××

3.3 上部结构损伤情况

××××××××××××××××××××××××

3.4 结构布置及构件截面尺寸检测

××××××××××××××××××××××××

3.5 构件强度检测

××××××××××××××××××××××××

3.6 构件配筋情况检测

××××××××××××××××××××××××

四、 抗震性能鉴定

3.1 第一级鉴定

××××××××××××××××××××××××

3.2 第二级鉴定

××××××××××××××××××××××××

五、 鉴定结论

六、 处理建议

七、 附件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D.4 建筑抗震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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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正文

一、 建筑物概况

二、 鉴定目的、内容、依据和检测仪器

三、 图纸资料调查

四、 主体结构损伤情况调查

五、 火作用调查

六、 构件初步鉴定评级

七、 结构检测分析

7.1 混凝土强度检测

7.2 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

7.3 钢筋力学性能检测

7.4 构件变形检测

八、 结构承载力验算

九、 构件详细鉴定评级

十、 鉴定结论

十一、 处理建议

十二、 附件

单位为毫米

210

29
7

图 D.5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报告主体格式模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