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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和人民生活关系巨大,而近年来,建筑行业发展越来越快,人民对建筑需求的多样化导致建筑质量的标准

也越来越高,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建筑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为了满足人民需求,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安全,建筑部门也对
于建筑工程的质量检测越来越重视,为了提高房屋建筑工程的质量,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也要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
检测,并不断提高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行为的监管水平,针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的现状,以及对我国的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的监管水平提高等问题,本文将浅析回弹法在建筑工程检测方面的应用,并且就房屋建筑工程的现状以及对房屋建
筑工程质量检测的监管作了以下分析。
[关键词] 回弹法；建筑工程；检测应用
1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的现状

用存在较大隐患,体制单一,受外界影响较大,与国际接轨较

1.1 检测机构不完善,技术水平低

少,自身的质量检测水平低,经验缺乏,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

检测机构内部管理系统缺乏科学性,人员调配,资源使

能力较差, 因此没有更好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来提高自己,对

2.4 对抗滑性能的影响

条件,考虑不同的水源,设置相应的排水设施,使路基、路面

影响路面抗滑性能的因素有很多, 轮胎与路面摩擦力

形成良好的排水系统。市政道路的排水系统便于及时收集、

主要受轮胎、行车速度、气候、路面表面构造原影响。大量超

输送城市产生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自然降水,有效防止

限车辆的行驶严重破坏了路面的表面构造, 降低了路面抗

地面水漫流、
滞积或下渗,保持路基常年处于干燥状态,确保

滑性能,影响行车安全。表征路面抗滑性能的指标有摆值和

路基、路面的强度和稳定性不受地下水和地表积水的影响,

构造深度等。

使城市免受污水之害,和免受暴雨积水之灾,市政道路排水

3 市政道路排水设计的目的及重要性

中,将地上排水和地下排水结合考虑,将临时性排水设施与

在设计城市道路时,为保证行车安全,改善城市卫生条

永久性排水设施结合考虑, 从而给人们创造一个舒适安全

件,以及避免路面过早损坏,要求迅速及时地排除积水,同时

的生存和生产环境, 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

城市道路排水也是城市排水系统的一部分, 很多排水主干

环正常进行,维持生态平衡,保证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

管增敷设在基下,为保障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还需要及时排

4 结束语

除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在我们城市道路建设过程中,对于

搞好城市排水设计对于建设好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重要

行车道的排水设计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是单坡排水设计：

意义。市政道路上的水源多样化是从地面到地下,从地面到

对于降雨量较少的地区道路和非机动车道, 可采用单坡排

地面,从地面到道路,以及城市。水,排水,环境保护,水土流失

水法,确保路面排水系统的完整性。第二是双坡排水设计：

防治必须结合起来,实现多渠道,多方位的排水设计。城市排

对于降雨量大的地区和行车道较宽的市政道路, 通常会采

水工程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

用双坡排水设计, 这样可以加快路面的排水效率及雨水的

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城市排水工程设施的完善直接影响着

流速,并通过雨水口将水收入道路下方雨水管道。对于人行

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组织良好的排水设施

道的排水设计, 主要就是将标高较低的一侧设在行车道一

是该市为高效率和高质量运行创造条件。因此,加强城市排

侧,以便让人行道上积水注入雨水管道中。另一侧有挡墙的

水工程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合理经济地清除和处理城市污

路段,因此在要人行道靠近挡墙的一侧设置排水通道,拦截

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挡土墙上流下的水分地, 在保证路面整洁美观的同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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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提高也不会有很大的作用。而解决此

结构形式来满足建筑形式的要求。好比一个做一个网站程

问题,首先,检测机构要眼光放远,开阔视野,根据我国的国情

序,在满足不高的条件时,用普通 html 可以实现,用 php 也可

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 吸收国外先进的检测技术进行实

以做出来。但客户说我需要后台,需要做动态,那就只能用更

践探索,追逐世界标准。机构自身也要创新,在技术和创新型

复杂的办法来实现。至于说差别还是有一些。同样一个地

人才方面扩大资金,提高自身竞争力,使检验机构有自己的

区,学校肯定会比住宅“坚固”,因为学校医院等甲类建筑的

检测技术,而后,领导者也要科学领导,机构内部结合自身特

抗震等级都是要求相应提高一级。而且开发商对于经济性

点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完善检测机构的内部构造,也

要求比较高,所以材料指标比较卡,但差别甚小。另外还可以

要树立在房屋工程建设检测行业的威信。检测部门以检测

看看建筑的新旧程度,越新的规范对建筑抗震要求越高。虽

水平技术高河自身管理能力为资本, 赢得建筑行业对房屋

然新的规范对于多层建筑已经不推荐砖混了, 但不存在框

检测机构的认可才能更好的进行房屋质量的检测过程。

架一定比砖混“坚固”这一说法。发展了这么多年,砖混方面

1.2 检测机构外部依赖性较大,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的技术还是很成熟的。之前学习新规范时有位老专家开玩

质量检测机构自身发展能力较弱, 对检测单位依赖较

笑跟说,北京那帮人不差钱,现在都要淘汰砖混了,要是放贫

大,检测单位领导发展,没有自己的发展方向,检测机构自主

困点的地方哪里吃得消, 砖混不建太高性能也不会输给框

生存能力弱, 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压力下不能从检测机构

架。国家建立健全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的制度。建立统一

或者企业中脱离出来,市场波动性较大,质量检测机构无法

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的标准。国家的宏观调控十分重

满足市场需求,市场需要统一的检测标准。质量检测机构应

要,但也要处理好国家和检测部门的关系,制度领导和政策

力争将检测机构从其他检测单位或者企业中分离出来,成

领导,对检测机构或者检测行为国家层面,政府等单位要适

立专门的检测机构,自主进行检测科学发展,对市场上的房

当介入,减少不正当的干预,保证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管

屋建筑进行统一的质量检测, 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行业的发

的公平检测机构依据标准依照步骤对建筑工程进行质量检

展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来更好的满足社会的需求, 保护人

测的监管。以制度为本从事一切检测活动。检测企业内部也

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但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尽可能的减少

要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管理, 从检测合同签署到检测人

对检测单位的依赖, 质量检测机构有自己的工作场地和工

员检测都要有严格的规定。要对检测员工分工明确,任务分

作领导团体, 而并不是在企业或者其他检测单位的领导下

配清晰, 不能出现责任对象不明确致使质量检测出现延误

存活。国家和其他检测机关也应该子啊房屋质量检测机关

或者其他问题,给双方都造成质量损失,此外,对员工社会保

的独立过程中对它进行资金和人才方面的支持来保证检测

障,工资分红,业绩记录考勤都要有合理的机制,给员工好的

机构独立发展过程能够顺畅。而不是一味的用权力或者其

工作条件工作,使员工富有工作热情。单纯地想分辨是框架

他来牵制质量检测机构的发展。

结构还是剪力墙结构很简单。一般来说,大开间——
—空间开

1.3 检测市场发展畸形

阔——
—或层数不太多的建筑, 如商业综合体和公共建筑更

建筑行业发展繁荣。检测市场并不能够与之匹配。相反

可能是框架结构, 这种建筑中一般会有明显的巨大的柱子,

伴随建筑行业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建筑行业

或至少是凸出墙体的柱子。相对地,小开间或层数较多的建

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建筑商, 或是施工单位投机取巧,采

筑,如高层住宅更可能是剪力墙结构,建筑中没有显眼的柱

取不当的方式应付检测机构或其他监管机构的检查。这些

子。有时也会出现二者结合的框架剪力墙结构,如商业综合

人出于经济效益, 而并不是出于对建筑安全人民财产安全

体的电梯间可能采用剪力墙, 住宅的地下车库可能采用框

的的责任感。建筑工程检测市场过于功利化。在这种市场的

架。但是在实际中,框架结构和剪力墙结构的“坚固性”性差

发展方向中,质量检测不受重视,流于形式,确保不了检测的

别不大。

公平性, 很多检测部门和被检测的质量工程施工单位存在

2.2 能够提高建筑监管水平

内部交易, 任意更改检测内容以及随检测内容做出的检测

钻芯取样和回弹法是两种常见的混凝土检测方法。一

数据,建筑工程的质量检测存在水分。整个检测市场风气很

般认为钻芯取样有较高的准确性,如果是采用回弹法,试验

难在短时间纠正, 需要更多人立足适量检测的现状进行努

的系统误差恐怕就不止你现在的 7MPa, 如果 C30 的混凝

力。要树立诚实公正的检测市场氛围。

土,测出来强度有 C60,有这么明显的差距,那我们可以认为

2 回弹法在建筑工程检测方面的应用

强度确实偏高。这对结构有影响吗？从强度的角度来说,强

2.1 能够规范检测机构

度高是个好事情,我们规范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才有强度

比如同样一个地区的抗震要求, 抗震设计是 8 度区,地

的均值,标准值,设计值这些概念。但是从刚度的角度来说,

震分组二组,抗震分组二级,不管是什么建筑,砖混还是框架

这是个好事情吗？这时候你应该加做一个弹模试验,一般来

还是剪力墙甚至说是木结构, 只要面对这个条件所做出的

说强度越高弹模也越高,但是也有例外。如果粗骨料采用了

设计,题主所说的“坚固程度”都是一样的。但由于条件所限,

小石子,有可能导致弹模不足。如果弹性模量也偏高,这未必

砖混做不到超过 24m 还满足规范要求,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

是个好事情。与强度不同,设计时,将弹性模量取高或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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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密切,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多的智

能化产品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如手机、计算机等等。在实际的生活中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我们长时间的运用到电梯,因此,
本文将主要针对现阶段的电梯空调智能化进行概念解释,同时提出电梯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的特点,最终详细阐述电梯空
调智能化控制技术解析。
[关键词]

电梯；空调；智能化；技术；解析

通俗的来说, 电梯智能空调是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空
调。电梯空调通过提前安装一个温度感知系统,来实现判断

出一些判断并做出准确的合乎情理的执行结果, 即获取信
息 - 思考 - 执行效果的过程。

实际温度和外界气候条件来达到空调温度的调节, 这样做

本文中我们探讨的智能更加趋向于“智慧”的意思。其

就可以做到恒温系统,甚至是达到节能减碳的目的。同时,一

实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智

些智能化控制技术中还添加了相应的湿度判断、空气污染

能手机”、
“智能家居”,这些产品中智能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度判断等,根据这些指标形成智能的问题解决措施,如果电

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家居智能产品,

梯内空气太干就自动开启除湿模式, 如果空气质量太差就

现阶段不但运用于各大公共场所, 还运用于个人住宅甚至

打开新风系统。除了这些功能外,现阶段一些先进的电梯空

是电梯内部,这些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让我们

调品牌企业还开发了一些如智能功能,比如说远程控制、智

的出行感受更加舒适。

能调节、天气预报、用户互动、手机遥控器等等。这些智能功

2 电梯空调智能化控制技术的特点

能都让我们的生活变的更加丰富多彩, 也让我们在使用电

智能空调和普通空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使用起来舒

梯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加舒适与贴心。

适度和便利度也不一样。我们之所以说一个产品是智能的,

1 智能的概述

肯定是因为它有更加便利的部分, 能让我们的生活有所进

什么叫智能, 智能是指个体对客观事物进行合理分析,

步。

判断及有目的地行动和有效地处理周围环境事宜的综合能

2.1 使用便捷

力。简而言之就是家居产品会帮你去思考并给出一些解决

智能空调的所谓智能之处,表现在拥有自动识别、自动

方案。例如有人进屋后自动开启温控系统,照明系统等等。

调节以及远程控制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它能够根据外界

某一些敲一下就弹出个柜子的那叫功能不叫智能。个人觉

气候以及室内温度情况进行自动识别, 然后对温度进行控

得要称智能, 就得做到产品会根据不同的变量自动分析做

制调节。有些智能空调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操控,在升

都未必能够保证结构安全。我国现阶段正处在高速发展的

水平,合理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房屋质量检测系统,和弘扬

阶段,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更好的

一个公开透明的检测风气。为房屋建筑和社会大众提供精

实现房屋监管,可以将新兴技术运用到房屋监管中,加上现

准的检测数据,加强对房屋检测质量的监管,这个主体不仅

在新兴绿色建筑的兴起, 传统的监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

仅是检测机构自身, 更需要其他关注建筑工程质量的人参

在市场上房屋的监管力度。这就需要改革和创新新型技术,

与进来。希望通过对房屋工程质量检测的监管,能提高人民

将新兴技术运用到房屋监管中, 保证可以有效的监管市场

居住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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