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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幕墙，是指由面板与支
承结构组成、可相对主体结构有
一定位移能力或自身有一定变形
能力、不承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
建筑外围护结构或者装饰性结构。

记者通过走访相关部门了解
到，近 20 年来，建筑幕墙在我
市房屋建设中被广泛采用，幕墙
的材质主要包括玻璃、石材和铝
板，其中玻璃幕墙占到所有幕墙
的七成以上。目前，我市采用玻
璃幕墙的高层建筑中，使用期在
10 年以上的占近二成，因玻璃
幕墙脱落造成的事故时有发生。
由于缺乏明确的管理规范，玻璃
幕墙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
建设环节的质量安全及使用维护
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

“玻璃本身是脆性材料，幕
墙使用年限较长后会发生结构胶
老化、受力构件变形错位、松
动，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市住
建委相关人士介绍。而记者通过
资料收集发现，近几年各地因玻
璃幕墙破裂的事故时有发生：

2015 年 8 月 6 日，海曙开明
街一家商店的钢化玻璃墙突然爆
裂，所幸没人受伤。

2012 年 8 月、2011 年 8 月和
2010 年 10 月，位于宁波闹市区
的环球中心先后 3次出现幕墙玻
璃坠落，幸好都没有伤及行人。

2011年 7月份，海曙车轿街
一栋写字楼发生一起事故。当
时，正在交付的写字楼 21 层玻
璃突然爆裂。

此外，国内一些城市玻璃幕

墙坠落事件也屡有发生。2011年 7
月 9日，杭州庆春东路一大厦一片
外墙玻璃突然从空中掉落，砸中正
从楼下经过的一名女孩，造成其重
伤，失去左小腿。2011年5月，上
海市在一天之内发生 3起高楼玻璃
幕墙坠落事件，陆家嘴时代金融中
心大厦楼下停车场内 50 多辆车遭
遇“玻璃雨”袭击，车损严重。

玻璃幕墙破损坠落，主要缘于
钢化玻璃的自爆现象。

一家钢化玻璃生产企业的老总
告诉记者，钢化玻璃难以杜绝自爆
现象，“合理”的自爆率大约是千
分之三。钢化玻璃自爆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是安装原因，二是玻璃自
身原因。由于钢化玻璃的热膨胀系
数比较高，如果在安装的过程中没
留下足够的伸缩空间，就会导致玻
璃遇热膨胀发生自爆。此外，玻璃
内部含有结石、气泡和杂质，在生
产过程中这些物质没有完全融合就
容易产生裂纹；同时玻璃中含有的
某些物质受热膨胀也容易发生自
爆。“夏季的时候，白天气温高，
室内开空调气温低，冷热不均也容
易发生自爆。”

宁波一家玻璃幕墙施工企业的
老总介绍，目前玻璃幕墙发生自爆
破裂时，一般是由施工企业负责维
修更换。去年夏天高温的时候，他
们公司一天要接到四五起钢化玻璃
自爆需要维修的请求，全市玻璃幕
墙总的自爆现象就更多了，目前难
有准确的统计，有的大楼业主为了
省事，甚至等爆裂的玻璃有了四五
块后，才一次性打电话报修。

玻璃幕墙在建筑外表采光、保温、遮风、挡雨功能的基础上，增添了装饰性，将建筑功能和建筑美学融为一体，成为
城市靓丽的风景。如今，走在甬城街头，随处可见高楼林立、玻璃幕墙闪闪发光的新景象。但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
建筑玻璃幕墙突然爆裂的现象又有增多的迹象，由此引发的事故也成为不少市民担忧的问题——

谨防玻璃幕墙成“高空炸弹”
玻璃幕墙自爆坠落玻璃幕墙自爆坠落

成事故隐患成事故隐患

从灰头土脸到明亮气派，城
市建筑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
经济发达、高楼林立的宁波，玻
璃幕墙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尤
其是商务楼，它让宁波城市建筑
变美了、变靓了，更时尚了。但
与此同时，玻璃幕墙也留下了安
全隐忧，市内外发生的几起玻璃
幕墙自爆事件就是明证。

玻璃幕墙和其他装饰形式不
同，其主要材料是易碎的玻璃，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玻璃
幕墙的一些构件会老化，一旦脱
落下坠，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所
以 ， 说 玻 璃 幕 墙 是 “ 高 空 炸
弹”，绝非危言耸听。这个“高
空炸弹”不知道会在哪一天爆
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高
空炸弹”隐患不除，“弹雨纷

飞”是迟早的事。试想，生活工作
在城市的人们，每天走在街上，头
顶上悬着“高空炸弹”，这怎不让
人忧心忡忡？

城市当然需要有时代元素，但
我们不能为了城市建筑的美化时
尚，就不顾及安全，安全永远是第
一位的。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宁波玻璃
幕墙坠落事件还不算多，只能说是
刚刚“露头”。防范风险重在未雨
绸缪，我市出台《城市房屋建筑幕
墙安全管理办法》，明确了相关人
员的责任主体，规范了施工标准，
规定了年检要求，可算是未雨绸缪。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工作抓得
越早越主动。当下的关键是要把

《宁波市城市房屋建筑幕墙安全管
理办法》落实好。 （李国民）

防风险重在未雨绸缪

日前，我市发布《宁波市城
市 房 屋 建 筑 幕 墙 安 全 管 理 办
法》，加强对建筑幕墙的监管，
有七类失信行为将记入当事人信
息档案，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管理。

这七类失信行为包括：建设
单位未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组
织建筑幕墙结构安全性论证的；
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未对建筑幕

墙结构安全、节能等要求进行审查
的；监理单位未对完工的建筑幕墙
单位工程作出质量评价的；建设单
位拒不提供建筑幕墙使用维护说明
的；使用安全责任人拒不履行使用
安全责任的；使用安全责任人未按
规定组织建筑幕墙安全性能鉴定
的；违反建筑幕墙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行为。

七类失信行为将被列入“黑名单”

既然自爆无法克服，有没有
办法减少玻璃幕墙自爆伤人的概
率？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玻璃幕
墙日常维护很重要，它能减少玻
璃幕墙自爆概率。但据记者调
查，事实上，很多大楼以及商场
的玻璃幕墙缺乏日常维护。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有关规
定，建筑物玻璃幕墙的设计年限
一般为 25 年，其中全隐框玻璃
幕墙保质期只有10年。

一名业内人士介绍，一般来
说，对于在保修期内的幕墙，发
生自爆的概率相对较小，维修也
能有保证。在过了保修期后，其

管理问题就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
部分施工单位因主体变更，会导致
一些大楼的建筑幕墙在破损后无法
得到维修保障。

对玻璃幕墙的管理，住建部于
2006 年颁布的 《既有建筑幕墙安
全维护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既有
建筑幕墙的安全维护实行业主负责
制，此外，建筑幕墙工程自竣工验
收交付使用后，原则上每 10 年业
主应进行一次安全性鉴定。

也就是说，房屋的业主负责对
玻璃幕墙的维护、保养、安全检
测。但实践操作中，很难做到这一
点。因为玻璃幕墙大部分使用于酒

日常维护管理日常维护管理
有待加强有待加强

本报记者 杨绪忠

玻璃幕墙所引起的安全隐
患，已引起我市有关部门的重
视。近期，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了《宁波市城市房屋建筑幕
墙安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 7
月1日起施行。

《办法》 在城市房屋建筑幕
墙安全管理的适用范围和管理原
则、部门管理职责、建筑幕墙设
计规范、建设质量管理、使用维
护安全责任、信用监管、法律责
任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例如，
规定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和
规范进行施工，不得使用未经检
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建设材料、
构件，不得偷工减料。

《办法》 明确了责任主体，
要求建筑幕墙房屋的承租人、借
用人等房屋实际使用人承担相应
的建筑幕墙使用安全责任。

建筑幕墙工程交付使用时，
建设单位应当在房屋使用说明
书、房屋质量保证书和房屋结构
设计文件等资料中载明建筑幕墙
使用维护说明。

引人注目的是，《办法》 明确
规定：建筑幕墙保修期满后，鼓励
使用安全责任人每隔 3 至 5 年组织
一次建筑幕墙安全性能鉴定。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使用安全
责任人应当对建筑幕墙进行安全性
能鉴定：幕墙的面板、连接构件或
者局部墙面等多处出现异常变形、
脱落、爆裂等现象的；房屋出现倾
斜或者承重结构受损的；因突发事
件或自然灾害造成房屋裂缝、变
形、不均匀沉降等情况。

若违反规定，出具虚假建筑幕
墙安全性能鉴定报告，可处 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近期有
关部门将组织对全市的建筑幕墙进
行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将加紧制
订建筑幕墙安全管理技术导则，以
减少因建筑幕墙施工和管理方面的
安全漏洞。

“建筑幕墙‘新政’将有效加
强对相关行业的监管，同时弥补建
筑幕墙维修管理中的漏洞，大大降
低‘高空炸弹’对市民生命财产的
威胁。”徐增建认为。

我市将推新政我市将推新政
破解难题破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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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店、写字楼这样的商用楼，特别
是像写字楼产权关系复杂，让业
主负责幕墙的安全检测并非易
事。

因此，目前玻璃幕墙的维护
基本上是由物业在承担。

不过，由物业承担维护同样
存在诸多问题：没有专业的维护
技术知识，所谓的维护也就是进
行日常的清洁；缺乏必要的维护
资金，2000 年至 2011 年 4 月间
建成的建筑幕墙的维修费用因为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未建立，维修
资金一直难以落实。

“人们通常了解的幕墙安全
事件都是由玻璃坠落引起，但幕
墙玻璃坠落仅仅是表象。除去钢
化玻璃自爆引起的坠落外，能够
导致幕墙玻璃破碎的因素有很
多，诸如玻璃的加工质量、设计因
素、边界条件、幕墙构造等，而幕
墙的构造及抗风压性能设计更是
极其重要的因素。”宁波建乐装
潢有限公司幕墙设计研究院院长
徐增建认为，虽然玻璃幕墙自爆
现象难以避免，但有关各方完全
可以有所作为，联手做好前期预
防工作，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把好设计关。玻璃幕

墙作为建筑外围护结构，在设计
上应遵守三个基本的原则：安全
性、适用性和经济性。其中，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是每一个幕墙

设计师必须坚守的底线。构件设计
要确保在出现极端天气情况下幕墙
构件有足够的承载力，不致因失效
而出现安全事故。

其次要把好质量关。早些年，
国内幕墙玻璃多为进口，产品原材
料控制较好，少见自爆现象。不
过，近年来我国建筑业发展迅速，
许多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加上业内
竞争十分激烈，部分企业正常的玻
璃生产流程被人为地压缩，从而造
成一些质量问题。推荐幕墙使用超
白钢化玻璃，可以大大降低自爆率。

再次，要加强对幕墙工程的全
面检测。检测不是小工程，要征得
对方同意。一些高层大厦的业主担
心影响经营和日常生活，常常拒
绝检测。因此既要提高幕墙现场
检测技术水平，降低对业主日常
生活、工作的影响，也要强化全
社会对幕墙安全的重视程度，提
高业主、租户的安全意识，使其能
主动配合检测工作。

最后，要控制玻璃幕墙的使用
范围。目前，我国已在政策上收窄
了玻璃幕墙的使用范围，以使玻璃
幕墙的伤害远离人群集中地。2015
年，住建部、国家安监总局下发文
件要求，新建住宅、党政机关办公
楼、医院门诊急诊楼和病房楼、中
小学校、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
居用建筑，不得在二层及以上采用
玻璃幕墙。监管部门要把好关，防
止玻璃幕墙的滥用。

制图 金雅男

图为地处市中心的某大楼玻璃幕墙。 （杨绪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