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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1.本图集是混凝土结构施工图采用建筑结构施工图平面 3.本图集包括常用的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
整体表示方法（简称"平法"）的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筏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桩基础的平法制图规则

平法的表达形式，概括来讲，是把结构构件的尺寸和配筋 和标准构造详图两部分内容。
等信息，按照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直接表达在各类 4.本图集适用于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形
构件的结构平面布置图上，再与标准构造详图相配合，构成 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及桩基础施工图的设计。

5.本图集的制图规则，既是设计者完成平法施工图的依一套完整的结构设计施工图纸。
2.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依据的主要标准规范∶ 据，也是施工、监理人员准确理解和实施平法施工图的依据

6.当具体工程设计中需要对本图集的标准构造详图做某《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些变更时，设计者应提供相应的变更内容。《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7.本图集中未包括的构造详图以及其他未尽事项，应在《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
具体设计中由设计者另行设计。《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8.本图集中，符号"φ"代表钢筋直径，符号"中"代表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HPB300钢筋，符号"业"代表HRB400钢筋。《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
9.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钢筋采用90°弯折锚固时，图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年版）GB 50010-2010 示"平直段长度"及"弯折段长度"均指包括弯弧在内的投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16年版）GB 50011-2010 影长度，见图1。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
锚围区《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 50108-2008 边界线酒外温享牙征婚鑫《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2010

)D-mnd标准规范进行修订或有新的标准规范出版实施
召时，参图笔与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不符的内容、限制或淘汰的 平重段长度技术或 视为无效。工程技术人员在参考使用时，应注

意加以区分，井应对本图集相关内容进行复核后选用。 图1 90°弯折锚固示意

编制说明 22101-3图集号
审核郁银泉么5乙胶对商志强厂寸本逸股讯李增银龙数 方



表1 图例10.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的钢筋，部分采用红色线条表
示。 名 称 说明图 例

11.本图集的尺寸以毫米（mm）为单位，标高以米（m）为 表示长、短钢筋投影重叠时，
单位。 钢筋端部截断 短钢筋的端部用45°斜划线表

示12.本图集中涉及的部分图例见表1。
钢筋搭接连接13.对本图集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或者建议，请登录国家建
钢筋焊接筑标准设计网站（www.chinabuilding.com.cn），再进入G101

栏目，通过该栏目与主编单位和主编人联系。 钢筋机械连接
端部带锚固板的钢筋

编制说明 22101-3图集号
审核都银泉Mt乙校对高志强F文主逢股计李增银龙取 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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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剔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
 总则

作用是指明所选用的标准构造详图;在标准构造详图上，已

经按其所属构件类型注明代号，以明确该详图与平法施工图中1.0.1 为了规范使用建筑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保PL 平法独独立基而 该类型构件的互补关系，使两者结合构成完整的结构施工图。证按平法绘制的结构施工图实现全国统一，确保设计、施工多 制S1.0.8 按平法绘制基础结构施工图时，应采用表格或其他方 图习图限 辨质量，特制定本制图规则。 规式注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0.000的绝对标高。 础础
1.0.2本图集制图规则适用于各种现浇混凝土的独立基础、g

本图集应与国家建筑标准设计22G101-1及22G101-2配合条形基础、筏形基础及桩基础施工图设计。而 使用，在单项工程中，其结构层楼面标高与结构层高必须统 平1.0.3当采用本制图规则时，除遵守本图集有关规定外，还 法条条形基础水丽5 一，以保证地基与基础、柱与墙、梁、板、楼梯等构件按照 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形利丑见叫 燕图统一的竖向定位尺寸进行标注。1.0.4 按平法绘制的施工图，一般是由各类结构构件的平法 规.础礼引 注∶1.结构层楼面标高系指将建筑图中的各层地面和楼面标高值扣除 部施工图和标准构造详图两大部分构成，但对于复杂的工业与民
建筑面层及垫层做法厚度后的标高，结构层号应与建筑楼层号

用建筑，尚需增加模板、基坑、留洞和预埋件等平面图和必 平区 一致。要的详图。驴 法筏筏形基 2.当具体工程的全部基础底面标高相同时、基础底面基准标高即要 制少莓1.0.5 按平法绘制结构施工图时，必须根据具体工程设计， 为基础底面标高。当基础底面标高不同时，应取多数相同的底 套图锯园础 规础按照各类构件的平法制图规则，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直接表 面标高为基础底面基准标高;对其他少数不同标高者应标明范负 图并注明标高。示构件的尺寸、配筋。结构施工图的编排，宜按基础、柱、
1.0.9为方便设计表达和施工识图，规定结构平面的坐标方向剪力墙、梁 题、楼梯及其他构件的顺序排列。 润隔下芪 为∶桩基础 法桩1.0.6 按平法绘制的现浇混凝土的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公司图现刚 之郸制1.当两向轴网正交布置时，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 即图规则形基础及 础《桩基种施工图，以平面注写方式为主、截面注写方
上为y向;当轴网在某位置转向时，局部坐标方向顺轴网的转式为辅表 能的尺寸和配筋。差构件

向角度做相应转动，转动后的坐标应加图示。1.0. 绘制结构施工图时，应将所有构件进行编 平基2.当轴网向心布置时，切向为x向，径向为y向，并应加图也惠要终经 号，编 型代号和序号等。其中，类型代号的主要危 法础示。 问粗关1京 等醇总 则. 226101-3图集号丑现 规构
则造间造 1-1市因郁银泉么乙极对高志强本逸胶计李增银市取 页 v



能则 总则
5.当采用防水混凝土时，应注明抗渗等级。3.对于平面布置比较复杂的区域，如轴网转折交界区

6.当具体工程中有特殊要求时，应在施工图中另行说明。域、向心布置的核心区域等，其平面坐标方向应由设计者另 平响
法 行规定并加图示。独立基 孔式基福21.0.11 当标准构造详图有多种可选择的构造做法时，施工图还制图规叫 公制图规中应写明在何部位选用何种构造做法。1.0.10 为了确保施工人员准确无误地按平法施工图进行施

础 当未写明时，则为设计人员自动授权施工人员可以任选工，在具体工程施工图中必须写明以下与平法施工图密切昭 则一种构造做法进行施工。相关的内容∶
料 平某些节点要求设计者必须写明在何部位选用何种构造做1.注明所选用平法标准图的图集号（如本图集号为 势法制图规则 务”亲形 法。本图集中，要求设计者必须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见本图22G101-3），以免图集修订后在施工中用错版本。 制保图形基 筹：集第2-61页。2.注明各构件所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和钢筋种类，以挚 奋够1.0.12对钢筋搭接、锚固长度等，除在结构施工图中另有注确定与其相关的受拉钢筋最小锚固长度及最小搭接长度。

明者外，按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的有关构造规定执行。当采用机械锚固形式时，设计者应指定机械锚固的具体形平法制图规 平选式。 1.0.13 本图集基础自身的钢筋当采用绑扎搭接连接时标为4; 省邢筏形基础 基础自身钢筋的锚固标为l、l。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的实3.注明基础中各部位所处的环境类别及各类构件的混凝 之感
陀薯图土保护层厚度。 际情况，将基础自身的钢筋连接与锚固按抗震设计处理，对 炭镓。挚 邵4.设置后浇带时，注明后浇带的位置、封闭时间和后浇 本图集的标准构造做相应变更。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以及其他特殊要求。 平选平法 辟 安附障公制图规则 基础 图规则
平基平基 法法制图规 汪截壮础相关构 心相岁构”嘧图规总 则 22G101-3图集号
则蓬则适 1-2审锁郁银泉么乙胶对商志强主连设出李增银花取d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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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表2.2 独立基础编号2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基础底板 代号类型 序号2.1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平截面形状独垃基础 融表 DJ阶形 ××2.1.1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有平面注写、截面注写和列表 制普通独立基础 图r 锥 形 己” ××注写三种表达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选择一种，多 挚规BJj阶 形 ××杯口独立基础或将两种方式相结合进行独立基础的施工图设计。 噬
锥形 BJz x×2.1.2 当绘制独立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独立基础平面与以H1 平条形基础 基础所支承的柱一起绘制。当设置基础联系梁时，可根据图 2.3 独立基础的平面注写方式 法条1武5 制形面的疏密情况，将基础联系梁与基础平面布置图一起绘制，m 辨2.3.1 独立基础的平面注写方式，分为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 图或将基础联系梁布置图单独绘制。 萝喝 两部分内容。 础

2.1.3 在独立基础平面布置图上应标注基础定位尺寸;当独矽 嘧
2.3.2 普通独立基础和杯口独立基础的集中标注，系在基础立基础的柱中心线或杯口中心线与建筑轴线不重合时，应标p 平平面图上集中引注∶基础编号、截面竖向尺寸、配筋三项必丝京 独形基础 注其定位尺寸。编号相同且定位尺寸相同的基础，可仅选择 萨筏制注内容，以及基础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一个进行标注。 形刘互现 醇基和必要的文字注解两项选注内容。2.2 独立基础编号 规础多 素混凝土普通独立基础的集中标注，除无基础配筋内容 则

各种独立基础编号按表2.2规定。 外均与钢筋混凝土普通独立基础相同。?
独立基础集中标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驴 穹

设计时应注意∶当独立基础截面形状为锥形时，其锥面抽基础 商鉴做R三 1.注写独立基础编号（必注内容），编号由代号和序号应采用能保证混凝土浇筑、振捣密实的较缓坡度;当采用较 制甜组成，应符合表2.2的规定。 图规则求施工采用在基础顶部锥面加模板等措施，以陡坡度晶
2.注写独立基础截面竖向尺寸（必注内容）。确保独立基础的锥面浇筑成型、振捣密实。

（1）普通独立基础。注写h/h，/⋯⋯，具体标注为∶1的剂要将起架 平基走叫 法础平刊臣现 制相泳图22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密则蓬1-3审核郁银系么w52校对高志强这主逸股洲李增银龙取 页
广



总则能则
1）当基础为阶形截面时，见示意图2.3.2-1。平法制图翅 潍立基础

“些
息觉 多图2.3.2-2 单阶普通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乓 平法制图规叫平法制图规” 领详向条形基础 图2.3.2-1 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例】当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DJj×x的竖向尺寸注写为400/300/300
仍时，表示h-400mm、h-300mm、h-300mm。基础底板总高度为1000m。页 则上例及图2.3.2-1为三阶;当为更多阶时，各阶尺寸自下 喀

而上用"/"分隔顺写。 平法平 图2.3.2-3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竖向尺寸干法制四 筏形基础 当基础为单阶时，其竖向尺寸仅为一个，即为基础总高 负。心邢基一新调图码度，见示意图2.3.2-2。即图规则 规; 却2）当基础为锥形截面时，注写为hh2，见示意图2.3.2-3. 够
【例】当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DJz××的竖向尺寸注写为350/30时， 邑 平法制图规则表示为-350mm、h-300mm，基础底板总高度为650mm。平 4唐 “截盖”桩基础 （2）杯口独立基础∶公制图规则 1）当基础为阶形截面时，其竖向尺寸分两组，一组表达 6 谷晶乡

杯口内，另一组表达杯口外，两组尺寸以"，"分隔，注写 图2.3.2-4 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一）
为∶aφa，h/h/⋯⋯，其含义见示意图2.3.2-4~7，其中α0

平差为杯口深度。平基 法砍础相关法制图规 制机务图226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密 则盖则造 1-4审核郁银泉么L依对高志强文本逸股讯李增银龙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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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邑

平独立基础 e旦 色 法独而 图 乡 2制C 图2.3.2-5 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二） 图2.3.2-8 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基垫 第规截
刘吃

喜 o
平条形基础 么 法条6。还调 相 蓉制辨。呼 晒、s ≤ 规昭 见础s 够物肥 亚警 图2.3.2-6阶形截面高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一） 法筏嘎 费图2.3.2-9锥形截面高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 形勇 弊图凸昆 挚 。 3.注写独立基础配筋（必注内容）。多 础黝

（1）注写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普通独立基础和杯口独立包
参

可 基础的底部双向配筋注写规定如下∶ 平秀桩基础 桩基础法∶1）以B代表各种独立基础底板的底部配筋。号“司丑见则 新即图规则2）x向配筋以X打头、y向配筋以Y打头注写;当两向配筋
相同时，则以X&Y打头注写。

阶形截面高杯口独立基础竖向尺寸（二） 【例】当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标注为∶ B∶X916@150，Y16@200，表示字基础相类构造 为难形截面时，注写为∶αwa4，h/hz/h⋯⋯， 平慧基础底板底部配置HRB400钢筋，x向钢筋直径为16mm，间距150mm; y向钢筋
其含义见示意图2.3.2-8和图2.3.2-9. 直径为16m，间距200mm。见示意图2.3.2-10. 法平调 憾础相关制刊图四

图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Ve: 22101-3图集号 构规则造多 市核郁银系化二乙胶对高志强文车逸股开手增银龙 1-5
9



总则总则
B∶X空16@150 每边和双杯口中间杯壁的顶部均配置2根HRB400级直径为16mm的焊接钢筋网.Y416@200

见示意图2.3.2-12（本图只表示钢筋网）. Sn 216 平法平法独 氏警
制立 叫图规菌辍规 挚 垫够 p向钢筋

卧t平 干法制 第邢委阻于法制四 x向钢筋条形 叫图规图2.3.2-10 独立基础底板底部双向配筋示意吲图规叫 辙 （2）注写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以Sn打头引注 多图2.3.2-12 双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示意翩页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的各边钢筋。 当双杯口独立基础中间杯壁厚度小于400mm时，在中间杯
【例】当单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标注为∶ Sn 214，表示杯口平法制 壁中配置构造钢筋见本图集第2-15页，设计不注。 P

萌邵思癌 顶部每边 配置2根HR400级直径为14mm的焊接钢筋网。见示意图 制（3）注写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筋（亦适用于杯口独梁! 2.3.2-11（本图只表示钢筋网）。 邢基础嘧图 Sn 214 立基础杯壁有配筋的情况）。具体注写规定如下∶ 规蒸规. 挚 1）以O代表短柱配筋。则 嘧
2）先注写短柱纵筋，再注写箍筋。注写为∶角筋/x边中 卧类写平法制图规则 部筋/y边中部筋，箍筋（两种间距，短柱杯口壁内箍筋间距/ 安和定桩基础 公制图规则短柱其他部位箍筋间距）。
【例】当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筋标注为∶O 4920/5916/5空16，
φ10@150/300，表示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置HRB400竖向纵筋和HPB300
箍筋。其竖向纵筋为∶角筋4920、x边中部筋5空16、y边中部筋5堂16;其箍 平基图2.3.2-11 单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示意 筋直径为10mm，短柱杯口壁内间距150mm，短柱其他部位间距平基 护表【例】当双杯口独立基础顶部焊接钢筋网标注为∶Sn 2坐16，表示杯口法制图规 量出象忽 300mm.见示意图2.3.2-13（本图只表示基础短柱纵筋与矩形箍筋）. 塑

浮图26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按则运1-6页审核郁银泉k5□收对高志强文主连版计李增银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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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豪 范则
当双高杯口独立基础中间杯壁厚度小于400mm时，在中间

杯壁中配置构造钢筋见本图集2-17页，设计不注。O 420/5916/5叠16
φ10@150/300 （4）注写普通独立基础带短柱竖向尺寸及钢筋。当独立

平基础埋深较大，设置短柱时，短柱配筋应注写在独立基础中。去独 法独的每 邮具体注写规定 如下∶ 图缓规1）以DZ代表普通独立基础短柱。 础则多 2）先注写短柱纵筋，再注写箍筋，最后注写短柱标高范
围。注写为∶角筋/x边中部筋/y边中部筋，箍筋，短柱标高区古封占现叫 平条形基础 范围。 法须蓉制【例】当短柱配筋标注为∶DZ 420/5空18/5918，φ10@100， 基图图2.3.2-13 高杯口独立基础短柱配筋示意 挚-2.500~-0.050，表示独立基础的短柱设置在-2.500m--0.050m高度范围内， 规勤3）对于双高杯口独立基础的短柱配筋，注写形式与单高 配置HRB400竖向纵筋和HPB300箍筋。其竖向纵筋为∶角筋4垫20、x边中部筋

杯口相同。见示意图2.3.2-14（本图只表示基础短柱纵筋与 5业18.y边中部筋5业18;其箍筋直径为10mm，间距100mm。见示意平志地 矩形箍筋）。 平筏形基础 图2.3.2-15. 法筏
|O 422/816/5914 制形书网 图形基φ10@150/300 |DZ 420/s918/5918硒 规910@100涵 像

-2.50-0.050 嘧
色 平桩基础H1 融基础法∶区剖国尾丫 御图规则
跟 平基4 双高杯口独立基础短柱配筋示意芪 图2.3.2-15 独立基础短柱配筋示意 法 础1苏I 叫相关制予图

图p威 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部 220101-3图集号 规构间造 则造审侧郁银烈kw校对高志强文∶论股出李增侧才增 1-7页 工



总则总则 z
4.注写基础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独立基础的底面

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应将独立基础底面标高直 Ll 平敛、 独立基础法 接注写在"（）"内。述糊图裂 新24241 密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独立基础的设计有 副较 垫特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例如，基础底板配筋则 图2.3.3-1 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
长度是否采用减短方式等，可在该项内注明。 平PA平 老2.3.3钢筋混凝土和素混凝土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系在基 李开勾条形基2 晒公制图 础平面布置图上标注独立基础的平面尺寸。对相同编号的基 吲图规叫 小式盈见础，可选择一个进行原位标注;当平面图形较小时，可将所出规叫 础黄 子： 砂选定进行原位标注的基础按比例适当放大;其他相同编号者

一飞仅注编号。 Xy_X2X_ 要里 法制 种原位标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法制图规 超梁 匆。图2.3.3-2 非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1.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x、y，xy=1，2，3⋯。 晒心基础 下粉
中规;其中，x、y为普通独立基础两向边长，x》为阶宽或锥形平翩 ~ 勋享这则 面尺寸（当设置短柱时，尚应标注短柱对轴线的定位情况，
判用xpz表示）。 。 护汁法制图规则 ’桩基础 多。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1; 新哪零率非对称阶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2;设 即规则

置短柱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3。
x2 xol xnlxl5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4;

平2平基 非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5。 谱却法制图规 图2.3.3-3带短柱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翩 制叫相关构” 疗晒本226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希则盖则适 1-8审核郁银累么乙校刘高志到这∶晚股开手增银龙饭 分
12



总测 总则
杯口下口尺寸按标准构造详图（为插入杯口的相应柱截面边

长尺寸，每边各加50mm），设计不注。

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6和
平警移独立基础蒸湖 图2.3.3-7。高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与杯口独立基础完全 法独3相同。 制9" 图燕里 实槐 L础规则冷

与台乎 平法条 法条图2.3.3-4 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翩制 6他遭叫
基躺 图耍挚 规础业 引简

对x2,[4LmCuX1乎 xu 平法筏 -业 法筏
制 制 形会

图2.3.3-6 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原位标注（一）图 擦图基观础 规础工 2嘧 则
对称锥形截面普通独立基础原位标注图2.3.3+中 平法桩 础。原位标注x、y，xu、J，Xu、y，t2.杯直 法桩秒心基” 制基晒 Xx Y 其中，x、y为杯口独立基础两向边长，础 图福...名刻刚 规则尺寸，Xu、yu，为杯口上口边到轴线的尺寸，当：己 uβ心h，xsl工2专

下口厚度为4+25mm，x、y;为阶宽或锥形截 x面帮一举式帮市巴略
和辨 围元兰 平基图2.3.3-7 阶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原位标注（二）电服长多驾 法础杯口上口尺寸x、y，按柱截面边长两侧双向各加75mm; （本图所示基础底板的一边比其他三边多一阶）孕绿 制相叫图阅 国”湘22101-3田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构则 适审极郁银泉么52校对高志强F本诊股出李增很方气级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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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础底板的某边不放坡时，在原位放大绘制的基础平面图上，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见图2.3.3-8和
或在圈引出来放大绘制的基础平面图上，应按实际放坡情况图2.3.3-9。高杯口独立基础的原位标注与杯口独立基础完全

绘制分坡线，见图2.3.3-9。相同。 g平 2.3.4 普通独立基础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集中标注和原位标 识法独 见 景
注综合设计表达示意，见图2.3.4-1。制立 图%菌端 DJj××,h/h 科势规 B∶X鱼××@××费 窒

Y垫××@xx
h 要平 声碳均二法制图规则 条形 丹形基础八制一到业 ldn5挪 ④今、部 xu 够贮图2.3.3-8 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原位标注（一）

平平法制图规 啡筏彤基 法平形基础当 制X20241
图
规侈础弧

图2.3.4-1 普通独立基础平面注写方式设计表达示意。
平二平 带短柱独立基础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集中标注和原位标 护法制图规则 桩基础 和,xulxial , 注综合设计表达示意，见图2.3.4-2。2_× 制童图关邮1im 鲜 2.3.5 杯口独立基础采用平面注写方式的集中标注和原位标
规图注综合设计表达示意见图2.3.5。图2.3.3-9 锥形截面杯口独立基础原位标注（二）

在图2.3.5中，集中标注的第三、四行内容，系表达高杯（本图所示基础底板有两边不放坡） 平基平基 口独立基础短柱的竖向纵筋和横向箍筋;当为杯口独立基础设计时应注意∶当设计为非对称锥形截面独立基础且基 还础棺关首法 法，
础 制卧出绿震 叫相关 脚图规”22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摘 则途1-10南郁银泉k4乙收对高志强立本逸股讯李增银 页？’



DJj×，而/hn总则 总则BⅡ××@xx×
T重×通xxx

DZ420/5218/5918
时，集中标注通常为第一、二、五行的内容。o10@100

-2.50-0.050 2.3.6独立基础通常为单柱独立基础，也可为多柱独立基础 平憩业基础 三溶名至气墅 法独（双柱或四柱等）。多柱独立基础的编号、几何尺寸和配筋的4常历B; 案歇标注方法与单柱独立基础相同。 基◆规 础当为双柱独立基础且柱距较小时，通常仅配置基础底部
则钢筋;当柱距较大时，除基础底部配筋外，尚需在两柱间配豆主调图调 置基础顶部钢筋或设置基础梁;当为四柱独立基础时，通常 平条形基础 法条可设置两道平行的基础梁，需要时可在两道基础梁之间配置 0形制辨基础顶部钢筋。六飞干它飞一为、业立 图15/
规础多柱独立基础顶部配筋和基础梁的注写方法规定如下∶涵 黄 

图2.3.4-2 带短柱独立基础平面注写方式设计表达示意 1.注写双柱独立基础底板顶部配筋。双柱独立基础的顶平生地目 平部配筋，通常对称分布在双柱中心线两侧。以大写字母BJj×x,qpla,h/h/h筏形基础 笼B∶X垫××@××x，T业x×@××× 制"T"打头，注写为∶双柱间纵向受力钢筋/分布钢筋。当纵向
O x鱼××/x鱼××/x业x× 图欲受力钢筋在基础底板顶面非满布时，应注明其总根数。工蚬 挚规中××@×××/x××

官 【例】T∶11218@100/010@200;表示独立基础顶部配置HRB400纵向受Sn x鱼x× 6
力钢筋、直径为18mm设置11根，间距100mm;配置HPB300分布筋，直径为区去司图见叫 平10mm，间距200mm. 见示意图2.3.6-1。桩基础 被基础法2.注写双柱独立基础的基础梁配筋。当双柱独立基础为 七eA 晒基础底板与基础梁相结合时，注写基础梁的编号、几何尺寸 规二
和配筋。如JL××（1）表示该基础梁为1跨，两端无外伸; 则I x×（1A）表示该基础梁为1跨，一端有外伸;J×x（1B）表示量端调 平基P x4pu动4工】 4x 该基础梁为1跨，两端均有外伸。+1丽 学础相关法Xg

制刘围见 菌22G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图2.3.5 杯口独立基础平面注写方式设计表达示意 硫
则造审郁银泉么52依对高志盟∶逸股计李增钢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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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T:118@100/10@200
基础顶都纵向受力钢筋

3.注写双柱独立基础的底板配筋。双柱独立基础底板配

筋的注写，可以按条形基础底板的注写规定（详见本规则第3 平平地需团录 独立基础 章的相关内容），也可以按独立基础底板的注写规定，注写 法
制示意图见图2.3.6-2。 .3sl

4.注写配置两道基础梁的四柱独立基础底板顶部配筋。 衡
则奇

当四柱独立基础已设置两道平行的基础梁时，根据内力需要分布钢筋一 平平法制图规 可在双梁之间及梁的长度范围内配置基础顶部钢筋，注写为∶条形基叫 氢踩图2.3.6-1 双柱独立基础顶部配筋示意 梁间受力钢筋/分布钢筋。 制习邢羞叫图通常情况下，双柱独立基础宜采用端部有外伸的基础梁， 【例】T∶业16@120/中10@200;表示在四柱独立基础顶部两道基础梁之 规璐 叶判领间配置HRB400钢筋、直径为16mm，间距120mm;分布筋为HPB300钢筋，直基础底板则采用受力明确、构造简单的单向受力配筋与分布勋
径为10mm，间距200mm。见示意图2.3.6-3。筋。基础梁宽度宜比柱截面宽出不小于100mm（每边不小于 平选平 50mm)。 T:916@120/10@200平法制图规 筏形基 省

基础梁的注写规定与条形基础的基础梁注写规定相同， 制调图规” 下谬”分布钢筋 基础顶部梁间受力钢筋详见本规则第3章的相关内容。注写示意图见图2.3.6-2。挚 础J××(1B)黄 嘧[DJj×, b×h 由×x@x×x（x）
B∶X重××x×× Bx史××;T∶x鱼x× 乎乎 Y更x×意××× 法号 连法制图规则 桩 公制图规则J××1B)蚀基础 却

(

平者平基 x业xx ×/冲×章x× ×/× ×重x× ×/xx业xX ×/x 法硫图2.3.6-3 四柱独立基础底板顶部基础梁间配筋注写示意础相关构心法制图规 制许图关22C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和图2.3.6-2 双柱独立基础的基础梁配筋注写示意 则莲则造 1-12.审楼郁银泉k5校对高志强主逢股计李增银龙取 页’



总则 总则
平行设置两道基础梁的四柱独立基础底板配筋，也可按 1）编号∶应符合表2.2的规定。
双梁条形基础底板配筋的注写规定（详见本规则第一部分第3 （2）几何尺寸∶水平尺寸x、y，x;yi=1，2，3⋯⋯;

竖向尺寸h1/h/⋯。章的相关内容）。 兽独应基础 法，（3）配筋∶B∶ X业××@××x，Y叠xx@×x×。2.3.7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独立基础施工图示意见本图集 独立基的(5F 第1-15页。 普通独立基础列表格式见表2.5.2-1。
图表2.5.2-1 普通独立基础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础视。

2.4 独立基础的截面注写方式
截面几何尺寸 底部配筋（B）

/动奇基础编号/
2.4.1 独立基础采用截面注写方式，应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e 截面号 b 平x向x 年y y向似下去司雪见 步条形基础 对所有基础进行编号，标注独立基础的平面尺寸，并用剖面 法条

制憾号引出对应的截面图;对相同编号的基础，可选择一个进行 图势标注，见表2.2. 规础况则 参
2.4.2 对单个基础进行截面标注的内容和形式，与传统"单

平工 构件正投影表示方法"基本相同。对于已在基础平面布置图 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例如∶当基础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 平筏形基础 法筏基准标高不同时，加注基础底面标高;当为双柱独立基础时，加注上原位标注清楚的该基础的平面几何尺寸，在截面图上可不“刊且见 形基新基础顶部配筋或基础梁几何尺寸和配筋;当设置短柱时增加短柱 男再重复表达，具体表达内容可参照本图集中相应的标准构造。 挪尺寸及配筋等。 础〈方 2.5 独立基础的列表注写方式 2.平面和截面示意图参见第2.3节的相关规定。
毡

2.杯口独立基础。杯口独立基础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以、 2.5.1独立础彩用列表注写方式，应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 询
（1）编号∶ 应符合表2.2的规定。桩基础去司国嘎儿 融器法对所有基础进行编号，见表2.2. 制（2）几何尺寸∶水平尺寸x、y，xy，xu·y?4 部2.5.2 同类基础、可采用列表注写（结合平面和截面 图，

x;Yi=1，2，3⋯⋯;竖向尺寸ao、α，h/h/h⋯⋯。 田规则示意团）直 成进行集中表达。表中内容为基础截面的几何 （3）配筋∶B∶ X业××②×××，Y垫××@×××，Sn×鱼x×，
数据和面 在平面和截面示意图上应标注与表中栏目相

0×验××/x×鱼××/x业×x，中××@×××/x×x。对应的 平基代号。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噪酒
杯口独立基础列表格式见表2.5.2-2。础相关构4 法础1.普通独立基础。普通独立基础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零筝气 叫相关制今 图图集号3) 22601-3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构间造 则适市利郁银系L校对商志强立在绝胶升李增银龙取 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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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总则
表2.5.2-2 杯口独立基础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晋截面几何尺寸 短柱配筋（O）底部配筋（B） 杯口顶部平 基础编号/遥法 法钢筋网夕 杯口壁箍筋/其他部公制图规则 学立基础 截面号 号 错里。 x向污xy 角筋/x边中部筋/y边中部筋直 y向乎 (Sn) 图!位箍筋 握
勋

平平 表干法制图 条形 价∶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如当基础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加注基础底面标高;或增加说明栏目等. 习肚基制图规则2.短柱配筋适用于高杯口独立基础，并适用于杯口独立基础杯壁有配筋的情况。挪貌。 年循”2.6 其他坠
2.6.2 当杯口独立基础配合采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预制基础 平法制码2.6.1与独立基础相关的基础联系梁的平法施工图设计，详见平选 梁时，应根据其要求，处理好相关构造。融 ‘利开基本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定。都公制图 辨 冷绝砂

蠕 规奋础 多则平法制图规则 平尊法桩基础 制轴调图 警
黄

平基平基 法硕础法， 制法制图规 啦镛端 图芳22G101-3图集号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猫壮
则蓬1-14审极都银泵么乙胶对高志强厂本浇段计李增银市级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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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则 总则③ ⑤②① ①OO
3640 3900203900 120070 7200

园量命 豆铝 豆宅豆写显 际译。 JLO (BLetGB 平Yxve赣端 Dj4 法独各eu 雾 制6×e 田 由母D 够查 图蒸修059可树让 规础学 则170 390390 1201759领
107006孕 7070DJj，加/加 平pj2 prj2亲照基础 初JjO3B汽exx曲xx Y史xx串x际 法条

Txx×××x/ex部]LO2(1B 高形丽职R= 制
【b×hφxgxx 副 图基肚×空x×;下∶x会x 61862T 规础6x2xvC 串 由田： 勤同区弯 09可50ST 查x 00T。待利习惜早 国09s问平卡司丑现” 审-申田 平吗窗筏形基础 0*6T 法德言号国 6形制

基图102103900 Dj3，加 390 14201420 础1069 规;Ri eu27420划调 7420Dj0如血Y叠exxx 4200B∶X⑨×文exw
够

T∶塑xxexxx/中xaxxx F更xx@x×x平法叫 平桩基础 法桩存 申申A武网感言 沁基础制0
图出规则

75010010067501B) 几0 （1B豆号3500 D于j0 防j4"谱 平基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去制图拟 法础四相关嘧幽注∶1.x。y为图面方向; 22101-3独立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回集引 泵. 构2.±0.00的绝对标高（m）;××x，×××x;造 则造基础底面基准标高（m）;-x.x××。 1-15审核前银泉么s乙依对高志虽方主逸股讯手增银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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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则总则
表3.2 条形基础梁及底板编号3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序 号代号类型 跨数及有无外伸 平法制图码平法制图规则 3.1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基 础 梁 （×x）端部无外伸××JL 独式墓、独立基础 TJBp坡 形条形基 （××A）一端有外伸××3.1.1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有平面注写和列表注写两种表
础底板 TJBi ××阶 形 规（××B）两端有外伸达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选择一种，或将两种方 功则注∶ 条形基础通常采用坡形截面或单阶形截面。式相结合进行条形基础的施工图设计。

3.1.2 当绘制条形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条形基础平面与 3.3 基础梁的平面注写方式 平平法 献条 基础所支承的上部结构的柱、墙一起绘制。当基础底面标高亦形基 3.3.1 基础梁JL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两 e制 不同时，需注明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之处的范围和标高。刷陶塑 欠部分内容，当集中标注的某项数值不适用于基础梁的某部位翻 令3.1.3 当梁板式基础梁中心或板式条形基础板中心与建筑定则 时，则将该项数值采用原位标注，施工时，原位标注优先。 感
位轴线不重合时，应标注其定位尺寸;对于编号相同的条形

3.3.2 基础梁的集中标注内容为∶基础梁编号、截面尺寸、
基础，可仅选择一个进行标注。 P平 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基础梁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辩 法筏 心

3.1.4 条形基础整体上可分为两类∶ 晒而开一咪形叶制 标高不同时）和必要的文字注解两项选注内容。具体规定如 图叫图规 小妻心基础 1.梁板式条形基础。该类条形基础适用于钢筋混凝土框 下∶ 规高
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部分框支剪力墙结构和钢结构。则 1.注写基础梁编号（必注内容），见表3.2。 警
平法施工图将梁板式条形基础分解为基础梁和条形基础底板 2.注写基础梁截面尺寸（必注内容）。注写b×h，表示 平平 分别进行表达。 梁截面宽度与高度。当为竖向加腋梁时，用b×hYcq×c2表示，钟 法桩基础 瞽公制图规则 2.板式条形基础。该类条形基础适用于钢筋混凝土剪力 制其中c为腋长，c2为腋高，见示意图3.3.2-1。 下粉∶图色3.注写基础梁配筋（必注内容）。 出翅则墙结构和砌体结构。平法施工图仅表达条形基础底板。

（1）注写基础梁箍筋∶3.2 条形基础编号
1）当具体设计仅采用一种箍筋间距时，注写钢筋种类、 平基端 条形基础编号分为基础梁和条形基础底板编号，按表3.2 直径、间距与肢数（箍筋肢数写在括号内，下同）。 56干法制图规 法证的规定。 础相劣棉制调图规22601-3图集号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则适 则蓬1-16审稠银泉么⋯乙校对商志强文主逸胶计李增银龙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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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700×120 50×300 2）以T打头，注写梁顶部贯通纵筋。注写时用分号";"

ci 。
将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分隔开，如有个别跨与其不同者按本(50) 平孢立基础 规则第3.3.3条原位注写的规定处理。左；丑现 法? 卡独翩3）当梁底部或顶部贯通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 面雷素

排纵筋自上而下分开。 础视.心问 则【例】B∶425;T∶12生25 7/5，表示梁底部配置贯通纵筋为4425;
梁顶部配置贯通纵筋上一排为7鱼25，下一排为525，共1225。 平图3.3.2-1竖向加腋截面注写示意条形基础 4）以大写字母G打头注写梁两侧面对称设置的纵向构造 亲形基增4司6 法∶

2）当具体设计采用两种箍筋时，用"/"分隔不同箍筋， 制钢筋的总配筋值（当梁腹板高度hw不小于450mm时，根据需要 图
配置）。按照从基础梁两端向跨中的顺序注写。先注写第1段箍筋（在 规

【例】68414，表示梁每个侧面配置纵向构造钢筋4914，共配置8业14。前面加注箍筋道数），在斜线后再注写第2段箍筋（不再加注 磅
当需要配置抗扭纵向钢筋时，梁两个侧面设置的抗扭纵向箍筋道数）。不筏形基础 响钢筋以N打头。 法筏【例】916@100/216②200（6），表示配置两种间距的HRB400箍筋，直 性形基础【例】8空16，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8916的纵向抗扭钢筋，沿截 遭、径为16mm，从梁两端起向跨内按箍筋间距100mm每端各设置9道，梁其余部己阅 图

面周边均匀对称设置。 规位的箍筋间距为200mm，均为6肢箍。 够注∶1.当为梁侧面构造钢筋时，其搭接与锚固长度可取为15d。
施工时应注意∶两向基础梁相交的柱下区域，应有一向警

2.当为梁侧面受扭纵向钢筋时，其锚固长度为，搭接长度为l;
截面较高的金糖来箍筋贯通设置;当两向基础梁高度相同时， 平其锚固方式同基础梁上部纵筋、桩基础 的法任选一向基础廉筋贯通设置。 4.注写基础梁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条形基础的底1京me章 制基图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将条形基础底面标高注基础梁底部、顶部及侧面纵向钢筋∶ 憾规则岫莳一：还。。注写梁底部贯通纵筋（不应少于梁底部受

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基础梁的设计有特力钢簧胞 而积的1/3）。当跨中所注根数少于箍筋肢数时，的潮要水实想 平基中增议梁底部架立筋以固定箍筋，采用"＋"将贯 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需要在 法础线4丽网F> 通纵筋与架立筋相联，架立筋注写在加号后面的括号内。 叫相关制
图2610-3图集号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构规予儿 则造1-17审横郁银泉么乙胶对商志强这t晚胶讯主增银在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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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3.3.3 基础梁几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正，出现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时，应在两毗邻跨中

1.基础梁支座的底部纵筋，系指包含贯通纵筋与非贯通 配置较小一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进行连接（即配置较大一跨的
纵筋在内的所有纵筋 底部贯通纵筋需伸出至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具体位置见 平法制图规则平法制图规则 （1）当底部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排纵筋自上 标准构造详图）。 奖、善福独立基础 而下分开。 2.原位注写基础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当两向

（2）当同排纵筋有两种直径时，用“＋”将两种直径的 基础梁十字交叉，但交叉位置无柱时，应根据需要设置附加
箍筋或（反扣）吊筋。纵筋相联，注写时角筋写在前面。

【例】在基础梁支座处原位注写2叠25+2922，表示基础梁支座底部有4 将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直接画在平面图中条形基础平法制图规则 根纵筋，2叠25分别放在角部，2922放在中部。 主梁上，原位直接引注总配筋值（附加箍筋的肢数注在括号杂形基础 （3）当梁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配置不同时，需在支座两 内）。当多数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相同时，可在条形基
边分别标注；当梁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相同时，可仅在支座的 础平法施工图上统一注明。少数与统一注明值不同时，在原

一边标注。 位直接引注。
施工时应注意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的几何尺寸应（4）当梁支座底部全部纵筋与集中注写过的底部贯通 平法制图规则平法制图规则 按照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截面尺纵筋相同时，可不再重复做原位标注。 今天惠顾花彩基础 寸确定。（5）竖向加腋梁加腋部位钢筋，需在设置加腋的支座处
3.原位注写基础梁外伸部位的变截面高度尺寸。当基础以Y打头注写在括号内。
梁外伸部位采用变截面高度时，在该部位原位注写b×h7h2，h【例】竖向加腋梁端（支座）处注写为Y4925，表示竖向加腋部位斜

为根部截面高度，h2为尽端截面高度，见示意图3.3.3-1。纵筋为4业25. 平法制图规则平法制图规则 设计时应注意对于梁底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梁，梁的 bxhr/h2如400×1000/700| 吉吉石杜基础 支座两边配置不同的底部非贯通纵筋时，应先按较小一边的
配筋值选配相同直径的纵筋贯穿支座，再将较大一边的配筋
差值选配适当直径的钢筋锚入支座，避免造成支座两边大部 评估票据案例分钢筋直径不相同的不合理配置结果。 K

图3.3.3-1 基础梁外伸部位变截面高度注写示意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底部贯通纵筋经原位注写修 A
品数量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G101-3图集号 品

审机郁银泉么L胶对高志强主汽股计李增银花 1-18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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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4.原位注写修正内容。当在基础梁上集中标注的某项内 进行校核，若不满足时应另行变更。
容（如截面尺寸、箍筋、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或架立筋、梁

3.5 条形基础底板的平面注写方式区。 平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梁底面标高等）不适用于某跨或某外伸思行的想 法独部位时，将其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工 3.5.1 条形基础底板TJBp、TJBj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 制立⑤叫丑阻 图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 基注和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规础子 3.5.2 条形基础底板的集中标注内容为∶条形基础底板编当在多跨基础梁的集中标注中已注明竖向加腋，而该梁某 则
跨根部不需要竖向加腋时，则应在该跨原位标注截面尺寸b× 号、截面竖向尺寸、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条形基础底板

平底面标高（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必要的文字注解h，以修正集中标注中的竖向加腋要求。亲照基础 法条
两项选注内容。型

§
形制3.4 基础梁底部非贯通纵筋的长度规定 蝽图皱 素混凝土条形基础底板的集中标注，除无底板配筋内容
规e  础3.4.1 为方便施工，对于基础梁柱下区域底部非贯通纵筋的 外与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底板相同。具体规定如下∶多 参

伸出长度ao值∶当配置不多于两排时，在标准构造详图中统一 1.注写条形基础底板编号（必注内容），编号由代号和
区“ 平取值为自柱边向跨内伸出至la/3位置;当非贯通纵筋配置多于 序号组成，应符合表3.2的要求。筏形基础十去” 法筏

2.注写条形基础底板截面竖向尺寸（必注内容）。注写两排时，从第三排起向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应由设计者注明。a 形新，“到现 鑫图h/h/⋯⋯具体标注为∶的取值规定为∶边跨边支座的底部非贯通纵筋，A取本边跨的 萝础（1）当条形基础底板为坡形截面时，注写为h/h，见示三 净跨长度值;对于中间支座的底部非贯通纵筋，I取支座两边
意图3.5.2-1.

嘧
较大一跨的净骑长度值，相关构造见本图集第2-23页。s. 平3.4.2 基础染外伸部位底部第一排纵筋伸出至梁端头并全部桩基础去谢二 法桩辨制上弯;其他排钢筋伸至梁端头后截断，相关构造见本图集第以图现叫 国∶2-25页4 规则 憾

挑行第3.4.1、3.4.2条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3.4.3
图3.5.2-1 条形基础底板坡形截面竖向尺寸长度的统一取值规定时，应注意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基础相类构 【例】当条形基础底板为坡形截面TJBpx×、其截面竖向尺寸注写 平基构设计规范》凭 50010、《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活景二 法 础300/250时，表示h=300mm、h=250mm，基础底板根部总高度为550mm。产调 制50007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定 要状“多平 图22101-3因集号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多 褐则造涵翩 审锁郁银限么⋯乙极对商志国∶选版洲手增银才收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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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2）当条形基础底板为阶形截面时，见示意图3.5.2-2.

|B: 14@150/o8@250 平法制图平干法制四 独立基础 孙蓝垄
叫图规 图3.5.2-2 条形基础底板阶形截面竖向尺寸 挪挚底部楼向受【例】当条形基础底板为阶形截面TJBjxx，其截面竖向尺寸注写为则 方

底部构造钢筋
力钢筋300mm时，表示h=300mm，即为基础底板总高度。

我望 上例及图3.5.2-2为单阶，当为多阶时各阶尺寸自下而上 图3.5.2-3条形基础底板底部配筋示意法条 以"分隔顺写。源形基础 5x制图规
3.注写条形基础底板底部及顶部配筋（必注内容）。

较|B∶业14@150/+8@250
以B打头，注写条形基础底板底部的横向受力钢筋;以T打头， 多T:14@200/8@250壶
注写条形基础底板顶部的横向受力钢筋;注写时，用"/"分 _顶部构造钢筋顶部横向受力钢筋 平法制图规则平选 隔条形基础底板的横向受力钢筋与纵向分布钢筋，见示意图 名于违福：筏形基础 3.5.2-3和图3.5.2-4.制图规
【例】当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标注为∶ B∶坐14@150/φ8@250;表示条

形基础底板底部配置HRB400横向受力钢筋、直径为14mm，间距150mm;配挚
置HPB300纵向分布钢筋，直径为8mm，间距250mm。见示意图3.5.2-3. 平法【例】当为双梁（或双墙）条形基础底板时，除在底板底部配置钢筋平选 桩基础 材外，一般尚需在两根梁或两道墙之间的底板顶部配置钢筋，其中横向受力钢 公制图规则制图规则 “筋的锚固长度I从梁的内边缘（或墙内边缘）起算，见示意图3.5.2-4.

4.注写条形基础底板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条形基 _底部构造钢筋底部横向受力钢筋
础底板的底面标高与条形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应将条

形基础底板底面标高注写在"（）"内。平儿 平差图3.5.2-4 双梁条形基础底板配筋示意平法制图规叫 础相关构 法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条形基础底板 假晒多垂有特殊要求时，应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刊岁226101-3图集号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警则盖部心 造 1-20审核郁银泉么L依对高志蛋订本绝胶讯李增银龙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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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则 总则
3.5.3 条形基础底板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2.原位注写修正内容。当在条形基础底板上集中标注的

1.原位注写条形基础底板的平面定位尺寸。原位标注 某项内容，如底板截面竖向尺寸、底板配筋、底板底面标高
b、b， =1，2，⋯⋯。其中，b为基础底板总宽度，b为基础 等，不适用于条形基础底板的某跨或某外伸部分时，可将其平也 平独立基础 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工时原位标注取底板台阶的宽度。当基础底板采用对称于基础梁的坡形截面 法独值优先。 咽或单阶形截面时，b;可不注，见图3.5.3。 硐“昌 菌基零像。 3.5.4 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条形基础施工图示意见本图 巍， 础时 够集第1-23页。

3.6 条形基础的列表注写方式 平亲形基础欢 法 条 形基叫3.6.1采用列表注写方式，应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对所有条 制， 5' 图形基础进行编号，编号原则见表3.2. 费管
础占 3.6.2 对多个条形基础可采用列表注写（结合截面示意图） 氢

5平左 的方式进行集中表达。表中内容为条形基础截面的几何数据筏形基础 前和配筋，截面示意图上应标注与表中栏目相对应的代号。列 法? 链脱基叫- 表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制况R: 图
1.基础梁。基础梁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 础规多 图3.5.3 条形基础底板平面尺寸原位标注 （1）编号∶注写几××（××）、Jx×（x×A）或J×x×（××B）。 参

素混凝土条形基础底板的原位标注与钢筋混凝土条形基 （2）几何尺寸∶梁截面宽度与高度b×h。当为竖向加腋。 平础底板相同桩基础告” 梁时，注写b×h Yc×c2，其中c为腋长，c2为腋高。 法桩“司记 对于相同编号的条形基础底板，可仅选择一个进行标注。 制基础（3）配筋∶注写基础梁底部贯通纵筋＋非贯通纵筋，顶 图双梁或双墙共用同一基础底板的情况，当为阻凹 部贯通纵筋，箍筋。当设计为两种箍筋时，箍筋注写为∶第 即规则双梁截 最或墙荷载差别较大时，条形基础两侧可取
子 一种箍筋/第二种箍筋，第一种箍筋为梁端部箍筋，注写内容

不同药宽 实际宽度以原位标注的基础底板两侧非对称的 包括箍筋的箍数、钢筋种类、直径、间距与肢数。碰互 不同台 遭行表达。41石加 雾
基础梁列表格式见表3.6.2-1。 法制图湘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10-3图集号 规构

则造南机郁银原L板对高志蛋∶选胶出车增银户做 1-21，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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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则则
（3）配筋∶B∶鱼×@××/业××@×××。表3.6.2-1 基础梁几何尺寸和配筋表
条形基础底板列表格式见表3.6.2-2。 平法制图码截面几何尺寸 配筋平法制图规 表3.6.2-2 条形基础底板几何尺寸和配筋表竖向 底部贯通纵筋基础梁编号/ 第一种箍筋/独立基础 底板配筋（B厂加肢b×为 截面几何尺寸截面号 +非贯通纵筋， 第二种箍筋 一萎顶部贯通纵筋 基础底板编号/4*e 现纵向分横向受 学。 后/b截面号 布钢筋力钢筋 则够

平平法制图规 法条形基础
铋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如增加基础梁底面标高等、 螈2.表中非贯通纵筋需配合原位标注使用。垫

2.条形基础底板。条形基础底板列表集中注写栏目为∶ 注∶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如增加上部配筋、基础底板底面标高 平平法制画平 （1）编号∶坡形截面编号为TJBpx×（××）、TJBp××（××A） 秤（与基础底板底面基准标高不一致时）等.法制图 筏形叶 严重一或TJBp××（x×B），阶形截面编号为TJBj××（x×）、TJBj××（xx 3.7 其他 吲图规 、和子挪 A）或TJBj×× （××B）。 谷很”滥规则 则础 与条形基础相关的基础联系梁、后浇带的平法施工图设（2）几何尺寸∶水平尺寸b、b，i1，2，⋯⋯;竖向尺
“芝污： 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定。 平法平选 像瓶 公制图规则 T总公制图规则 浓基础

平法制图规则 型平基
法础叫相关制 260-3吲图规 图集号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部则适 1-22页审剧郁银泉k校对商志强上立论段计李增银龙级

鸣’



O总则 ⑤④③ 总则⑥③ Q
4002100 17200 7200 7200 7200 2100o4100

吸、
号毫法独 言管 平008 法独立基 费问即图宽 喝 翩平基”图勘

F 翩酸毒EOoarll考的）edar』0069 E0o4arl Eoa雨 oearl 茎程要摇。赣继 每早xpx×毒 平TJB∶026B），为/ 法条翩 ]JL01(6 皇x语xx/Oxx脉xx利酉现时 制正∶皇xxxxx/x×× 滨吨 弊图C 规础学008I 国问平达引到刻明 筏形基础 鸟，匈 法孩烟）Z01rl 制变部。 o亭× 』形喜离“每。 [aEDor国图） 图。“文部气单×q'\E20rl 基0069 规 础"级）TBbp0（8，h压其0（GB，b×为 砂
庄业xxxx×/9x》xφxx是×x×/oxxx××t平去出图夏哨 上×鱼x×正x业xx / 平桩基础 A 融基础法; 嘧调图规则

200 2200皱 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平基予 挥法“刻。 叫相关构t 制注∶±0.000的绝对标高（m）∶x×x.x××;基础底面标高（m）;x，××x。部Re 图∶条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回集号 22101-3 规涵锚 则造审核郁银么胶对高志强本谁版出手增银才做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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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家总则
2.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跨数及是否有外伸分别在x、y两向的贯通纵筋4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之后表达。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4.1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3.本图集基础次梁JCL表示端支座为饺接;当基础次梁JCL端支座下部

平钢筋为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用JCLg表示。 法独立基严梁 4.1.1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系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干法制图规则 独 制4.2.2 梁板式筏形基础主梁与条形基础梁编号与标准构造详社立基 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进行表达。 想图一致。 规1 福4.1.2 当绘制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梁板式筏形基础与其甜 则4.3 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的平面注写方式所支承的柱、墙一起绘制。梁板式筏形基础以多数相同的基 平法础平板底面标高作为基础底面基准标高。当基础底面标高不同 4.3.1 基础主梁J与基础次梁JCL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平法制图规 条思条 时，需注明与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之处的范围和标高。 八制图注与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当集中标注中的某项数值不适用些 垄4.1.3 通过选注基础梁底面与基础平板底面的标高高差（见 挪郸 于梁的某部位时，则将该项数值采用原位标注，施工时，原 酯则础 本规则第4.3节规定）来表达两者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明确 位标注优先。挚 其"高板位"（梁顶与板顶一平）、"低板位"（梁底与板 4.3.2 基础主梁儿与基础次梁JCL的集中标注内容为∶基础梁 平选底一平）以及"中板位"（板在梁的中部）三种不同位置组平 编号、截面尺寸、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基础梁底面标高 艺，法筏形基础 袭合的筏形基础，方便设计表达。 高差（相对于筏形基础平板底面标高）一项选注内容。具体 愈螈部图翅 规定如下∶4.1.4 对于轴线未居中的基础梁，应标注其定位尺寸。 短
则1.注写基础梁的编号，见表4.2.1。4.2 梁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的类型与编号则 2.注写基础梁的截面尺寸。以b×h表示梁截面宽度与高 平4.2.1 梁板式筏形基础由基础主梁、基础次梁、基础平板等平 法杠度;当为竖向加腋梁时，用b×hYe1×c2表示，其中c为腋

彩法喘 构成，编号按表4.2.1的规定。 制公制图规则 长，e2为腋高。 晒糊 梁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编号表4.2.1 l部 规则3.注写基础梁的配筋。序号构件类型 代号 跨数及有无外伸
（1）注写基础梁箍筋。基础主梁（柱下） ××JL （××）或（××A）或（××B） 1）当采用一种箍筋间距时，注写钢筋种类、直径、间距基础次梁 平差JCL ×× （××）或（××A）或（××B）平基 与肢数（写在括号内）。 6踪××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天础法 叫棋岁，

制2）当采用两种箍筋时，用"/"分隔不同箍筋，按照从想 注; 1.（××A）为一端有外仲，（××B）为两端有外仲，外伸不计入跨数。新 22101-3图 牙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集号 规关 【例】J7（5B）表示第7号基础主梁，5跨，两端有外伸。 部规构 1-4则造 页南测都银泉k乙校对高志州∶浇股出李增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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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司
基础梁两端向跨中的顺序注写。先注写第1段箍筋（在前面加 【例】G8916，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8916的纵向构造钢筋，每侧

注箍数），在斜线后再注写第2段箍筋（不再加注箍数）。 各配置4生16。
当需要配置抗扭纵向钢筋时，梁两个侧面设置的抗扭纵向I例】9916@100/空16@200（6），表示配置HRB400，直径为16mm的箍平法判目规则 钢筋以N打头。 平法制图规则筋。间距为两种，从梁两端起向跨内按箍筋问距100mm每端各设置9道，梁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例】N8916，表示梁的两个侧面共配置8916的纵向抗扭钢筋，沿截其余部位的筛筋间距为200mm，均为6肢箍

施工时应注意两向基础主梁相交的柱下区域，应有一 面周边均匀对称设置。
向截面较高的基础主梁箍筋贯通设置；当两向基础主梁高度 注∶1.当为梁侧面构造钢筋时，其搭接与锚固长度可取为15d.

2.当为梁侧面受扭纵向钢筋时，其锚固长度为l，搭接长度为1g相同时，任选一向基础主梁箍筋贯通设置。平法制图规则 其锚固方式同基础梁上部纵筋。 平法制图规则（2）注写基础梁的底部、顶部及侧面纵向钢筋。条形基础 4.注写基础梁底面标高高差（系指相对于筏形基础平板 条形基础1）以B打头，先注写梁底部贯通纵筋（不应少于底部受 底面标高的高差值），该项为选注值。有高差时需将高差写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1/3）。当跨中所注根数少于箍筋肢数时， 入括号内（如“高板位”与“中板位”基础梁的底面与基础
需要在跨中加设架立筋以固定箍筋，注写时，用加号“＋” 平板底面标高的高差值），无高差时不注（如“低板位”筏
将贯通纵筋与架立筋相联，架立筋注写在加号后面的括号内。 形基础的基础梁）。平法制图规划 平法制图规则筏形基础 2）以T打头，注写梁顶部贯通纵筋值。注写时用分号 4.3.3 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筏采基础“”将底部与顶部纵筋分隔开，如有个别跨与其不同，按 1.梁支座的底部纵筋，系指包含贯通纵筋与非贯通纵筋

本规则第4.3.3 条原位注写的规定处理。 在内的所有纵筋
【例】B4932T7932，表示梁的底部配置4空32的贯通纵筋，梁的 （1）当底部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排纵筋自上

顶部配置7932的宽度纵筋.平法制图规划 而下分开。
3）当梁底部或顶部贯通纵筋多于一排时，用斜线“/”杜基础 【例】梁端（支座）区域底部纵筋注写为10925 4/6，则表示上一排纵将各排纵筋自上而下分开。 筋为4925、下一排纵筋为6925.
 纵筋注写为B8928  3/5，则表示上一排纵筋为3叠28，【例】 （2）当同排纵筋有两种直径时，用加号“＋”将两种直

下一排纵筋为592 径的纵筋相联，注写时角筋写在前面。字母G打头注写基础梁两侧面对称设置的纵向
100 胡邦斯斯斯斯【例】梁靖（支座）区域底部纵筋注写为4928＋2925，表示一排纵筋构造钢筋的总配筋值（当梁腹板高度h不小于450mm时，根据 中共北京市洪山区需要配置）。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C101-3图集号
申核 郁银泉 CHS 校对 高志强 实本诗设计 李增银 龙帆报 个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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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施工时应注意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的几何尺寸应由两种不同直径钢筋组合。
按照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截面尺（3）当梁中间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配置不同时，需在支 平法制图规则寸确定。平法制图规则 座两边分别标注当梁中间支座两边的底部纵筋相同时，可 新三考础独立基础 3.当基础梁外伸部位变截面高度时，在该部位原位注写b仅在支座的一边标注配筋值。

×hy/h2，h1为根部截面高度，h2为尽端截面高度。（4）当梁端（支座）区域的底部全部纵筋与集中注写过
4.注写修正内容。当在基础梁上集中标注的某项内容（如的贯通纵筋相同时，可不再重复做原位标注。
梁截面尺寸、箍筋、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或架立筋、梁侧面（5）竖向加腋梁加腋部位钢筋，需在设置加腋的支座处
纵向构造钢筋、梁底面标高高差等）不适用于某跨或某外伸平法制图规则 以Y打头注写在括号内。条形基础 部分时，则将其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例】坚向加腋梁端（支座）处注写为Y4925，表示竖向加腋部位斜

工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纵筋为4925.
设计时应注意对于梁底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梁，梁的 当在多跨基础梁的集中标注中已注明竖向加腋，而该梁

某跨根部不需要竖向加腋时，则应在该跨原位标注等截面的b支座两边配置不同的底部非贯通纵筋时，应先按较小一边的
xh，以修正集中标注中的加腋信息。平法制图规则 配筋值选配相同直径的纵筋贯穿支座，再将较大一边的配筋筏彩基础 4.3.4 按以上各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1-30差值选配适当直径的钢筋锚入支座，避免造成支座两边大部

页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标注图示。分钢筋直径不相同的不合理配置结果。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底部贯通纵筋经原位修正注 4.4 基础梁底部非贯通纵筋的长度规定写后，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应在两毗邻跨中配置较

央4.4.1 为方便施工，凡基础主梁柱下区域和基础次梁支座区平法制图规则 小一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置较大一跨的底部贯通纵祛基础 域底部非贯通纵筋的伸出长度a。值，当配置不多于两排时，筋需越过其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具
在标准构造详图中统一取值为自支座边向跨内伸出至In/3位体位置见标准构造详图）。 置；当非贯通纵筋配置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向跨内的伸出2.注写基础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将其直接画
长度值应由设计者注明。ln的取值规定为边跨边支座的底部在平面图中的主梁上，用线引注总配筋值（附加箍筋的肢数 自由实际实证 平安排放新鲜蔬菜非贯通纵筋，lo取本边跨的净跨长度值；中间支座的底部非贯注在括号内），当多数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相同时，可 通纵筋，In取支座两边较大一跨的净跨长度值，相关构造见本在基础梁平法施工图上统一注明，少数与统一注明值不同时，

22G101-3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再原位引注。 图集号

1-26申核 郁银泉 Crt~Sc/校对 高志强  弯式连设计 李增银  龙帆风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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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图集第2-23页和第2-29页。 顶部（T打头）贯通纵筋及其跨数及外伸情况（图面从左至右

4.4.2基础主梁与基础次梁外伸部位底部第一排纵筋伸出至 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平 梁端头并全部上弯;其他排伸至梁端头后截断，相关构造见本 平法? 贯通纵筋的跨数及外伸情况注写在括号中，注写方式卡独 弛应基础法∶油立基 图集第2-25页和第2-29页。制 费为"跨数及有无外伸"，其表达形式为∶（xx）（无外伸）、菌 4.4.3 设计者在执行第4.4.1、4.4.2条基础梁底部非贯通纵 叫图础规 （xxA）（一端有外伸）或（××B）（两端有外伸）。 段筋伸出长度的统一取值规定时，应注意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则 茹注∶基础平板的跨数以构成柱网的主轴线为准;两主轴线之间无论有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几道辅助轴线（例如框筒结构中混凝土内筒中的多道墙体），均平 GB 50007和《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的相关规 平评条形基 可按一跨考虑。 法∶ 亲感平晒 定进行校核，若不满足时应另行变更。 【例】X∶ B922@150; T920@150;（5B） 葡画 图概 Y∶ B业20@200∶ T业18@200;（7A4.5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的平面注写方式 零翩多 规础表示基础平板x向底部配置业22间距150mm的贯通纵筋，顶部配置业20间
4.5.1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平面注写，分为集中标注与 距150mm的贯通纵筋，共5跨两端有外伸;y向底部配置920间距200mm的贯

每
平 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通纵筋，顶部配置218问距200mm的贯通纵筋，共7跨一端有外伸。 平食法 当贯通筋采用两种规格钢筋"隔一布一"方式时，表达为4.5.2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集中标注，应在所表达的板 法筏形毒制

制形睡 φxx/y@×××，表示直径xx的钢筋和直径yy的钢筋之间的间区双向均为第一跨（x与y双向首跨）的板上引出（图面从左 图基翩峻 规础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距为×××，直径为xx的钢筋、直径为y的钢筋间距分别为×××多
的2倍。板区划分条件∶板厚相同、基础平板底部与顶部贯通纵

邀
乎 筋配置相同的区城为同一板区. 【例】210/12@100表示贯通纵筋为生10、业12隔一布一，相邻业10与 平法桩 法桩集中标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业12之间距离为100mm。新、 基础晒 制础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基础平板分板区进行集中标写基碰平板的编号，见表4.2.1 图规则迅视测 基础平板的截面尺寸。注写h=××x表示板厚。 注，且相邻板区板底一平时，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

平板的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及其跨数及外伸情 应在两毗邻板跨中配筋较小板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平基 血底部（B打头）贯通纵筋与顶部（T打头）贯通况。先 置较大板跨的底部贯通纵筋需越过板区分界线伸至毗邻板跨的互量t 平基础法 法础纵筋及纵向长度范围;再注写y向底部（B打头）贯通纵筋与叫相关垄 跨中连接区域，具体位置见标准构造详图）。 要状晒 制图刺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集号规 22C101-3 规图镓 见构则造审核郁银果么⋯乙胶对高志固逸股开李增银龙核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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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钢筋，宜采用"隔一布一"的方式布置，即基础平板（x向或4.5.3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原位标注，主要表达板底

乎y向）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贯通纵筋间隔布置，其标注间距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平法制图规则 辨独与底部贯通纵筋相同（两者实际组合后的间距为各自标注间独立基础 1.原位注写位置及内容。板底部原位标注的附加非贯通 社订基础制距的1/2）。纵筋，应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表达（当在基础梁悬挑部位 锪眺
【例】原位注写的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为⑤史22@300（3）、单独配置时则在原位表达）。在配置相同跨的第一跨（或基 6
该3跨范围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纵筋为B922@300，在该3跨支座处实际横向础梁外伸部位），垂直于基础梁绘制一段中粗虚线（当该筋
设置的底部纵筋合计为业22@150。其他与⑤号筋相同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 平平 通长设置在外伸部位或短跨板下部时，应画至对边或贯通短 条形基法筋可仅注编号③。干法制图 条 制跨），在虚线上注写编号（如①、②等）、配筋值、横向布地 【例】原位注写的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为②业25@300（4）、 晒挪 置的跨数及是否布置到外伸部位。 该4跨范围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纵筋为B业22@300，表示该4跨支座处实际横 础规规础 ⑩向设置的底部纵筋为业25和业22间隔布置，相邻业25与曼22之问距离为150mm.萝 注∶（x×）为横向布置的跨数，（××A）为横向布置的跨数及一端基础梁
2.注写修正内容。当集中标注的某些内容不适用于梁板的外伸部位，（××B）为横向布置的跨数及两端基础梁外伸部位。 我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自支座边线向两边跨内的伸出长 式筏形基础平板某板区的某一板跨时，应由设计者在该板跨内 选平 筏法围 筏影 度值注写在线段的下方位置。当该筋向两侧对称伸出时，可 密零注明，施工时应按注明内容取用。

仅在一侧标注，另一侧不注;当布置在边梁下时，向基础平 绝强形基 容3.当若干基础梁下基础平板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配置 参照跑规则 板外伸部位一侧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准构造，设计不注。 剑础 相同时（其底部、顶部的贯通纵筋可以不同），可仅在一根底部附加非贯通筋相同者，可仅注写一处，其他只注写编号。
基础梁下做原位注写，并在其他梁上注明"该梁下基础平横向连续布置的跨数及是否布置到外伸部位，不受集中 平法平 桩基础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同××基础梁"。法 标注贯通纵筋的板区限制。 汰制图规则桩公制图规则 4.5.4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的平面注写规定，同样适用于基 【例】在基础平板第一跨原位注写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鱼18②30（4），础 钢筋混凝土墙下的基础平板。表示在第一跨至第四跨板且包括基础梁外伸部位横向配置业18@300底部附

加非贯通纵筋。仲出长度值略。 按以上主要分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
原位注写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 平基1-31页"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平基 萨部法制图 率 框嘧叫相关 评图22101-3图集号 萝都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药 则造1-28则适 审极郁银泉4⋯L胶对高志强方主晚股计李增银才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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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 总则
4.6 其他 hyh2，h为板根部截面高度，h2为板尽端截面高度。

4.当基础平板厚度大于2m时，应注明具体构造要求。4.6.1 与梁板式筏形基础相关的后浇带、基坑（沟）等构造 平法制图规则平
5.当在基础平板外伸阳角部位设置放射筋时，应注明放的平法施工图设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

射筋的种类、直径、根数以及设置方式等。定。图规划
6.板的上、下部纵筋之间设置拉筋时，应注明拉筋的种4.6.2 应在图中注明的其他内容

类、直径、双向间距等。1.当在基础平板周边沿侧面设置纵向构造钢筋时，应在图
7.应注明混凝土垫层厚度与强度等级。中注明。平去制图规划 条形基础 8.结合基础主梁交叉纵筋的上下关系，当基础平板同一2.应注明基础平板外伸部位的封边方式，当采用U形钢筋

层面的纵筋相交叉时，应注明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封边时应注明其种类、直径及间距。
9.设计需注明的其他内容。3.当基础平板外伸变截面高度时，应注明外伸部位的

平法制图规则去刮图觊测 筷彩基础 筏彩基础

平法制留现到 平法制图规则杜基础 杜基础

基础相关构造平去刮图规划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G101-3图集号

审核 郁银泉  *~f  校对 高志强   言水连 设计 李增银   市增银 1-29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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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主梁儿与基础次梁JCL标注说明
原位标注（外伸部位） 总则总则 策部黄通纵筋修正律 原位标注顶部贯通纵筋修正值 集中标注应在第一跨引出集中标注说明∶

注写形式 附加说明_表达内容文鱼x ×/x律××*/×
JL××（×B）或 （xA）∶一端有外仲;6卧∶两端均有外伸基础主梁几或基础次梁JCL编号，具体JCLx×(×B)业xx ×（x 无外伸则仅注跨数 （×）会xx x/x 包括∶代号、序号、跨数及外伸状况 平法制图几Lx×（48） b×内平法制图规则 当加腋时，用b× Ycxcz表示，其中底部纵筋（含贯 b×为 截面尺寸，梁宽x梁高底部纵筋含贯xx心xaxxx/oxx@xxx冈独立基 ca为腋长，cn为腋高通筋）原位标注通筋）原位标注 Bx要xx;下x业×× 毒础◆一IP800皇一HRB400，第一种箍筋道数、强度等级、直径、×ex×ixx/G×鱼xx 间距/第二种箍筋（成数） 坐--B40，下同中××通x×x（x） 挪(x.×0s)部

底部纵筋应有不少于1/3贯通全跨底部的贯通纵筋根数.强度等级、直径 则B×鱼××;T×业x× 顶部（D贯通纵筋振数、强度等级、直径 顶部纵筋全部连通集中标注（在基础主梁的第一跨引出）
G×空×× 平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根数、强度等级、直谷为梁两个侧面构违纵筋的总根数平法制图规 逐字名 烫底面相对于筏板基础平板标高的高差|高者前加号，低者前加号，无高差不注 账rons(0)“在三泳形 形原位标注（含贯通筋）的说明∶

— 新
图心基 注写形式 附加说明表达内容LL(③ 支萝” 福础 基础主梁柱下与基础次梁支座区域底部氛筋板取、内该区城底部包括贯通筋与幸贯通筋在内的 则勋 修飞之叉

强度等级. 直径，以及用 "/" 分属的各排筋根数全部纵筋
xφ××（×） 在主次梁相交处的主囊上明出】旧加鞋筋总根数（丙侧均分）、强度纸到，，直径及展数 平法费μs平

原位标注取值优先某部位与集中标注不同的内容其他原位标注融 b*
矛

注∶ 平面进写时，相同的基础主梁或次梁只标注一视，其他仪注编号。有关标注的其他规定详见制图现则9o谱n. 单制 新-图规则 、! 为
在基璃爱相交处位于同一层面的氢筋相交叉时、设计应注明何爱纵筋在下，何梁纵筋在上 k7现◆础 黄念

下附加箍筋（基础主梁上）可国 附加反扣吊筋（基础主梁上）降、 平法制图规则)⋯pfl O1?平 树基础法桩 全×方×业×××铃 Ju(sa儿基 JCLx×(3)b×h图1 挚 底部纵筋（含黄商都纵筋（含×xexx@x×x/xx命x×出规则 通筋）原位标注通箱）原位标注B×2x*;T×曼××
Gx望xx《x.××x）

平基平基
下寒电标（在基础次票 法接。 础法 的第一跨引出分 制; 心框关相 11 图湘图 图集号 226101-3基础主梁JL与基础次梁JCL标注图示 构规规构 基础主梁J与基础次梁JCL标注图示则适 则逼1-30审核郁银泉kw板对高志强这本谁假计李增银在级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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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说明鹿鲜附加非贯通缀筋原位标注总圆 总则跨内佛出长度（在支座配筋相同的若干跨的第一时注写了 集中标注说明∶集中标注应在双向均为第一跨引出集中标注（双向均在第一路射出）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 附加说明
为梁板式基础的基础平板基础平板编号，包括代号和序号LPB××

LPBx×、加=xxxx 基础平板厚度h=×××E∶B业××x××T××鱼x×;（4B。 平Y∶B业x×画x××T叠××gxx×;（3B ，或y向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强 底部织燕应有不少于1/3贯重全跨，注意与非独立基础 天3B）/C2xxa 法独O2xex×(3B)相间配筋模句布章间跨数 贯通线常组合设置的具体要求，详见制图规度级别、直径、间距、跨数及I∶B金火ex;“刮图现 碎制?要 外件插况T*密×;（4B）及有无布置列外作 则。顶部纵筋应全跨连通。用B引导底部美通 调轲响区呼子 Y∶B金2xexo; 纵筋，用7引导顶莓黄通纵筋。（xA）;一端有州 数跨内停出长度 规挚T:r;(38)相同配筋模向布置的跨数多 佛;（题）∶两端均有外伸;无外停则仪注跨数 图及有无布置到外伸部位
0））。国面从左至右为r向，从下至上为y向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的原位标注说明∶原位标注应在基础梁下相同赣粪 乎
配筋跨的第一跨下注写 法条中 表达内容注写形式 附加说明 制嘧篇‘觊 极展部附加中育通纵筋编引、 当向两侧对称件出时，可只在一侧注伸出长度 金

规础经度级别、直径、间距（相同值，外作都位一侧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准 够啊常 。*、*B) 配筋模向布置的跨数外伸情 构造，设计不注。相同非贯通纵筋可只注写一调
况）;自梁中心线分别向两边 处，其他仅在中粗虚线上注写编号.与营通级皿 止-基础梁 平势内的伸出长度值 筋组合设置时的具体要求详见相应制图规则筏形基础 法筏注写修正内容 某部位与集中标注不同的内容 原位桥注的修正内容取值优先而 制整费 主∶板底支座处实际配筋为集中标注的板底贯通纵筋与原位标注的板底附加非贯通纵制 图条

之和。图注中注明的其他内容见制图规则第4.6.2条;有关标注的其他规定详见制Gv, 规础图规则.西-多 较：平 - 平桩基础老! 法桩哑 划基新、式网! 图拙当视叫 现嘧
9谱端 上 平基干苯制图极 法础制相

图关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图集号 226101-3 规构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标注图示 则造部核郁银烈么汇发对商志强 论股讯增银才气级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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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测总则
5.3 柱下板带、跨中板带的平面注写方式5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平蓝5.3.1柱下板带ZXB（视其为无箍筋的宽扁梁）与跨中板带5.1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平
KZB的平面注写，分集中标注与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谚 誓。入制图规则 边基息翩 5.1.1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系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 醇5.3.2柱下板带与跨中板带的集中标注，应在第一跨（x向为业基础 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 视学左端跨，y向为下端跨）引出。具体规定如下∶

则5.1.2 当绘制基础平面布置图时，应将平板式筏形基础与其
1.注写编号，见表5.2.2.

所支承的柱、墙一起绘制。当基础底面标高不同时，需注明与 平选平法制图规 2.注写截面尺寸，注写b=××x×表示板带宽度（在图 条吲基础底面基准标高不同之处的范围和标高。条叫 法制图规注中注明基础平板厚度）。确定柱下板带宽度应根据规范要形 。础辨 5.2 平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的类型与编号 求与结构实际受力需要。当柱下板带宽度确定后，跨中板带
础 泥则宽度亦随之确定（即相邻两平行柱下板带之间的距离）。当则 5.2.1平板式筏形基础的平面注写表达方式有两种。一是划

柱下板带中心线偏离柱中心线时，应在平面图上标注其定位分为柱下板带和跨中板带进行表达;二是按基础平板进行表 乎呼选蓝 尺寸。 币达。锂全 制公制图规 3.注写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注写底部贯通纵筋（B打 -5.2.2 平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编号按表5.2.2的规定。 鲁必基融 .头）与顶部贯通纵筋（T打头）的规格与间距，用分号";"表5.2.2 平板式筏形基础构件编号
多则 将其分隔开。柱下板带的柱下区域，通常在其底部贯通纵筋的_构件 类 型 跨数及有无外伸序 号代号

间隔内插空设有（原位注写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柱下板 带 ZXB （××）或（××A）或（××B） 阁××平法制图规则 护跨中 板 带 （xx）或（x×A）或（x××B） 【例】B22@300;T425@150表示板带底部配置922间距300mm的贯桩基础 ××KZB 赘制通纵筋，板带顶部配置925间距150mm的贯通纵筋。BPB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 晒_ 汽率。
施工及预算方面应注意∶当柱下板带的底部贯通纵筋配 规注∶1.（××A）为一端有外伸，（××B）为两端有外伸，外伸不计入跨数。 置从某跨开始改变时，两种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应在两 参

【例】ZXB7（5B））表示第7号柱下板带，5跨，两端有外伸.
毗邻跨中配置较小跨的跨中连接区域连接（即配置较大跨的 平基2.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其跨数及是否有外伸分别在x、y两向的贯通平基 空础桔关构十法制图想 法础相关构 纵筋之后表达。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酯制图22101-3图集号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规

则蓬则适 孕。 1-32市模郁银泉么5乙破对高志蛋这主浇股计全增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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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底部贯通纵筋需越过其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毗邻跨的跨中连 业22间隔布置，相邻业25和922之间距离为150mm。

当跨中板带在轴线区域不设置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时，接区域。具体位置见标准构造详图）。 乎警。
则不做原位注写。独立基础 表' 悬化蜂定从京四 5.3.3 柱下板带与跨中板带原位标注的内容，主要为底部附

穆2.注写修正内容。当在柱下板带、跨中板带上集中标注的加非贯通纵筋。具体规定如下∶ 图规挚某些内容（如截面尺寸、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等）不适用于1.注写内容∶以一段与板带同向的中粗虚线代表附加非“ 够中 某跨或某外伸部分时，则将修正的数值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贯通纵筋;柱下板带∶贯穿其柱下区域绘制;跨中板带∶横
外伸部位，施工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N 贯柱中线绘制。在虚线上注写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的编号（如 平条形基础 法条专产问 设计时应注意∶对于支座两边不同配筋值的（经注写修①、②等）、钢筋种类、直径、间距，以及自柱中线分别向 泳形基础制Pr 正的）底部贯通纵筋，应按较小一边的配筋值选配相同直径的两侧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当向两侧对称伸出时，长度值可仅 图规己可 纵筋贯穿支座，较大一边的配筋差值选配适当直径的钢筋锚在一侧标注，另一侧不注。外伸部位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 部与

入支座，避免造成两边大部分钢筋直径不相同的不合理配置准构造，设计不注。对同一板带中底部附加非贯通筋相同者，
结果。可仅在一根钢筋上注写，其他可仅在中粗虚线上注写编号。 沪筏形基础叠 稳形基础法∶5.3.4 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的注写规定，同样适用于原位注写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集中标注的底部贯通 制发

图平板式筏形基础上局部有剪力墙的情况。纵筋，宜采用"隔一布一"的方式布置，即柱下板带或跨中 规r3
5.3.5按以上各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1-36板带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贯通纵筋交错插空布置，其标注间 趣

页"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标注图示"。距与底部贯通纵筋相同（两者实际组合后的间距为各自标注间
平距的1/2）桩基础需 法桩M 5.4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方式 基础下质 制【例】下区城注写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③空22@300.集中标注的底 图调 5.4.1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分为集中标注与@300、表示在柱下区域实际设置的底部纵筋为922@ 规部贯通纵健

原位标注两部分内容。 则输相同的附加非贯通纵筋仅注编号③。150.
通写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②业25@300，集中标注的底 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与柱下板带ZXB、跨中板带KZB的基础相关构 平基部贯通 300，表示在柱下区城实际设置的底部纵筋为925和 平面注写虽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可以表达同样的内容。当 础法主“体司六 塑相关叫互 图22601-3图集号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桐pe .造 则造1-33市极郁银展化5收对商志强主逸股开季增银龙级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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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整片板式筏形基础配筋比较规律时，宜采用BPB表达方式。 当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横向布置在跨内有两种不同间距的

底部贯通纵筋区域时，其间距应分别对应为两种，其注写形5.4.2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集中标注，除按本规则 平平平法制图规” 法?式应与贯通纵筋保持一致，即先注写跨内两端的第一种间距，独立基 表5.2.2注写编号外，所有规定均与本规则第4.5.2条相同。 示还制图规则 下一选置郁并在前面加注纵筋根数;再注写跨中部的第二种间距（不需当某向底部贯通纵筋或顶部贯通纵筋的配置，在跨内有
础 加注根数）;两者用"/"分隔。两种不同间距时，先注写跨内两端的第一种间距，并在前面勤

2.当某些柱中心线下的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横向加注纵筋根数（以表示其分布的范围）;再注写跨中部的第
平平法制图规 配置相同时（其底部、顶部的贯通纵筋可以不同），可仅在二种间距（不需加注根数）;两者用"/"分隔。 平法制图规叫条形 完一条中心线下做原位注写，并在其他柱中心线上注明"该柱中【例】X∶B12922@150/200;T10920@150/200表示基础平板x向底部 社开。己

配置222的贯通纵筋，跨两端间距为150mm各配12根，跨中间距为200mm;x向 心线下基础平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同××柱中心线"。基
顶部配置业20的贯通纵筋，跨两端间距为150mm各配10根、跨中间距为础安 5.4.4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平面注写规定，同样适用于 则”

200mn（纵向总长度略）. 平板式筏形基础上局部有剪力墙的情况。
5.4.3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的原位标注，主要表达横跨柱 平货 5.4.5 按以上各项规定的组合表达方式，详见本图集第1-37 节港中心线下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注写规定如下∶法筏

页"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标注图示"。莓 制图新
1.原位注写位置及内容。在配置相同的若干跨的第一跨，图规 端 5.5 其他 人警垂直于柱中线绘制一段粗虚线代表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础 婆

在虚线上的注写内容与第4.5.3条第1款相同。
壶

5.5.1 与平板式筏形基础相关的后浇带、上柱墩、基坑（沟） 平法制图规则当柱中心线下的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与柱中心线正交） 等构造的平法施工图设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要 e法 相关规定。桩 沿柱中心线连续若干跨配置相同时，则在该连续跨的第一跨咽浓基础 5.5.2 平板式筏形基础应在图中注明的其他内容为∶晒 下原位注写，且将同规格配筋连续布置的跨数注在括号内;当 "出规则 1.注明板厚。当整片平板式筏形基础有不同板厚时，应有些跨配置不同时，则应分别原位注写。外伸部位的底部附
分别注明各板厚值及其各自的分布范围。

加非贯通纵筋应单独注写（当与跨内某筋相同时仅注写钢 平平基 筋编号）.十法制图规 础相关构 法看制醇心 养
22101-3集号 规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么

充则则造 1-34审核郁银泉么S乙校对高志强逢股计李增银在增级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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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则
2.当在基础平板周边沿侧面设置纵向构造钢筋时，应在图 射筋的种类、直径、根数以及设置方式等。

注中注明。 6.板的上、下部纵筋之间设置拉筋时，应注明拉筋的种M 亚3.应注明基础平板外伸部位的封边方式，当采用U形钢筋独边基础 类、直径、双向间距等。从 幔首
封边时，应注明其种类、直径及问距。 7.应注明混凝土垫层厚度与强度等级。 遭

4.当基础平板厚度大于2m时，应注明设置在基础平板中 图8.当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纵筋相交叉时，应注明何向纵业 规础部的水平构造钢筋网。 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多 检
5.当在基础平板外伸阳角部位设置放射筋时，应注明放 9.设计需注明的其他内容。

平条形基础一 法条形基础万 新图霾，领
平筏形基础 融
制国

掘规
则

阁抽基础能45 桩基础法R 制晒规则基础相关构造 平基础相类构法晒4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101-3可图集号 规乡业 则造南核郁银泉L较对高志强本逸胶计李增银老 1-35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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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标注说明 总则总则 相同取筋仅注钢筋编号f设的云底多脚加七做环础原位标正工底即府标 集中标注说明;集中标注应在第一跨引出O 附加说明表达内容注写形式O站xex?⑤单×重x×

ZB××（×B）或 （A）;一端有外伸;《B）∶两端均有外伸;住下板带或路中板考编号，具体包括∶
无外伸则仅注跨数（xXZX×(×B) 代号、序号（跨数及外钟状况）路肉伸出长度跨内伸出胀度 ZXBxx（×B）bxxx 平法制图规板带宽度（在图注中应注明板厚）b*ox 板带宽度取值与设置部位应符合规范要求平法制图规 运伸寻起刻华测或 多独 B企火文××; 庭部黄通纵箱强度等级、直径。间距;底部纵筋应有不少干1/3通全跨，注意与非管社立基础 集中标注（在柱下板奢的第一跨引出） T鱼v通nx* 复部赁通级筋强度等级、直径、间距进线筋组合设置的具体要求，详见制围规则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原位标注说明∶ 产有
附加说明表达内容注写形式 嘧名物

串-申- 串 底部车贯通纵常编号、强度等同一板带中其他相同非管通纵筋可仅在中粗度线⑥Oxx,母该 平法制图规则o 线、直径、同距;自柱中线分上注写编号.两侧对称伸出时，可只在一侧注层系 柱下板带-索 s雪本常出长度值.向外伸都位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副向两边跨内的律出长度值|小
率 准构造，设计不注。与贯通纵筋组合设置时的具弛 泳平预搏；将碍图规 体要求详见相应制图规则蠕 普础 酚一 修正内容原位注写 某部位与集中标注不同的内容原位标注的修正内容取值代先普嘧 飞轭辉 注∶1.相同的柱下或跨中板带只标注一受，其他仪注编号。， 2.围注中注明的其他内容见制围视测第5.513;有关标注的其他观定详见制图规则， 平法制图平

法筏 面可属 实 一申母 母 母新形燕螈 规规础 需号皂 剑黄 平法制图规则多母 部’平 串 -由 vrNe卡桩基 )利图规则 部
批污品先纪注钢筋编号还译审邮神生垒础芯邵序框评件证控视

呼
④处xxaO点xxd 1-1平基 跨为伸出长度i础 跨内伸出长度区B（xB）实法叫相关 }案中标注（在跨中板带的第一跨机出）一希图翅 B色xx的xx×;T×xax× 22C101-3图集号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标注图示部

则造 1-36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标注图示 市核你银泉么胶利高志强主逸股开李增铜龙气级 分
略’



底部附加寺货通纵筋厚位标注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标注说明地家 总则（在支度配筋相同的者千跨的第一跨注写） 集中标注说明∶集中标注应在双向均为第一跨引出一路内停出长度
集中标注（在双向均为第一跨外出） 注写形式 表达内容6 附加说明串 基础平板编号，包括代号和序引为平板式钱形基础的基础平板一 需平号

基础平板厚度言
|BPBx加一xxxx 乎X∶B××通××x;T业x×axx×;（4B） x或y向底部与顶部管通级筋强底部纵筋应有不少于1/3黄通全跨，注意与丰黄通X∶B空×通x××; 法独Y∶∶ H益××酒××x;T垫××急x××;（3B） 度级别、直径、间距（跨数及员筋线合设重约具体要象，浮见制围规则。顶郎严 T业××@vxx;（4B） 制;Opzx0r×*(3B) 外件情况） 立尊相同配筋横向布置的跨数 纵筋应全珍贸通.用5导底部贯通纸筋，用T”图现 Y∶B经xxx; 图××× 基纵筋，用T引导颗部贯通纵筋，以）∶一端有外及有否布置到外件莓位部 规员，础T盈×x管×x;（3B） 使;（×B）∶两端均有外伸∶无外伸则仅注跨数①业xx@*×（3B）冷 证证 则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响X×× 相同配筋模向布置的跨数

板底部附加非贯通筋的原位标注说明∶原位标注应在基础梁下相同审平去司图见 及有无布置到外传部位 平条形基础 配筋跨的第一跨下注写 法条制注写形式 形附加说明表达内容
图。底部附加非贯通纵筋编号、强向两侧对称伸出时，可只在一测注律出长度 础规度等级、直径、间距（相同配值，外伸等位一美的伸出长度与方式按标准多 O2xg二. *、*B) 嘧

筋横向布置的跨数及有无布置构造，设计不注。相同非贯通线筋可只注写一x
到外伸部位）;自支座边线分别处，其他仪在中粗虚线上注写编号。与贯通纵柱中线申-串 由稳彤基础 询
向两边跨内的律出长度值筋组合设置时的具体要求详见相应制围规则 招盘注写修正内容 法;│某驾位与集中标注不同的内容|原位标注的停修正内容取值优先 费应 注∶板风支座处实际配筋为集中标注的权底黄通纵能与寒位标注的板底附加卡胃道级筋之和， 图

图注中注明的其他内容见制图规则第5.5.2条;有关标注的某他规定详见制图规则。 规见础
审 日 警

象，桩基础 P乓调宫恩叫 袖基础骇。
制蹈规则中 。

t业 T9·中o基 1-1 平基棒之量就要水想去司图” 法础细醇由’一由 由 叫相关制
图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标注图示 图集号 22C101-3 规高则适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标注图示 审核郁银系么×乙收对高志理主逸版增银龙 1-37页

41



v家总则
6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表6.2.2 桩编号

类型 代号 序 号 平平法 6.1 灌注桩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孢式善福26GZH灌注桩 ××独立基础 公制图规公制图规” 扩底灌注桩 留号6.1.1灌注桩平法施工图，系在灌注桩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平面 ×X
注写方式或列表注写方式进行表达。 2.注写桩尺寸，包括桩径D和桩长L，当为扩底灌注桩时，率 6.1.2 灌注桩平面布置图，可采用适当比例单独绘制，并标 还应增加扩底端尺寸Dohyhe或Dφh，h。j/ha。其中Do表示扩 憾

注其定位尺寸。 底端直径，h，表示扩底端锅底形矢高，h（hy、ha）表示扩 平选平法制图 务邢提底端高度，见图6.2.2条形基 06.2 平面注写方式 部DD 年祉6.2.1 平面注写方式，系在灌注桩平面布置图上集中标注灌鼻挚够 注桩的编号、尺寸、纵筋、箍筋、桩顶标高和单桩竖向承载
警

力特征值，见示意图6.2.1. 平法制图规要
法 Pq筏形基叫 1500 言刑盖基。50 3u公制图规 兰GZH1 800×16.700六国挚 1018 商则00T 000 L鱼8@100/200 忽◆

-3.400 DO 强D0240N平融 六军
斜图6.2.2 扩底灌注桩扩底端示意新 叫图规调图规则 3.注写桩纵筋，包括桩周均布的纵筋根数、钢筋种类、

图6.2.1 灌注桩平面注写示意 则直径、从桩顶起算的纵筋配置长度。
6.2.2桩平面注写内容规定如下∶ （1）通长等截面配筋∶注写全部纵筋如x×业××。 礼峰平基 1.注写桩编号，桩编号由类型和序号组成，应符合表 法看（2）部分长度配筋∶注写桩纵筋如××业××/L1，其中L1础法 制6.2.2的规定。 种芳：叫相关构新 组眼或强 226101-3图集号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眺

则造 1-38审极郁银泉么□校对高志强立本逸极计手增银市级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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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能则
表示从桩顶起算的入桩长度。 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有关规定，并另行注明。

（3）通长变截面配筋∶注写桩纵筋包括通长纵筋×x业×x; 焊接加劲箍由设计另行注明。设计未注明时，本图集规平 平十去刮图 独立基 非通长纵筋×x鱼××/Ll1，其中Ll表示从桩顶起算的入桩长度。 定∶当钢筋笼长度超过4m时，应每隔2m设一道直径为12mm焊 融通长纵筋与非通长纵筋沿桩周间隔均匀布置。 制?接加劲箍。桩顶进入承台高度h，桩径小于800mm时取50mm，
图园 【例】15业20。15业18/6000，表示采用通长变截面配筋方式，桩通长纵 桩径大于或等于800mm时取100mm。翩 规 础然司 筋为15920;桩非通长纵筋为15空18，从桩顶起算的入桩长度为6000mm。实 勋6.3 列表注写方式际桩上段纵筋为15业20+15918，通长纵筋与非通长纵筋间隔均匀布置于桩平 周。哪 6.3.1 列表注写方式，系在灌注桩平面布置图上，分别标注 平字 法条4.以大写字母L打头，注写桩螺旋箍筋，包括钢筋种类、 定位尺寸;在桩表中注写桩编号、桩尺寸、纵筋、螺旋箍筋、辨晒 制形直径与间距。像 桩顶标高、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注写规则同平面注写方 图鑫础鸡 础融（1）用斜线"/"区分桩顶箍筋加密区与桩身箍筋非加密 式 帝

区长度范围内箍筋的间距。本图集中箍筋加密区为桩顶以下 6.3.2 灌注桩列表注写的格式见表6.3.2灌注桩表。五司平 冬向平链形基 5D（D为桩身直径），若与实际工程情况不同，需设计者在图 表6.3.2 灌注桩表
中注明。 非通长通长桩径D刚图现叫 桩长L 单桩竖向承载 制桩顶标箍筋桩号 纵筋 基纵筋础 菌(m)(mm) 力特征值（k8）高（m）（2）当桩身位于液化土层范围内时，箍筋加密区长度应以则 规础800SZH1 |L98@100/200-3.40016.7001 240016空18由设计者根据具体工程情况注明，或者箍筋全长加密。 二 嘧5ZH2 16.70d800 16918/6000l1 Le8@100/200 -3.400 2400，【例】L第s硬IO0P200，表示箍筋强度级别为HRB400钢筋，直径为8mm， 5zZnm 800 16.7001 工业8@100/200-3.400 2400810业20/6000L1018桩基础 平.4常历民 加密区问距为100m 世、小加密区间距为200mm，L表示采用螺旋箍筋. 萌融基础注∶1.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例如∶当采用扩底灌注桩时，增加【例】工8000.表示沿桩身纵筋范围内箍筋均为HR400钢筋，直径为 制扩底墙尺寸。 图8m，问框 表示采用螺旋箍筋。 2.当为通长等截面配筋方式时，非通长纵筋一栏不注，如表中GZH1;当 规

为部分长度配筋方式时，通长配筋一栏不注，如表中GZH2;当为通长 磅
鱼糖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单位以kN计。 变截面配筋方式时。通长纵筋和非通常纵筋均应注写，如表中GZH3.亭基础相关构 平基；去司图见 设计时应注意∶当考虑箍筋受力作用时，箍筋配置应符 法础

锚制辩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图∶图集号 226101-3 规构前造
审核郁银展么乙校对商志强本浇股讯李增银龙教 则造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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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则总则
表6.5-2 承台梁编号6.4 桩基承台平法施工图的表示方法

代 号 跨数及有无外伸序号类型 平滤6.4.1 桩基承台平法施工图，有平面注写、列表注写、截面 （××）端部无外伸平法制图规 独立基础注写三种表达方式，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选择一种， 承台梁 CTL （××A）一端有外伸文×独立基 新叫图规（×xB）两端有外伸或将两种方式相结合进行桩基承合施工图设计。
6.4.2 当绘制桩基承台平面布置图时，应将承台下的桩位和 珲础 6.6 独立承台的平面注写方式勋 承台所支承的柱、墙一起绘制。当设置基础联系梁时，可根

平选据图面的疏密情况，将基础联系梁与基础平面布置图一起绘 6.6.1独立承台的平面注写方式，分为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平法制 领梁两部分内容。制，或将基础联系梁布置图单独绘制。 制条 地图形 6.4.3 当桩基承台的柱中心线或墙中心线与建筑定位轴线不 6.6.2独立承台的集中标注，系在承合平面上集中引注∶独辨叫图规 敬规立承台编号、截面竖向尺寸、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承台重合时，应标注其定位尺寸;编号相同的桩基承台，可仅选础 多驾 择一个进行标注。 板底面标高（与承台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和必要的文字注
平解两项选注内容。具体规定如下∶畅 法∶6.5桩基承台编号 叠。干法制图规 筏形 1.注写独立承台编号（必注内容），编号由代号和序号组 存。新晒心基成，应符合表6.5-1的要求。桩基承台分为独立承台和承台梁，分别按表6.5-1和 年配税卵挚 表6.5-2的规定编号。 2.注写独立承台截面竖向尺寸（必注内容）。即注写h嘧 表6.5-1 独立承台编号表 /h/⋯⋯具体标注为∶ 今。平法制图规则 独立承合 序号 说明 （1）当独立承台为阶形截面时，见图6.6.2-1和 龄类型 代 号脏基融 截面形状 制图6.6.2-2。图6.6.2-1为两阶，当为多阶时各阶尺寸自下而 图规单阶截面即为平板式阶形 CTj独立 ×× 上用"/"分隔顺写。当阶形截面独立承台为单阶时，截面竖独立承台承台 锥形 CT2 *× 则向尺寸仅为一个，且为独立承台总高度，见示意图6.6.2-2。

（2）当独立承台为锥形截面时，截面竖向尺寸注写为注∶杯口独立承台代号可为BCTj和BCTz，设计注写方式可参照杯口独立基 平基平基 鲜却础，施工详图应由设计者提供。 h/h，见图6.6.2-3。法础 袖制;叫相关 图卖融、鄱 226101-3图集号 规和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梅 则建费
辐锚 1-40南核都银泉么乙胶对高志盛∶逸假讯李增银市板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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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测 能则
3.注写独立承台配筋（必注内容）。底部与顶部双向配
筋应分别注写，顶部配筋仅用于双柱或四柱等独立承台。当

田 独立承台顶部无配筋时则不注顶部。注写规定如下∶ 平（1）以B打头注写底部配筋，以T打头注写顶部配筋。 法独
制立（2）矩形承台x向配筋以X打头，y向配筋以Y打头;当两 图耍妙 嚣础 视向配筋相同时，则以X&Y打头。 础薄 师图6.6.2-1 阶形截面独立承台竖向尺寸 （3）当为等边三桩承台时，以"△"打头，注写三角布

评 置的各边受力钢筋（注明根数并在配筋值后注写"×3"）。 平计去制图” 条形基础 法条【例】△6925@150×3，表示等边三桩承台每边各配置6根直径为25mm
制形的RB400钢筋，同距为150mm 图基规础（4）当为等腰三桩承台时，以"△"打头注写等腰三角 部形底边的受力钢筋＋两对称斜边的受力钢筋（注明根数并在

平 两对称配筋值后注写"×2"）。的贵 平法筏【例】△5922@150+6922@150×2。表示等腰三桩承台底边配置5根 制形动图慢 图6.6.2-2 单阶截面独立承台竖向尺寸 图直径为22m的HRB400钢筋，间距为150mm; 两对称斜边各配置6根直径为22mm，础砌 皱规础的HRB400钢筋，间距为150m。 则
（5）当为多边形（五边形或六边形）承台或异形独立承

平台，且采用x向和y向正交配筋时，注写方式与矩形独立承台键罐 渤装1常 相同。 制3kgt 便A 础（6）两桩承台可按承台梁进行标注。FS
设计和施工时应注意∶三桩承台的底部受力钢筋应按三 奇
向板带均匀布置，且最里面的三根钢筋围成的三角形应在柱些密要水多 平基计法 截面范围内。 法础味名 图6.6.2-3 锥形截面独立承台竖向尺寸 叫相关制“多 便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101-3图集号融 构向造 参

则造市损郁银泉k胶对商志强该∶谁股计李增侧龙气取 1-4]页

45



总则则
4.注写基础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独立承台的底面 (3 463口3 口 见标高与桩基承台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应将独立承台底面标 平法平法 q 独边基础高注写在括号内。独 。 式亚达制图规 可 乙/、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独立承台的设计有 调图规则闷业基础 6特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可 可。 业6测则 叶6.6.3 独立承台的原位标注，系在桩基承台平面布置图上标

5 平法选注独立承台的平面尺寸，相同编号的独立承台，可仅选择一平法制 与可 C口口四 条形基个进行标注，其他仅注编号。注写规定如下∶条或
么 汰制图规则9形 占皆1.矩形独立承台。原位标注x、y，x1、y，a;、b; X娜晒罐 a,g?a2ai=1，2，3⋯⋯。其中，x、y为独立承台两向边长，xy为阶础 4j

人恼‘
如 宽或锥形平面尺寸，q、b;为桩的中心距及边距（q、b根据具 平体情况可不注），见图6.6.3-1。 图6.6.3-1 矩形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要 法洋慢法制 2.三桩承台。结合x、y双向定位，原位标注x或y，对 y 勘制咪形叶 “薄s图 i=1，2，3⋯⋯，a。其中，x或y为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垂直于底 图

规夜氨规挚 边的高度，x;y为承台分尺寸和定位尺寸，a为桩中心距切角 则驾 式边缘的距离。等边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见图6.6.3-2.
引 来

等腰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见图6.6.3-3.平
法桩基础 会必逸超 3.多边形独立承台。结合x、y双向定位，原位标注x或
制菌即图规则 贮 测y，xry，a，i=1，2，3⋯⋯。具体设计时，可参照矩形独立承
弯台或三桩独立承台的原位标注规定。

善。 X 平基6.7 承台梁的平面注写方式 图6.6.3-2 等边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平基
法础挚法 制安水6.7.1 承台梁CTL的平面注写方式，分集中标注和原位标注两制图规 相关构 22101-3图集号 碗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护规则遣则造 1-42审楼郁银泉么胶对高志强上立主浇股计李增银龙级 页

46



总则 能则
创 2）当具体设计采用两种箍筋间距时，用"/"分隔不同

箍筋的间距。此时，设计应指定其中一种箍筋间距的布置范a. 平独立基础 围。 法独法 色飞公现图田 ， 制立施工时应注意∶在两向承台梁相交位置，应有一向截面 基图主蹈 规础较高的承台梁箍筋贯通设置;当两向承台梁等高时，可任选“子前
一向承台梁的箍筋贯通设置。

憾
孕 （2）注写承台梁底部、顶部及侧面纵向钢筋∶ 平条形基础 法条1）以B打头，注写承台梁底部贯通纵筋。_年“地图 一

制形2）以T打头，注写承台梁顶部贯通纵筋。 图基受 规础图6.6.3-3 等腰三桩独立承台平面原位标注受 【例】B∶5925;T∶725，表示承台梁底部配置贯通纵筋5925，梁顶 部部分内容。 部配置贯通纵筋7925。
平 6.7.2承台梁的集中标注内容为∶承台梁编号、截面尺寸、 3）当梁底部或顶部贯通纵筋多于一排时，用"/"将各排 平击帘 法筏配筋三项必注内容，以及承台梁底面标高（与承台底面基准 纵筋自上而下分开。莓 制形尊器辨 4）以大写字母G打头注写承台梁侧面对称设置的纵向构造标高不同时）、必要的文字注解两项选注内容。具体规定如 基图规下∶ 见础钢筋的总配筋值（当梁腹板高度h>450mm时，根据需要配必则： 够

圈一：1.注写承台梁编号（必注内容），见表6.5-2.
2.注写条台聚截面尺寸（必注内容）。即注写b×h，表 平【例】G8空14、表示梁每个侧面配置纵向构造钢筋4空14，共配置814.摊 法桩4.注写承台梁底面标高（选注内容）。当承台梁底面标示梁截面蟹度与高度。影

基制L 图础案配筋（必注内容）。 高与桩基承台底面基准标高不同时，将承台梁底面标高注写 规略
在括号内。今梁箍筋∶ 则

本设计仅采用一种箍筋问距时，注写钢筋种类、 5.必要的文字注解（选注内容）。当承台梁的设计有特端平 平基直径、州i 冀数（箍筋肢数写在括号内，下同）。 殊要求时，宜增加必要的文字注解。 法础3丽所感 制叫相关构
图集号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6101-3 皱

规
则审核和银么s依对高志播寸本逸胶计手增银市取 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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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原位标注取值优先。6.7.3 承台梁的原位标注规定如下∶

1.原位标注承台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当需要 平6.8 桩基承台的截面注写方式和列表注写方式平 表到之干法制图规则 独 设置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时，将附加箍筋或（反扣）吊 多氯科年 6.8.1 桩基承台的截面标注和列表注写（结合截面示意图） 吲图规筋直接画在平面图中的承台梁上，原位直接引注总配筋值（附 马基配 爸基叫 应在桩基平面布置图上对所有桩基承台进行编号，见表6.5-1
 加箍筋的肢数注在括号内）。当多数梁的附加箍筋或（反扣） 怨钩。

和表6.5-2。吊筋相同时，可在桩基承台平法施工图上统一注明，少数与
6.8.2桩基承台的截面注写方式和列表注写方式，可参照独 平法制平 统一注明值不同时，再原位直接引注。 立基础的注写方式，进行设计施工图的表达。条法。 施工时应注意∶附加箍筋或（反扣）吊筋的几何尺寸应 多形制图规 融嗯 用甚配6.9其他场 参照第2-23页标准构造详图，结合其所在位置的主梁和次梁的 规挚 图截面尺寸而定。命 6.9.1 与桩基承台相关的基础联系梁等构件的平法施工图设

2.原位注写修正内容。当在承台梁上集中标注的某项内 计，详见本图集制图规则部分第7章的相关规定。 平平法 景容（如截面尺寸、箍筋、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或架立筋、梁 6.9.2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的桩基础平法施工图示例见本 都田筏形叶 系制公制图规则 图集第1-45.1-46页。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梁底面标高等）不适用于某跨或某外伸
图心基础 1

部位时，将其修正内容原位标注在该跨或该外伸部位，施工 砂规
则

平平融 2
邢避调图规则 图铋
则

平差料端 辩却平法制图规叫 础相关构啡 制楼图26101-3图集号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取幸规; 则莲多 1-4造 审横郁银泉么5L农列高志蛋上这本绝股洲李增银老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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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向 ⑤③② ④ 6、
经军，GCZHI 800×16.70

×立堂×× 200 7200 _72001200720
L鱼××圈×xx/xxx

平-×.X×跑立基础 GZIRI CZH1CZH/GZ ~GZHI 赣”×× QOE 葡①双R与 吲图规豪喜习 习 量习Gar- czai NGzHNGZa 量学 GZHlG2H1这9s0t 系 950 够-9
景 6GZH2 80×16.700 平条形基础 X×鱼×× 亲感法∶L鱼××ex/x 制-X,××× 图心基础62R ,GZ2、GZGCan 6Z26Z2xxxx 6Z2

规(e) 则龟 CHn2改国改毫 BZ2GZ2 CZH26a2GZa2量 GZ2三三⑧ 平Can国筏形基础 GZHnGZmnGZ2 GZR2 cZm2管善量 苦-GZ2 链形法常mC3 9题，0 制包5908508 基图掷斟09 移叶。

a飞宝G21 G2H G2 平拖基础 o6It 法桩E 基础制cnTCZIR 订 cZIK应2 醇盟 2caIGzr 国cz1“管 GZHI 现p 99 959分5950 950954 贸0的电要水是盘 平基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兰 法础平司固画 相关制
图∶22601-3图集号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涵 规构

则造审核郁银泉么L收对高志强车逸版讯李增侧龙 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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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京贝A 5 62 3
36000

72007200720072007200
CTJOL.h CTJ01CTj01CTJ01 CTj01CTJ01E Ang xxerxxy 平法制图规则平法制图规则 独立基础 1100 2350

田 *石D 田日 + +
75

3056 ?04S OD

11501150 平法制图规则0069平法制图规则 CT502，海条形基础 CTj02CTj02CTJ02CTJ02CTJ02社区主义****
Y∶鱼xx@xxx TIFCEO

150 A 口口o 口O O008100951 6006 O OO0中 C1 推 平法制图规则0口口口平法制图规则 O DO筷形基础 拉O0O 0.0中C
OO2 开考社[1150 1150

23DQ0069
JCTJOTCTJ01CTJ01CTJ01CTJ01CTJ01 平法制图规则平法制图规则 智慧百桩基础 A

平法制图规则 基础相关构造 独立承台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注1.x、y为图面方向。 桩基础平法施工图平面注写方式示例 22G101-32.±0.000的绝对标高（m）xxx.xxx； 图集号

基础底面基准标高（m）∶-x.×××.
3.桩定位尺寸aj、b.见桩平面布置图。 1-46审核郁银泉么质□校对高志强论设计李增银本级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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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总则
7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

板）》中非框架梁的制图规则执行。7.1 相关构造类型与表示方法
7.2.2 后浇带HJD直接引注。后浇带的平面形状及定位由平面P 7.1.1 基础相关构造的平法施工图设计，系在基础平面布置 布置图表达，后浇带留筋方式等由引注内容表达，包括∶独立基础去刮图见到 图上采用直接引注方式表达.
1.后浇带编号及留筋方式代号。本图集留筋方式有两种，7.1.2 基础相关构造类型与编号，按表7.1.2的规定. 分别为贯通和100??接.

表7.1.2  基础相关构造类型与编号
2.后浇混凝土的强度等级C××。宜采用补偿收缩混凝土，代 号 序 号构造类型 说明

设计者应注明相关施工要求。用于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桩基承台基础联系梁 ×× JLL
3.后浇带区域内，留筋方式或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一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条形基础等后浇带 ××HJD

用于平板筏基础上柱墩 ××SZD 致时，设计者应在图中注明与图示不一致的部位及做法。
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局部增加板厚 xxJBH 设计者应注明后浇带下附加防水层做法当设置抗水压
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基坑（沟） XXJK 垫层时，尚应注明其厚度、材料与配筋当采用后浇带超前用于梁板、平板筏基础窗井墙 ××CJQ平去刮图见刘 止水构造时，设计者应注明其厚度与配筋。FSB防水板 用于独基、条基、桩基加防水板××筏形基础 后浇带引注见图7.2.2.注∶1.基础联系梁序号∶（××）为端部无外伸或无悬挑，（xxA）为一端有外

伸或有悬挑，（××B）为两端有外伸或有悬挑。 贯通留筋的后浇带宽度通常取大于或等于800mm；100??
2.上柱墩位于筏板顶部混凝土柱根部位，局部增加板厚位于筏板底部混 接留筋的后浇带宽度通常取800mm与（l+60）的较大值。凝土柱或钢柱柱根水平投影部位，均根据筏形基础受力与构造需要而

7.2.3上柱墩SZD，系根据平板式筏形基础受剪或受冲切承载收·& 力的需要，在板顶面以上混凝土柱的根部设置的混凝土墩。7.2 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上柱墩直接引注的内容规定如下∶7.2.1 础联系梁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基础联系梁系指连 1.注写编号SZD××，见表7.1.2.

条形基础或桩基承台的梁。基础联系梁的平法接独立基础 2.注写几何尺寸。按“柱墩向上凸出基础平板高度ha/柱
 在基础平面布置图上采用平面注写方式表达。施工图设 墩顶部出柱边缘宽度c/柱墩底部出柱边缘宽度c”的顺序注
基础联系梁注写方式及内容除编号按本规则表7.1.2规定 写，其表达形式为ha/c1/c2
外，其余均按22G101-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G101-3 图集号

市锁都银果么⋯5极对高志强意在准假讯曾爽电 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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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总则
SZDxx

矩形柱或圆柱平法制图规则 平法制图规则后浇带编号 C2-基础平板上柱墩编号独立基础 SZDxx 美宝当面留筋方式（贯通或100??接）
-几何尺寸（见石图示）halolcz LGIHJDxx(xx 身竖向纵筋鱼Xxx×⑨xx/××业××-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 棱台XX 中××@xxx -箍筋.

XXXX 力** 平法制图规则平法制图规则 条形基础 务开言新
图7.2.2 后浇带HJD引注图示 1-1当为棱柱形柱墩c1=c2时，c2不注，表达形式为ha/c1。

图7.2.3-1 棱台形上柱墩引注图示3.注写配筋。按“竖向（c）"c2）或斜竖向（c）*c）角
SZDxx筋/x边中部筋/y边中部筋，箍筋"的顺序注写。平法制图规则 平法制图规则筏彩基础 矩形柱或圆柱 名刑事码角筋标注出钢筋种类与直径，x边中部筋和y边中部筋标

注出根数、钢筋种类与直径，箍筋标注出钢筋种类、直径及间
9基础平板上柱墩编号SZDxx距，其表达形式为∶ 监xx/xx整xx/xx空xx， φxx@xxx.

几何尺寸（见右图示）http棱台形上柱墩（c）*c2）引注见图7.2.3-1.
-竖向纵筋生xx/xxiqxx/xxixix 棱柱 平法制图规则棱柱形上柱墩（c′=c2）引注见图7.2.3-2. 箍筋平法制图规则 φ××@××× QQ杜志建 初事百【例】SZD3，600/50/350，空16/5916/5空16/5空16/中10@100，表示3号棱台 22

形上柱墩凸出基础平板顶面高度为600mm，底部每边出柱边缘宽度为
350mm，顶部每边出柱边缘宽度为50mm配置空16的角筋，x边中部筋配置和

y边中部筋为5虫16，箍筋直径为10mm，间距100mm。 2-2
图7.2.3-2 棱柱形上柱墩引注图示

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G101-3图集号

审横郁银原么5L板对商志强这主连胶计曹爽离贝 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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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则 总则
JH×x7.2.4 局部增加板厚JBH，系根据平板式筏形基础受剪或受冲

切承载力的需要，在柱的所在位置、基础平板底面局部增加g 矩形柱或圈柱 平鞭掷 板厚。下柱墩直接引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法独4元吸L ②1.注写编号JBHxx×，见表7.1.2。 制—-基础平板局部增加板厚编号 弊。JBHX× 图涵 2.注写几何尺寸。按"向下凸出基础平板深度h/顶部出 —-几何尺寸（见右图示）< 挚规h/c lcs色 弯柱投影宽度q/底部出柱投影宽度c2"的顺序注写，其表达形 X叠××@××/Y业×x@x××/中××gxxx
式为hg/q/c2。 它 -x向ly向纵筋\水平箍筋 倒棱台以 “量

平
砾

条 当为倒棱柱形增加板厚时，c=c2;c2不注，表达形式为 法条啦绿 空 制3-3娜 形角
慢

图3.注写配筋。按"x方向底部纵筋/y方向底部纵筋/水平 。融翩 萝挚记 图7.2.4-1 倒棱台形增加板厚引注图示 够箍筋"的顺序注写（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其表达形式为∶X业××@×××/Y业××@×××/中××@x××。 飞平 窃筏形基础叶去司图见” 倒棱台形增加板厚（c*c2）引注见图7.2.4-1。 链形基础法∶制倒棱柱形增加板厚（e=cg）引注见图7.2.4-2。 矩形柱或厘柱 菌7.2.5 基坑JK直接引注的内容规定如下∶ 萝体三_ 基础平板局都增加板厚编号JBHx× 则1.注写编号J××，见表7.1.2。 h/c -几何尺寸（见右图示）

2.注写平去司图霓明 Xxx@x×x/Y@x×@×××/φ××@x天对。按"基坑深度h/基坑平面尺寸x×y"桩基础 ?节的顺序注写。 x向\y向纵筋\水平箍筋寸录达形式为h，/x×y。x为x向基坑宽度，y为y 低 桩基础向基坑宽度 倒棱柱 制_4有图面从左至右为x向，从下至上为y向）。 单跑现则上应标注基坑的平面定位尺寸。 4-4
图7.2.4-2 倒棱柱形增加板厚引注图示噻 乎基宁生调图贝 法础碰画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 22601-3图集号 规构

则造市阅郁银展么心乙收对商志强主逸胶肝重爽厂需贝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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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则总则
2.注写截面尺寸，注写h=x××表示板厚。基坑引注图示见图7.2.5.

兴3.注写防水板的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按板块的下部和平法 干法制码 孙式基配上部分别注写，并以B代表下部，以T代表上部，B&T代表下部独立基础 舰公制图码 象
度 图规”对 与上部;x向贯通纵筋以X打头，y向贯通纵筋以Y打头，两向基坑x向定位尺寸 基坑编号氯单d Jk××-应 基坑深度 贯通纵筋配置相同时则以X&Y打头。h=x×x×一 则欢X×× x向宽度×J宽度立y态 【例】FSB1 h=-250

平B: XEYe12@200x向宽度基坑向定位尺寸平法制图规 法秀开T∶ X基Y912@200条形基础 制表示1号防水板，板厚250mm，板底部x向、y向配置业12间距200mm的贯 叫图 小辈”■ 眼算 规k通纵筋;板顶部配置x向、y向空12问距200mm的贯通纵筋。
当贯通筋采用两种规格钢筋"隔一布一"方式时，表达嘧 够

图7.2.5 基坑JK引注图示 为φxx/y@×xx，表示直径xx的钢筋和直径y的钢筋之间的间 平选里 7.2.6 窗井墙CJQ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窗井墙注写方式及内 种距为××x×，直径为xx的钢筋、直径为y的钢筋间距分别为×x×法制图规则 筏形基础 公制图叫 联树容除编号按本规则表7.1.2规定外，其余均按22G101-1《混凝 的2倍。
A各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现浇 旋【例】10/12@100表示贯通纵筋为生10、912隔一布一，相邻垒10与础 则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中剪力墙及地下室外墙的 空12之间距离为100m。

制图规则执行。 4.注写防水板底面标高，该项为选注值，当防水板底面 P要 法当在窗井墙顶部或底部设置通长加强钢筋时，设计应注桩 标高与独基或条基底面标高一致时，可以不注。 制法， 矛
公制画 心基础 明。 吲图规” 铋

7.3 其他菌即规则 注∶ 当窗井墙按深梁设计时由设计者另行处理。 则本章未包括的基础相关构造的表示方法与构造做法，7.2.7 防水板FSB平面注写集中标注。 平选应由设计者根据具体工程情况和规范要求进行设计、绘制。1.注写编号FSB，见表7.1.2.平基
法 础 避韶樊 南26101-3图 图集号基础相关构造平法施工图制图规则规构 粉

则连则造 1-50南核郁银桌k校对高志强主连胶计重需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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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标准构造详图



一般构造。叶沟造羊 准构般构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造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mm） 造图一 详环境类别 趣条 件 板、墙环境 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梁、柱 基础梁（顶面和侧面）标 钱形基础（顶面和侧面）类别 标售" 室内干燥环境;独 不记” >c30不记”≥C30 >C30<C25 >C30<C2s 准独二翩 无侵蚀性静水浸没环境周 华心造羊图际叶 构平基础 201s 造基室内潮湿环境;
鸣 鸣’ ‘“’

详础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2025 2530 30二a二8 20 图鸣
非严寒和非寒冷地区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六
标佳条 2530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冰冻线以下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 二b 30勒 鸣

准条
鸣o

构形 吗
干混交替环境; 构形蒸 三a 453035受 3.5 造基40 30羊础

。
水位频繁变动环境; 础丰到二示佳句追羊图示圭句查羊图 二b 译严寒和寒冷地区的露天环境; 三b 菌45 5040 55 45505s 40

严寒和寒冷地区冰冻线以上与无侵蚀性的水或土壤直接接触的环境筏形 标注∶1.表中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指最外层钢筋外边缘至混凝土表面的距离，适用于 准筏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水位变动区环境; 设计工作年限为50年的混凝土结构。形基础 构形三a 受除冰盐影响环境; 善 毒2.构件中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钢筋的公称直径。海风环境 础3.一类环境中，设计工作年限为100年的结构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 译菌盐渍土环境; 于表中数值的1.4倍;二，三类环境中，设计工作年限为100年的结构应采 业标准构造详图轴基础 取专门的有效措施;四类和五类环境的混凝土结构，其耐久性要求应符合受除冰盐作用环境;三b 桩基础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海岸环境
4.钢筋混凝土基础宜设置混凝土垫层，基础底部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四B 海水环步 从垫层顶面算起，且不应小于40mm;无垫层时，不应小于70mm。
5.灌注桩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0mm，腐蚀环境中桩五管 受人基础相关构 侵蚀性物质影响的环境 的纵向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55mm。 标基佳 6.桩基承台及承台梁∶承合底面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当有混凝土垫层予 准 础注∶1.室内潮湿 表面经常处于结露或湿润状态的环境。 时，不应小于50mm，无垫层时不应小于70mm;此外尚不应小于桩头嵌入承 构 相2.严寒和塞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y 台内的长度。 道关三羊 的有关规 详构吗锚 3.海岸环境∶ 室风据当地情况。考虑主导风向及结构所处迎风、背风部位 图适

等因素的影 由训赛研究和工程经验确定。附录 4.受除冰盐影响环境是指受到除冰盐盐雾影响的环境;受除冰盐作用环境是指被除 附录冰盐溶液溅射的环境以及使用除冰盐地区的洗车房、停车楼等建筑， 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 田集号 226101-35.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是指混凝土暴露表面所处的环境条件、 混凝土保护层的最小厚度
审核郁银泉l如，5校对冯海悦-又et设计 曹俊 鄂呤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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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心灌构造谱标
准般构狗造详图 附造 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 D>2. G)坚樊车混凝土强度等级 年标 宗1i钢筋种类海 暂独 C55C45C40 c60C35C30C25 C50 .9) 叫造详图叫2d28d 21d23d24d25d端
楼

HPB300 30d34d侈
造斜础 R400，项BF400 （a）光圆钢筋末端180°弯钩29d 25d26d27d28d32d35d40d菌 RRB400 标准二标准构造详图 36d39d43d 31d32d48d 34d 30dHR500、HRBF500 竞察 )D=nd 性构叶 习开形基础 烟低 言护盏6抗震设计时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l 邮

（b）末端90°弯折混凝土强度等级 标二标准构造详图三 钢筋种类 准e>Cc60 CS55C50C45C40C35C30C25筏形 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D 构本烟为294 24d25d26d28d32d35d39d一、二级 w,心基 四详圈标准构造详图二HPB300 平注∶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D应符合下列规定∶22d23d24d三级 25d26d29d32d36d础 1.光圆钢筋。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2.5倍。29d30d314d32d33d37d40d46d一、二级业标准构造详图 HRB400 2.400MPa级带肋钢筋，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4倍。
26d27d28d29dHRBF400 3.500MPa级带肋钢筋，当直径d<25mm时，不应小于钢30d34d37d42d三级桩基础 r 海e筋直径的6倍;当直径d>25mm时，不应小于钢筋直35d37d39d41d 36d45d49d55dHRBS00 一、二级 径的7倍。32d33d3;4d36d38d41dHRBF500 45d50d三级 4.箍筋弯折处尚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直径;箍筋弯 二标准构折处纵向受力钢筋为搭接或并筋时，应按钢筋实际

注∶1.四级抗震时，l，bE=l、b-标 排布情况确定箍筋弯弧内直径。.
准础 2.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取锚固区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构造详构 3.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Sd时，锚固钢筋长度范围内应设置 毛√相道融 横向构造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d/4（d为锚固钢筋的最大直径）;

构 图对梁、柱等构件同距不应大于5d，对板、墙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卖
图造 10d，且均不应大于100mm（d为锚固钢筋的最小直径）。

附录附录 受拉钢筋基本锚固长度。抗震设计时受拉钢筋基本 图集号 22101-3
锚固长度l、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D

2-2审核 郁银泉k4w5校对高志强谁设计 曹俊 子畸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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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彝准糖 盏构 般构造范 构受拉钢筋锚固长度A造 彝造选 瓣菌 混凝土强度等级 菌钢筋种类 C30c2s C35标 Cc40 C45 cs5C50 >C60淮独 标d>25a<25 |a<2sJa>2sa<2s 准独a<2sa2s →>2sa<2sd>2s a<2sd>2s a<2s构立 d<25 d>25 d>25 构立造基 HPB300 ”、、30d34d 28d 1. 24d25d 23d 22d 21d一-鄱 造基一嘧 HRB400、HRBF400 44d40d 详39d 础sd 31d29d 32d sd32d 28d 逸30d27d 25d29d26dRRB400 28d多
标 48dHRB500、HRBF500 43d39443d53d 47d 13035]40d36d 30d32d37d34d 34d 标33d准条狗 准条驴垫构“畸嘴造 瞬。造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涟础 详图 础图 混凝土强度等级
标 备。钢筋种类及抗震等级 C25 C35C30 C45C40 C50 C55 >C60准 筏 瘾准a>2sa<2s d>2sa<25 d>2ssa<2ssd>25d<2s构主 >25a<25 a<2s[ d>2sd>2sd>2sd<25 他构d<2s喉
造基 39d 叭辨35d一、二级 32d 28d29d部 25d26d 24d- -手础 - 礴、HPB300 - 础斜三级菌 36d 29d32d 26d 2sa， 23d24d- 菌2d--、 -二际准均违样图 宗准构造详图40d37445d40d51d一、二级 46d 32d37d354HRB400 35d31d36d 30d 32d29d33d桩基础 抽基础HRBF400 4d42d三级 3d46d 30d37d34d 3sd29d34d 岂28d 30d27d 29d26d

5sd 54d49d61d 41d49d45dHRB500 39d46d 40a37d43d 38d35sd39d36dHRBF500 56d50d 41d49d45d 42d38d45d 39436d 334d37d34d 35d32d36d际基
础 标基注∶1.当为】准 层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 7.当锚固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大于5d时，锚固钢筋长度范围内应设置模向 准础构相 2.当 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1。 构 相构造钢筋、其直径不应小于d/4（d为锚固钢筋的最大直径）;对梁、柱造关 5." 纵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铺固钢筋的和 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5d，对板、墙等构件间距不应大于10d，且均不应大换堰 造关部、

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表中数据可菌道 详构于100m（d为锚固钢筋的最小直径）。中教签 菌道聘按内插值。端一 8.HPB300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4.当纵简受控普通钢筋锚固长度修正系数（注1-注3）多于一项时，可 9.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取锚固区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附录 按连乘计算。 附录受拉钢筋锚固长度I5.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L、lg计算值不应小于200mm。 图集号 22C101-3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6.四级抗震时，lag-l。

审核郁银泉k5校对高志强弯本谁股计曹俊 2-3辩哼 页 鸣



标需准构造详 《连接区段长度 准脆梅遍>连接区段长度， 构般构 少连接区段长度，果记 D-4d、D-4d 造90r 1359够 砸修el 工或同 或。酯 皿 成压 标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独1成IE（b）末端带135°弯钩（a）末端带90°弯钩独立基础 楼"构学连接区段长度∶ 造连接区段长度 部绑扎搭接为1.3或1.38j 详挚 齿（同一连接区段y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 妄端碗条形基 （d）末端带螺栓锚头唑（c ）末端与锚板穿孔塞焊 形基蛋构《连接区段长度 造纵向钢筋弯钩与机械锚固形式 >连接区段长度之连接区段长度 融色注∶1.当纵向受拉普通钢筋末端采用夸钩或机械锚固措施时，包括弯钩或锚固端头在内的感
锚固长度（投影长度）可取为基本锚固长度的60?? 三标难构叶标 筏邢妻础2.焊缝和螺纹长度应满足承载力的要求;钢筋锚固板的规格和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德沁准构唑 准《钢筋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JGJ256的有关规定。 连接区段长度∶机械连接为35d 连接区段长度形 3.钢筋锚固板（螺栓锚头或焊端锚板）的承压净面积不应小于锚固钢筋截面积的4倍; 俺潮 吗详图标准构造详图焊接为35d且>00 （间一连接区段钢筋净间距不宜小于4d，否则应考虑群锚效应的不利影响。缘烤础 4.受压钢筋不应采用末端弯钩的锚固形式。函|!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机械连接、焊接接头旦标准构造详图 5.500MPa级带肋钢筋末堵采用弯钩锚固措施时，当直径d<25m时，钢筋弯折的弯弧内 耕圭础注∶1.d为相互连接两根钢筋中较小直径;当同一构件内不同连接钢筋计直径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6倍;当直径d>25mm时，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7倍。桩基础 算连接区段长度不同时取大值.6.本图集标准构造详图中标注的钢筋端部弯折段长度15d均为400MPa钢筋的弯折段长

度。当采用500MPa级带肋钢筋时，应保证锅筋锚固弯后直段长度和弯弧内直径的要 2.凡接头中点位于连接区段长度内，连接接头均属同一连接区段。
求。 3.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该区段内有连接

搭接长度范围 接头的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当分界箍筋 分界箍筋 标铋直径相同时，图示钢筋连接接头而积百分率为50??。标基 挚准丧 4.当受拉钢筋直径大于25mm及受压钢筋直径大于28mm时，不宜采用绑 谋”础 构相赣 扎搭接。 造秘泳谨谱 K妥型5.轴心受拉及小偏心受拉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不应采用绑扎搭接。 详6.纵向受力钢筋连接位置宜避开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如必须在此 鱼。图造
憾

连接时、应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梁、柱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搭接接头区箍筋构造 7.机械连接和焊接接头的类型及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附录附录 详∶1.纵向受力钢筋搭接区内箍筋直径不小于d/4（d为搭接钢筋最大直径），且不小
纵向钢筋弯钩与机械锚固形式 22601-3图集号于构件所配箍筋直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100mm及5d（d为搭接钢筋最小直径））. 纵向受力钢筋搭接区箍筋构造纵向钢筋的连接2.当受压钢筋直径大于25mm时、尚应在搭接接头两个端面外100m的范围内各设 2-4置两道箍筋。 审核郁银泉k标5。校对高志强一车浇设计 曹 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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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参多般构造惨帘于 构般都* 造谨造P
图畅哥独 标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 l项 准独工 立混凝土强度等级 构.蒸 钢筋种类及同一区段内 势领
造手C25 C(35C30础 C40 C50C45 C55 C60碗。 础搭接钢筋面积百分率晒 译图│④>25d<25│a<25 a<25 5d<25[d>25[d>25 d>25|d<2s标 >25d<2sd>2sd<25s|d>25 d>25d<25]
标36d41d准条 34d<25% 29d30d 28d 25d26d 你挪 准， ，48d50%HPB300燕 42d 32d39d榜

34d35d 形/31d 29d一造 _ 一一- 燕陵造拿础 45454d100% 48d 40d ：37a38d 35ad- “34d-呼 -- 详础-53d48d<25% 图42d47d42d期 38d瓷38d 32d37d34d 35d31dHRB400 34d30d36d菲 标145d49d62d56d50%HRBF400 9d5ssa 39d4sa4d 38d43d 39d5d41a36d42d 准筏RRB400西翩 10o% 构形56d64d 56d51d62d70d 46d45d51d46d基 48d43d50d 45d40d42d
造基部望 58d<25% 52d64d 41d52447d5d 4d48d43d卡图三示佳切虚羊己 础37d42d38d 40d36d41d 译HRB500 S5474d67d50% 60d S6d50d60d 45d52d48d66d 48d43d49d 46d42dHRBFS00 欲旦标准构造详图抽基础 5d77d100% 69d 58a69d62d75d 954d64d 5450d5d51d 48d 5ad 桩基础

注;1.表中数值为织向受 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 6.当上迷修正系数（注3-注5）多于一项时，可按连乘计算。
2.两根不 钢筋搭接时、表中d取较细钢筋直径。 7.当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表中数据中间值时，将留要水经图 泳 余层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3.当为麻 搭接长度可按内插取值。 标基佳的 8.任何情况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300mm。预筋在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1.二国警 准 础望内纵向受力钢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锚固钢 9.HPB300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 构 相巴圭二 中数据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表中 造关一套。 中间时按内插值、 详构

图造
附乘 附读

纵向受拉钢筋搭接长度l 图集号 226101-3
市覆郁银菜k校对高志强文逸胶计曹使 2-5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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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标准缅豫构证造详置干 辙 纵向受拉钢筋抗震搭接长度 /正 份
混凝土强度等级 标部标准 总例南向钢筋种类及同一区段内 C60C55C50善 C4sCc40C35C30 性构造叫c25小构造详图标准 搭接钢筋面积百分率 a>255]a<25立 a>25[ d>25d>2sd<25sa<2sa>2s 5d>2s|d<2ssd<2s5d<25│a<25[ a>2sd<2ss|a>25 江详图标准燕 29d30d31d34d35d38d42d础 <25% 4 -- ‘，PB300 34d36d 35d39d41d二级抗震等级 45d -49d5sd 一50% -一 - ，‘ 务泥基38d35d40d36d44d] 42d37d43d144d 38d40d48dS4d48d61d[55d<25%卖 构HRB400咔构造 存 41d46d42d 造45d49d43d50d45d52d46d52d 56d63dHRBF400 56dnd64d心基 50% 吐建延详 呼46d42a47d45a48d4d52d47d55d49d59d54d65d59d73d66d<25%邵 HRB500

俺 二标准构53d49d5sd50d5d52d60ds5sd64d57d69d63d76d69d8sdn7dHRBF500 50%糊 省刑违骨癌心准构 26d][28d2930d31d35d38d45d<25% --‘形 烟HPB300 31a32d1354d 34d36d41d45d -三级抗震等级心造详图三 50d -心基础 50% 四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一-一 -一 35d40d] 31d36d32d38d54 34d35a41a41d49d4*d 36d4d50d<25%HRB400 42d 41d36d38d45d39d524 46d[41d48d42d业标准构造详图 52d48d57dHRBF400 64d59d50% 轧量郁42d桩基础 38d43d40d44d41d47d43ad50d46d54d49d59d54d67d60d<25%HRB500 49d45d53d 50d52d48d义50d59d 46d63d[57a69d63adHRBF500 78d70d50%
6.当上述修正系数（注3~注5）多于一项时，可按连乘计算。 标注∶1.表中数值为纵向受拉钢筋绑扎搭接接头的搭接长度。

麦标基 准7.当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100??，Im-1.61. 奋2.两根不同直径钢筋搭接时、表中d取较细钢筋直径。辞础 8.当位于同一连接区段内的钢筋搭接接头面积百分率为表中数据中间值时， 步3.当为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25.都 您揭
搭接长度可按内插取值。4.当纵向受拉钢筋在施工过程中易受扰动时，表中数据尚应乘以1.1。5失道 9.任何情况下，搭接长度不应小于300mm。融 5.当搭接长度范围内纵向受力铜筋周边保护层厚度为3d（d为锚固钢

10.四级抗震等级时，I-1。详见本图集第2-5页。怜
图造 筋的直径》时，表中数据可乘以0.8;保护层厚度不小于5d时，表 11.HPB300钢筋末端应做180°弯钩，做法详见本图集第2-2页。中数据可乘以0.7;中间时按内插值。 附录附录 22601-3图集号纵向受拉钢筋抗震搭接长度L正

2-6审核都银泉化s校对高志强文∶逸版计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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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标淤轻探构 喉

构般赣
造 造荷

译造续，
菌 图
标 标

R 
独 准独隆暂 闪光对辉设置立基础 拉筋 少竿构紫S德 拉筋一在受力较小位置 燕d 造心庠; 绑扎搭接的柱、梁纵筋 ×绑扎搭接的柱、梁纵筋 础菌 译，

么 ◆S标 焊接封闭箍筋（工厂加工） -梁、柱封闭箍筋 -梁、柱封闭箍筋拉筋紧靠羞筋并钩住纵筋 拉筋紧靠纵向钢筋并钩住箍筋 拉筋同时钩住纵筋和箍筋 标条淮 准条叠形 构形蓬造 封闭箍筋及拉筋弯钩构造 造基浑础 详 础（非抗震设计时，当基础构件受担时，看精及拉筋有物平直夏长度应为10图 图标
淮筏 超全荡诵、构形 。 构;造基 蒸或 造型性1 础邵 详i 础际准钩造详图三 标准构造详图干（三肢箍） （四肢箱） （六肢箍）（五肢釜）桩基础 桩基础基础梁箍筋复合方式

（封闭鉴筋可采用焊接封门脑筋形式20.31, 一
系基 标基础相关樊豆; 准础注∶1.本图中拉筋弯钧构造做法采用何种形式由设计指定。当未写明时，采用封

构 相融 闭箍筋。 谯湍出鑫 2.基础梁越面纵筋外围应采用封闭筹筋，当为多肢复合籍筋时。其截面内箍 详构
可采用开口箍或封闭箍。封闭箍的弯钩可在四角的任何部位，开口箍的弯 图造

i0+d<a<0.21及150mm的较小值） 钩宜设在基础底板内。附录 3.当多于六肢箍时，偶数肢增加小开口箍或小套箍，奇数肢加一单肢箍。非接触纵向钢筋搭接构造 案联（非接粒搭控可用于条形基础底板、梁板式筏形基础甲板中纵向钢筋的连接） 封闭箍筋及拉筋弯钩构造 基础梁箍筋复合方式 图集号 22G101-3非接触纵向钢筋搭接构造
核 郁银泉k4*5乙校对高志强文浇授计 曹俊 2-7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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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转些颁业1(1a)l标 基础底板底部钢筋基础顶面 缅l1(1a)准 糖2(2a)毒 间距<50m，且不少于两人
道畸 窝对造详图二 醚 造水平分布钢筋与拉结筋 婚粪疑 藏-基础顶面 菌基础顶面领够基础顶面 晦基础顶面 赢心迎迎 标难构造详图标准疲环话梯”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 安 独立茎福部式独 锚固区楼向钢筋 P0Z大19等

0e竿 始靶承’看一的蒸 基始底面 基础底西基础底面基础底面毒 2
径一>I1(10) 自墙竖向钢筋 务形基外皮算起<sl（2a）端 构造C症 1(1a)l基 （c）搭接连接 部（a）保护层厚度>5d （b）保护层厚度<5d 量础挚 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俺俺 二标准构标准构造详图三 "隔二下一"伸至基础板底部，支 筏耗碧百师至基础板庭部，支糊 承在底板钢筋网片上，也可支承 承在度板钢筋网片上翩 塑在核形基础的中间层钢筋网片上燕 四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何距≤50m，且不少于两管 道水平分布钢筋与拉结筋

同距≤500m，且不少于两道二标准构造详图 错固区模向钢筋锚固区横向钢筋 机基配水平分布钢筋与拉结筋工，桩基础 三 起相=
6d且>150mm6d且>150m 都标准构造详图 2a-2a 南基础相关构 2-21a-1a1-1 部准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错基础高度满足直铝基硅高度不满足直锚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褐水妥型4.当选用"墙身竖向分布锅筋在基础中构造"中图（c）搭接连接时， 造详设计人员应在图纸中注明。注∶1.图中为基础底面至基础顶面的高度，墙下有基础梁时，h为梁底面至顶面 螈5.图中d为墙身竖向分布钢筋直径，的高度。造 6.1-1剖面，当施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钢筋定位时，墙身竖向分布钢筋伸2.锚固区模向钢筋应满足直径>d/4（d为纵筋最大直径），间距<10d（d为纵

入基础长度满足直锚即可。筋最小直径）且<100mm的要求。 附录3.当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保护层厚度不一致（如分布筋部分位于梁中，附录 22G101-3图集号部分位于板内），保护层厚度<5d的部分应设置锚固区横向钢筋。若已设 墙身竖向分布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置垂直于剪力墙竖向钢筋的其他钢筋（如筏板封边钢筋等），并满足锚固

页. 2-8区横向钢筋直径与问距的要求，可不另设锚固区横向钢筋. 核都银泉么;m5□校对商志强主连版计李增侧龙取o



势
角部纵筋伸至基础板底部，支承般构造 诵伸至基础板底部，支e. 般构在底板钢筋网片上，也可支承 罐承在威板钢筋同片上在视形基础的中间层钢筋网片 [UI 造选造缝国区楼向箍筋问距<50m，且不少

致⋯ 图干两道矩形封闭箍常 郊.调K 基础项面 （1）暗柱令;碗 标赢丶纲Gc （2）转角墙免佳独 准独辆令 雾金立基础6 基础顶面 鸭善 构3势 得 造790 佼翎王年一 菱公 绝础律真干图三宗 读vl 菌基础底面
基础底面 基础底面 标警。 1sdl 准条

构形64且>150mm 自边缘构件纵向林烟州FliK 6d且>150mml 造基（4）翼墙（3）翼墙钢筋外皮算起<5d 7 详础图（b）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边缘构件角部纵筋（a）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标崖筏 注∶1.图中h;为基础底面至基础顶面的高度，墙下有基础梁时，h为梁底面至顶 准筏形基础5 面的高度。 构形茎等已三示佳勾主羊引三际 造2.锚固区横向箍筋应满足直径>d/4（d为纵筋最大直径），间距<10d（d为 新

详础纵筋最小直径）且<100mm的要求。锚固区模向箍筋 3.当边缘构件纵筋在基础中保护层厚度不一致（如纵筋部分位于梁中，部 标准构造详图间距<500mm，且不少桩基础 分位于板内），保护层厚度<5d的部分应设置锚固区横向箍筋。于两道矩形封闭鑫筋 桩基础4.图中d为边缘构件纵筋直径。
基碰顶面基础顶面 5.当边缘构件（包括端柱）一侧纵筋位于基础外边缘（保护层厚度<5d，且0S

基础高度满足直锚）时，边缘构件内所有纵筋均按本图（b）构造;对于
端柱锚固区横向钢筋要求应按本图集第2-10页;其他情况端柱纵筋在基础基础相关构造 询 小基础底西 中构造按本图集第2-10页。 标基基础底面叠。 6.伸至钢筋网上的边缘构件角部纵筋（不包含端柱）之间同距不应大于 准础矛 构相500m，不满足时应将边缘构件其他纵筋伸至钢筋网上。毒 自边缘构件纵向 造关7."边缘构件角部纵筋"图中角部纵筋（不包含端柱）是指边缘构件阴影钢筋外皮算起<5d*4

详构吗 区角部纵筋，图示为红色点状钢筋，图示红色的箍筋为在基础高度范围内 图造（c）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d）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 采用的箍筋形式。附关 边缘构件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附读
边缘构件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角部纵筋的含义详见本页"边缘构件角部纵筋"图，墙体分布钢筋未示意） 22601-3图集号

审核郁银泵么w乙收对高志强主逸版出李增银|龙取 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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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标准 般构道小构造详图 伸至基础板底部，支伸至基础板底部，支间距<500am且 丁H回裳鸥染水承在底板钢筋网片 承在良板钢筋网片 中不少于两道矩形封 输 基础顶面 系闭箍筋（（非复合蠕 基础顶面基础顶面 如， 梦匈 楚立着箍） 初、 离
雾独准 择到苹? 小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P0Z<多” 790之3词 锚同区楼向输筋 掌菜造蒸 基础底面（非复合箍）当选础 列，再 =俺王标准心 名

15sdl基础底面基础底面 务开基色卖叶构造详图二 一些
自柱纵向钢筋冯基础 6d且>150m6d且≥>150mm
外皮算起<5d

（b）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a）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满足直锚 注∶1.图中h;为基硅底面至基础顶面的高度，柱下为基础梁时，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部名用辈祥h，为梁底面至顶面的高度。当柱两侧基础梁标高不同时取筏形基础 暂较低标高。 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干间距<500mm，且不少于两道 2.锚固区横向箍筋应满足直径>d/4（d为纵筋最大直径），间
矩形封闭箍筋（非复合箍） 锚固区横向箍筋（非复合箍） 距<5d（d为纵筋最小直径）且<100mm的要求。

3.当柱纵筋在基础中保护层厚度不一致（如纵筋部分位于梁基础顶面 中，部分位于板内），保护层厚度<5d的部分应设置基础顶面 花差础桩基础 错固 区横向钢筋。
4.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仅将柱四角纵筋伸至底板钢筋
网片上或者筏形基础中间层钢筋网片上（伸至钢筋网片上多基础底面 基础底面务
的柱纵筋间距不应大于1000mm），其余纵筋锚固在基础顶

荪“面下】即可。 麦标基 自柱纵向钢筋 尝诵、心准构叶 1）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基础高度或基础顶面础相关构造 构外皮算起<5d 来;至中间层钢筋网片顶面距离不小于1200mm; 门造造详图 （d）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c）保护层厚度>5d;基础高度不满足直锚 2）柱为大偏心受压，基础高度或基础顶面至中间层钢 哪辑
筋网片顶面距离不小于1400mm。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5.图中d为柱纵筋直径。

附读附录 22101-3图集号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2-10页审机郁银泉化wi胶对高志倒上立∶连股出李增银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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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标登。 准一般构造军 构般之 坚 造构so <75爹。 均向配筋 译造均配筋F?产到 <s/ <s/2 图.SK;
标独立基础 y向配筋 色w. y向配筋 独凝醇 构立

司 囊E准 燕2sk, 础端ml 图急期 6l0o 标100l l1oo崖条 准条
向形 构形
基 造基领础

础读，四 菌系 标癌瞬心 准孩肉形 构形巴圭羊辽京佳句圭羊斗二 “基础 造基诠础“ ， 菌三标准构造详图干轴基础 抽基础细

器 ， 标基房
伤 （a）阶形 6（b）锥形 准 础千多 构 相

造关辅垫独立基础DJj、DJz、BJj、BJz底板配筋构造
图造

附读 注;1.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构造适用于普通独立基础和杯口独立基础， 附录独立基础DJj、DJz、BJj、BJz2.独立基础底板双向交又钢筋长向设置在下，短向设置在上。 图集号 22c101-3底板配筋构造
中回冰 设计曹梦娇 型管硫审核 黄志刚度司对曲卫波 2-11页 ’



际准构造详图运标准 一唐因，正般构心体构造 、s 伸至柱纵筋内侧伸至柱纵筋内侧造译 e
图 ksv2 <15<s"2 医樊∶泰 <s/2
淮? 独社应基础 “为1 挽

也 烟心造详图二 要壮
司 >标准 餐
号条形世 准构100啉构造 100 ex er 小喜福 喉输形基础 江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翩轴干图工

三标 <:?"?2 科床州ie筏
伸至柱纵筋内侧

锈”
形 <8" 基础顶都柱间分布钢筋憾造详 端 注∶1.双柱普通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阶形载c础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面DJj或锥形截面DJz。

2.双柱普通独立基础底部双向交又钢筋，根据基础
两个方向从柱外缘至基础外缘的伸出长度ex和ey桩基础 m延的大小，较大者方向的钢筋设置在下，较小者方向

的钢筋设置在上。4
标嘴 一Ri标 准8k:准础” 得相关构造鸡 公 造详 些。造详图 了心基础顶部柱间纵向受力钢筋 郎叫

附源仍倒附录 双柱普通独立基础DJ、DJz 22101-3图集号双柱普通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 2-12页审核黄志刚 加冰 设计曹梦娇 重弯病高中板对曲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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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噪 标一般构造 准、函 构 般。
造构* P 详造】基础梁顶部纵筋

基础梁箍筋及侧面纵筋 图侈
赞 下中 基础底板整 基础底板分布钢筋 参心. 准独凳社立基础 受力钢筋 <通 <7 构∶置 欲

造ls/2 概
仍 磁础相 画

蹈 标调‘条 )
准条基础梁底部纵筋向形 构形0/ 管

造基 造基暑础 详础基础底板x向（长向）分布钢筋卡翌 1-1 晒
(a<200勒 标帮调 端哪为形蒸章 道基哪 单跨基础梁L（1B）础 详础于图际主钩违羊斗 0se 图标准构造详图三注∶1.双柱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阶形截面DJj或锥形桩基础 截面DJz。 桩基础2.双柱独立基础底部短向受力钢筋设置在基础梁纵筋之下，4

与基础梁箍筋的下水平段位于同一层面。
3.双柱独立基础所设置的基础梁宽度，宜比柱截面宽度宽
不小于100mm（每边不小于50mm）。当具体设计的基础梁宽总要×年期 向（短间）分布钢筋 标基度小于柱截面宽度时，施工时应按第2-28页构造规定增设5州∶ 准础梁包柱侧腋。王构茎羊 构相

造关
详构图造S

附录 附读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 26101-3图集号
独立基础DJj、DJz配筋构造 2-13审核黄志刚 页重多利校对曲卫波|中并 段计曹梦娇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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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准构造详图干标准构造详图干 一每，：般构造
<15<15
<s/<s/2 二标准构造详二幂准构造详图二 2也 x向配筋 y向配筋y向配筋x向配筋独社立基础 电 槽

号 s
>12502125021250 <1250 100100l 100 标邹标 整?准碗亲码 x≥250x>2500 构予开主垄汇形基础体构造叫 叫造详i/延详图工 菌够

标准婶癌 都
科 05Zi<0SUI< 构形构 “笋才基盈家鸡心基础普 近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一093<d00S7<a邮
安二标准构造详图 采州随桩基础 05UI<0SZi< 46046 0

都幽契要） 4i准础相关构 0.9×0.9x 成哲一 装作妥;0.9x 轴（b）非对称独立基础心造详 性（a） 对称独立基础
图蓬图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八俺
附乘附读 注∶1.当独立基础底板长度大于成等于2500m时，除外侧钢筋外，底板配筋长度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可取相应方向底板长度的0.9倍，交错放置，四边最外侧钢筋不缩短。 2601-3图集号
减短10??造2.当非对称独立基础底板长度大于或等于2500mm，但该基础某侧从柱中心至 2-14页审核黄志刚Zw校对曲卫波h 设计曹梦娇 毫警研基础底板边缘的距离小于1250mm时，钢筋在该侧不应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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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柱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凿 准生般构 构般毛，柱子与杯口之间的空羡勾 为当中间杯壁宽度4<400用比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高部 造框 时的构造配筋册 造翩、e 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先填底部， _飞一呼。 图将柱校正后灌注振实四周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 h [5025) 前rk 标Z 气、

美独 在变准链 构锚卫基础造隆
弯画号 鱼w8@300

标分布钢施对到 点|条形基础地业 喝分
条准A孩料响在|2州进四K州 造基详础i00t 俺

x（或y） _x（或y）100 标100100筏形基础 色
准筏
枸形杯口独立基础构造 双杯口独立基础构造也寻： 造基已子疗二 践础世国|!豪 业标准构造详图急二乎适 桩基础 桩基础一包主羊了

注∶1.杯口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阶形截面BJj或锥形截面BJz。当为
锥形截面且坡度较大时，应在坡面上安装顶部模板、以确保混凝土

能够浇筑成型、振捣密实。基础相关构造一员 标基2.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11页、第2-14页。 准础3.当双杯口的中间杯壁宽度ts<400mm时，中间杯壁中配置的构造钢筋按
构 相本图所示施工。
造关二苄于

忽
详构安 图造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附琛 附读杯口和双杯口独立基础 图集号 22G101-3BJj、BJz配筋构造 2-15核黄志刚么利校对曲卫波 预界 股计吉梦娇 案弯桥 厂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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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准的坚类≤ 3 体构造准构造叫 般构 柱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凿 舟
毛，柱子与杯口之同的空煤柱性 基用比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高畅 读

士图邮 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先填底部， 标准5 将柱校正后灌注振实四周标 郸幕斗霸口蜂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 准独 50 体构造详盟25l短咨边基鑫 量独国 缆 ， 标三标准构造 。 2 碗条 垄牙狗些 开杯口壁内维筋迎 嘉杯口壁内箍筋签 您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 连详图干面 合础菌 1-1 2-2 三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心短柱其他部位箍筋畅心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 端 e,了 中开形 ？基础 宇晶、

拉筋在短柱其他部位设置，其规格、沙
间距同短柱其他部位董筋，两向相s 对于短柱纵筋隔一拉一00, 第游单面增中.桩基础 种面e

注∶1.高杯口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状可为
阶形截面BJj或锥形截面BJz。当为锥

6d且不小于150m 形截面且坡度较大时，应在锥面上安
下

装顶部模板。以确保混凝土能够浇筑 "中标基 成型、振捣密实。础 插至基底纵筋间距不大于100憾都 -。鱼筋构 2.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x（或y）支在底板钢筋网上 _100湍图 岁100 x向中部竖向纵筋 第2-11页、第2-14页、 哪勘
3-3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谢景附录 226101-3图集号高杯口独立基础BJj、BJz配筋构造|
2-16审核黄志刚教向校对曲卫波淋 段计曹梦矫 2? 影’



钟
标C_Xa准 Xa部般构造 准、 构般柱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管“量。

造构毛，柱子与杯口之间的空隙“类 柱 翩瞄酝 用比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高 图
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先填底部，际 5 需部骤早磊口业巡应基部滥 将柱校正后灌注振实四周 标杯口顶部焊接钢筋网验 准独王5023 ts酶 构立

基造详率 详础
前，

标 万 D。s条 标诵 2了 2 诵圭条构j 形 则 中间杯壁内设置的拉筋、其规格、 形构j造基 杯口壁内箍筋 杯口顶部焊接钢筋同详 础 基造竖向间距同杯口壁内箍筋多 部菌 详1-1@s@300 12@200（中间≤ 图标 （分布钢筋） 标壁构造钢筋广
标准筏 郸骤斗面口了 准 筏沟形 5他造基 构于薛心部” 短柱其他部位箍筋础 心鞭础选于图际佳询违苄图一 0S。 鱼插长

拉调 业标准构造详图干的甄桩基础 置间 桩基础设询
内坚
酱H 郁格
定宰子三际佳、 基础相关构 每*

标基杯口壁内箍筋2-2插至基底纵筋间同范不大于100 准 础警、碗
构 相支在底板钢筋网上100 x（或少）] 100 造关条
详构晒瞄 注∶1.当双杯口的中间杯壁宽度1s<400m时，中间杯壁按本图设置构造配筋。 图造双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 2.3-3剖面见本图集第2-18页。

3.基本要求见本图集第2-16页注附录 置联双高杯口独立基础 田集号 22G101-3BJj、BJz配筋构造
同设计曹梦娇|梦听 2-17页激多利依对曲卫波审核黄志刚 分



际准构造详际准
解x向中部竖向纵筋都般 唯才业都都 为

造详 菌详图 彝握标 型部孵每面峰中4 稀、
准独 拉筋在短柱范围内设置，其地 药边基础 盛N规格、间同短柱箍筋，两向莲 握零。 相对于短柱纵筋隔一拉一 s3. 窝 标当”标准构造详 彝形基础蓬条形 角筋 密-1挪 豪隆中图油x向中部整向纵筋可审钱

都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短柱范围箍筋 毕∶都 平泥基础始形 够蒸 四详图标准构造详图部》鲜面编中， 牙邮
豪”

挚 6,
花芽础桩基础

拉筋在短柱其他都位设置，其峰6d且不小于150mm 规格、间距同短柱其他部位箍筋， 标家基 3-3 铋跳两向相对于短柱纵筋器一拉一誓 营心准构造详 哲插至基底纵筋问距不大于1000
俺，叫相关构造 道市快支在底板钢筋网上 注∶1.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式可为阶形截面DJj或锥形截面DJz。当为锥形截面 融且坡度较大时，应在坡面上安装顶部模板，以确保混凝土能够浇筑成型、振捣密实。x（或n） 菌_100 ”谨2.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底部钥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11页、第2-14页。图

②
3.3-3剖面为本图集第2-17页双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的剖面。 附录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配筋构造附录 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 226101-3图集号

DJj、DJz配筋构造 2-18页障核黄志用 型利胶对划国辉碎设计张 然|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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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标准一 率 准构心构造多 构般挪王羊图 磅

x向中部坚向级筋 译造
赞验应基础 标婴 空准龄
警 冷立第海厚蛋公 骚置 造海 础奖诱虑中在标 闻淮条 标

准条构并 辨
俺

四勘构;造选 心辨造;础 叫挚图 译7t 鱼楚/ 拉筋在短柱范围内设置，其标 国1-1 规格、问距同短柱差筋，两诵谋 标短柱范围箍筋蓉季 向相对于短柱纵筋隔一拉一 准 筏
构形基镑津 造!础 素于图际主的造洋图二 础详图注;1.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的截面形式可为阶形截而D】j或锥形截 标面DJz。当为锥形截面且坡度较大时，应在坡面上安装顶部桩基础 邻准构造详图模板，以确保混凝土能够浇筑成型、振捣密实。 桩基础。仍 2.带短柱独立基础底板底部钢筋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11页、

第2-14页。
6d且不 小一

标基端端 标基莲 宣 准 础沟 \插至基底纵筋间距不大于1000造 构相支在底板钢筋网上_x（或y）100 100 造关秘
详构
图造

双柱带短柱独立基础配筋构造附英 附录双柱带短柱独立基础 图集号 226101-3DJj、DJz配筋构造
核黄志刚考利校对刘回库神 版计张 然语整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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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标准构造详图 一般丰达3一般构造 SS 45/2 基础梁
<75 63

照明照
<s/2 CSIZ M 基础梁1 图分布钢筋 基础梁<75 475-材1 MASS 标准10

新疆上标准构造详图 独立美研分布钢筋分布钢筋中/9A1 构造详独立基础 营销售11经营部门4 150NAI精品胶带 150国际原味SHIN
正版AL

菌菌女/q 营销售<s/2 + 118mm
11

?17
BING BING SING /SS基础梁 中国电动器 茶

USS标 大街里精品中国电路局通用品牌 一淮树造详图 构造详图条彩基础 女/q - 基础梁基础梁***** 4

150分布钢筋 21
1201星星星期照 标准构造详图 苍形著面标准构造详图 分布钢筋 ,筷形基础 （c）转角梁板端部无纵向延伸（b）丁字交接基础底板（a）十字交接基础底板，也可用于转角梁板端部均有纵向延伸

基础联系梁工厂
100

bli 标准构造详图基础梁基础底板受力钢筋基础梁基础底板受力钢筋b72标准构造详图 分布钢筋b/2 礼星研梁宽范围不设梁宽范围不设 基础底板分布钢筋基础底板分布钢筋桩基础 基础板分布筋基础板分布筋过十十t地tt同  事
CTS <75<75J

<s/2中国移动物理有限公司 W<s/2<s/2 SHKK/2 5
5中小 电话∶07756877基础梁 1007热闹吸收纳米线盒子 0011 力100 100 世界专营店力100 100

IINGIA （坡形截面TJBp）二楼潮装鞋垫 （阶形截面TJBj）
基础联系梁 1-150 图追直径间距同基础底板受力钢筋 VM

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构造（一）
（d）条形基础无交接底板端部构造

附录条形基础底板附录 22G101-3图集号注∶1.条形基础底板的分布钢筋在梁宽范围内不设置.
2.在两向受力钢筋交接处的网状部位，分布钢筋与同向受力钢筋 TJBj、TJBp配筋构造（一）

的搭接长度为150mm. 2-20页  复印  校对  刘国辉   城市    移园审核黄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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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拳。 能 sl f<s/2 准一般构造碗 构般飞置羊刮 造构基础底板受力钢筋 基础底板受力钢筋分布钢筋 译造
菌基础底板分布钢筋 基础底板分布钢筋飞穿
标独立准? 准615 <75 独叠一 智构<s/2 <s/2基础 邮 基础俺 造;璃 翩、b国 A 图10d， 量ig/ S墙 标

参
晒驰 准条（剪力墙下条形基础截面） （砌体墙下条形基础截面） 构形与
弊老 墙 造基藕斟 础详?多 图（a）转角处墙基础底板 分布钢筋护 标筏形基础准? 准筏破

构形造羊图际茎屯造羊 分布钢筋 造基
详础菌标准构造详图一桩基础 桩基础墙

+四 薄
标基 标基础 分布钢筋雀 准础匈相 构相适关 造关分布钢筋洋构 （b） T字交接基础底板 详构由道 图造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构造（二） （c）十字交接基础底板附耳 附录条形基础底板注∶在两向受力钢筋交接处的网状部位，分布钢筋与同向受力钢筋 226101-3图集号的构造搭接长度为150mm。 IJBj、TJBp配筋构造（二）

审核黄志刚 2-21善莴设计张 然麦会利校对刘国辉|一

77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标准 一静才贷基础底板分布筋毒牺 基础底板分布筋
嘧 l50（由具体设计确定心造详图二 基础底板分布筋基础底板分布筋修

1000 放坡由设计人员
可标准 根据土质情况确定1000独 密汽三” 、丧

多 垫层 鸭握基础底板受力筋才伐 、垫层 侵150基幸。 译长
础 图菌 009> 100[150标 直径间距同基础底板受力钢筋准 基础底板受力钢筋 基础底板受力筋条 （由分布钢筋转换为受力钢筋） 列构形 10

基础底板受力筋端落翻 译 墙下条形基础底板板底不平构造（一）菌 柱下条形基础底板板底不平构造 图

标标 （板底高差坡度α取45°或按设计） 准得四准筏 赣基础底板分布筋 “袭平形 心造详图际准构造详图构; 辈心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 基础底板分布筋 零率础
放坡由设计人员 -根据土质情况确定 表差蛋桩基础 0Sti<1 基础底板受力筋0057<4 垫层96 0 96005I< 基础底板受力能 标标 够案 准有辞 >100建 构构1 相关构造 浮基础底板受力筋

楼
造造详图 藓蒿叫 需遵墙下条形基础底板板底不平构造（二） 图条形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

（板底高差坡度α 取45°或按设计）（底板交接区的受力钢筋和无交接底板时端部第一根钢筋不应减短） 蓝联附录 条形基础板底不平构造 260-3图集号
条形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 2-2页审核黄志刚麦利校对刘国辉|半碎设计张 然|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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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 标准般构造 顶部贯通纵筋在其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宣大于50??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连接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准·到 构般违羊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造构顶部黄通纵筋连接区 部顶部黄通纵筋连接区
详tol 呼LA4 a/4 /4 k/4 k/4际佳句主羊图 u4
标独立基础 准独

构立。三 多。
造基
详础菌
标檫

准条画 构形要il 基造4/3Aa/s <k/3 /s LA/3<k/3l/3 L/3 详础良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飞部贯通纵筋蓬接区 图L听 听l l4-t“， 警 标
准筏底部非贯通纵筋沟营 底部非赏通纵筋 底部季黄通纵筋 构 形
造基号羊图际佳匈造羊利 底部贯通纵筋在其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连接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懈翩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一决宗 8基础梁JL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桩基础 晶’ 桩基础

注∶1.跨度值l为左跨l和右跨lau之较大值，其中=1，2，3⋯⋯。
2.节点区内箍筋按梁端箍筋设置。梁相互交叉宽度内的箍筋按截面高度较大的基础

梁设置。同跨籍筋有两种时，各自设置范围按具体设计注写。基础穿。 3.当两毗邻跨的底部贯通纵筋配置不同时，应将配置较大一跨的底部贯通纵筋越过 标基旷飞一 s| b多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起点，伸至配置较小的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进行连接。 准础附加（反扣） 吊筋构造
否叫相关构今

4.钢筋连接要求见本图集第2-4页。 构相早4l （吊筋高度应根据基础梁高度推 失该区域内梁箍筋照设 造5.梁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见本图集第2-25页。憾
算，吊筋顶部平直段与基础梁 详构（附加箍筋最大布置范围，但非必须布满）6.当底部纵筋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非贯通纵筋向跨内的伸出长度值应由设计者晒偏 顶部纵筋净距应满足规范要求， 图造注明。 附加箍筋构造 当净距不足时应置于下一排）7.基硅梁相交处位于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梁纵筋在下，何梁纵筋在上，应按具案联 体设计说明。 附录

基础梁JL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8.纵向受力钢筋绑扎搭接区内箍筋设置要求见第2-4页。 226101-3田集号附加箍筋构造 附加（反扣）吊筋构造9.本页构造间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核黄志刚考4利胶对刘回辉|场燕股计刘雨冬 从 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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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准构吐标准 色 际 一鲁帮谨柱般构造小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幂准构造详图 叫造学跨中第二种箍筋范围跨中第二种箍筋范围 四详图三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 梁端第一种箍筋范田奖端第一种箍筋范围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 （按接硬计标注接暖时标注 按设计标注厂（接设计标注 按设计标注）（接设计标注） 标剑 君古：z 准50
2独立基础 今

构拳。d融有k
菌
称猪条形基础 构垫层 节点区按梁端第一种维筋增加设置节点区按梁端第一种箍筋增加设置区按梁端第一种箍筋增加设置节点区∶ （不计入总道数软大意最 姿（不计入总道数 蛋听 4,血 图言雪公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车

标 才开言基础梁J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癌准构 畅 (59心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 心基础 T5050 50) 。G qG e
未加肢部位 Te和0向桩基础 （菜跨或外伸部位等

图

u 需
标;婚福 准3翩 构体构造详 方瞄 垫层 轴重相关构 钟*、基础梁J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耶叫图造 注∶1.当具体设计未注明时，基础梁的外伸部位以及基础梁端部节点内按第一种箍筋

设置。 附读2.基础梁竖向加腋部位的钢筋见设计标注。加腋范围的箍筋与基础梁的箍筋配置附录 基础梁J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 226101-3相同，仅釜筋高度为变值。 图集号3.基础梁的梁柱结合部位所加侧腋（见本图集第2-28页）顶面与基础梁非竖向加腋 基础梁J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段顶面一平，不随梁竖向加腋的升高而变化。 2-24平种设计刘雨冬执感核黄志刚 页重司校对刘国辉4.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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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准PI一般构造 构般支座边缘线边柱或角柱 边柱或角柱 边柱或角柱 造构> 24车 译造梁包柱侧激 菌艺r今侵

伸至尽墙钢筋内侧弯折15d 标。季独立基础 当直段长度>时可不弯折主 诵
构、 构立辨一址 造

详础菌幅垫层侥 它 ’点一 a/3品飞 L/3且≥''属 矫低净 “> 准条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型 诗 构形水平段>0.6。2吨： 造缓e. 础详鱼6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端部无外伸构造 标勒筏形基础已客 准筏二C 构形峻 场？些” 蒸1 框架柱框架柱芹到 气 手础2 译，菌多 标准构造详图干抽基础 桩基础二句主羊到 注∶端部等（变）截面外伸构造中，当从柱内边
算起的梁端部外伸长度不满足直锚要求时，
基础梁下部钢筋应伸至端部后弯折、且从柱
内边算起水平段长度大于或等于0.61x，弯折

$ 段长度15d.2乙备 他电要水冬图 听< 欢 标基.6'训同A 准础>> 构相判毫 造关己羊 详构团 造
条形基础梁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条形基础梁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附录 附录

梁板式筏形基础梁JL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226101-3图集号
条形基础梁JL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2-25羊易审核黄志刚多心板对刘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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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标
准牺调

部融 侧面构造钢筋侧面构造钢筋基础梁侧肢 量造读 侧面构造纵筋俺
详见具体设计标

15d 15d, e独融构翩生基痉 初详础详 e菌图
堤标 灌构准条

构形 、基础梁 严造详图侧胶皱缺
越 图一 图二译，

基础梁侧面构造纵筋和拉筋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标 a<200疫 平库准构能叭辨轴 侧面构造钢筋 侧面构造钢筋基础梁弧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干 甜 a一15a 15d多桩基础 注∶1.基础梁侧面纵向构造钢筋搭接长度为15d。十字相交的基础梁， 末宁艺二在v入当相交位置有柱时，侧面构造纵筋锚入梁包柱侧酸内15d（见
基础梁图一）;当无柱时，侧面构造纵筋锚入交叉梁内15d（见图四）.

丁字相交的基础梁，当相交位置无柱时，横梁外侧的构造纵筋 斗标准叶应贯通，横梁内侧的构造纵筋锚入交叉梁内15d（见图五）。标基准 2.梁侧钢筋的拉筋直径除注明者外均为8mm，问距为箍筋间距的础 了一性构造基础梁侧腋能 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铝开设置。构 长、侧面构造钢筋 本湘熟 图四3.基础梁侧面受扭纵筋的搭接长度为l，其错固长度为la。锚固 图三 图五誓 融懂套 部方式同梁上部纵筋。
4.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附读附录 226101-3图集号基础梁JL侧面构造纵筋和拉筋
了 2-26审极黄志刚利酸对刘国辉平碎段讯刘惠冬执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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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般构造 顶部第二排筋伸至尽端钢筋 诵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构般
内侧弯折15d;当直段长度_L/4 6/4 造构唐 大于或等于时可不弯折顶部第二排筋伸至尽端钢筋 造详+al 菌内侧弯折15d;当直段长度侧腋 大于或等于l时可不弯折50 标50/o

[60龄罐 准独构立造基
详础
图
标整层亲形基础 垫层 垫层w 准条50（由具体设计确定）>50（由具体设计确定）勾 部 构形石/3 A/3/3 u/3体略 造基>50（由具体设计确定）睡 详 础它”
图_二示蓬一 直筋伸至尽端钢筋内侧且大于或等于l 标梁底有高差钢筋构造筏形基础 梁底、梁顶均有高差钢筋构造 准裤④F 构形梁底、梁顶均有高差钢筋构造 造基召一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详础（仅用于条形基础）顶部第二排筋伸至尽端钢筋 中图幂准构造详图干过 L/4内侧弯折15d;当直段长度示眭勾违羊图一 件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15d;当直大于或等于l时可不弯折桩基础 号 65050 桩基础段长度大于或等于A时可不弯折润竹 50

涵 支座边缘线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基叫资。 标 基坚嘧 准础樊， 础相关构O 垫层垫层 构相注∶1.当基础梁变标高及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造应由设毫。 造关院 L6/3Aa/3 A/3 计者另行设计;如果要求施工方面参照本图的构造方式，应态套工 欲

详构V
A造 图造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梁顶有高差钢筋构造 2.梁底高差坡度a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可取30°、45°或60°角。柱两边梁宽不同钢筋构造附读 3.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附录基础梁儿梁底不平 226101-3图集号和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
2-27审核黄志用考利胶对刘国辉战减股计刘雨冬「补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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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二标准构造叫
般

直径大于或等于12mm且不小于叭构造 直径大于或等于12m且不小于柱箍筋 直径大于或等于12mm且不小于柱箍筋 柱箍筋直径，间距与柱箍筋间详图干 直径，间距与柱箍筋问距相同直径，间距与柱釜筋问距相同 /正相同8200 斗标准s@200嘲 薄润准独 构o@00翩揭 飞造造 工垄蒸 冷醇性 读础 食号 图世图l 谬河 核兴 桥际准构造详图 直径大于或等于12m且不小于柱羞筋 典”弊 @s@200 直径>》12且不小于柱编筋直径，间 性构造直径，间距与柱箍筋间距相同形基础 距与柱鑫筋间距相同
谱无外伸基础梁与角柱结合部侧腋构造丁字交叉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十字交叉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图

（各边侧腋宽出尺寸与配筋均相同）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各边侧腋宽出尺寸与配筋均相同）标 e筏诵 汇开牺形 注∶1.除基础梁比柱宽且完全形成梁包柱的情况外，
婚基 所有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位均按本图加侧腋。掷础 2.当基础梁与柱等宽，或柱与梁的某一侧面相直径大于或等于12mn且不小于柱箍筋 直径大于或等于12m且不小于 平时，存在因梁纵筋与柱纵筋同在一个平面内
俺

直径、间距与柱箍筋问距相同标准构造详图 柱箍筋直径，间距与柱箍筋间段 导致直通交叉遇阻情况，此时应适当调整基础距相同桩基础 去听调咯图岸 梁宽度使柱纵筋直通锚固。
3.当柱与基础梁结合部位的粱顶面高度不同时，
梁包柱侧腋顶面应与较高基础梁的梁顶面一
平（即在同一平面上），侧胶顶面至较低粱顶 标食 面高差内的侧腋，可参照角柱或丁字交叉基础婚益 峰、大于或等于基础梁角部纵筋最大直径 准”轴兴翩 梁包柱侧腋构造进行施工。修图笔 （柱外侧纵筋在梁角筋内侧）体构造详图 构朴叫相关构造 4.当侧腋水平钢筋作为柱纵筋锚固区横向钢筋 造关
时，应满足直径>d/4（d为纵筋最大直径）， 误高
问距<5d（d为纵筋最小直径）且<100mm的 菌选基础梁偏心穿柱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基础梁中心穿柱侧腋构造 要求。

5.本页构造同时适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 附录附录 22G101-3图集号基础梁JL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
2-28南核黄志刚及利胶对刘国军平种酸研刘雨各如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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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当铜佛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顶部贯通纵筋在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对焊连接。三月造羊图 般构造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h/450   ln/41-1In/43

基础主梁 50 .50>12d且至少到梁中线示准均造羊绒 独立基础
>0.3516 垫层示 伸至支座对边弯折（>0.610） <Im/310:/3 <1-/31/3In/3 1/31:/3佳肉 条形 伸入支座直段长度满 1底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底部贯通纵筋连接区基础 足l时，可直锚 bo× los5 1m2100

底部非贯通纵筋 底部非贯通纵筋 底部非贯通纵筋
WE 标【医部赏通纵筋，在其连接区内搭接、机械连接或对焊连接，同一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应大于50??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筏彩基础A食 基础次梁JCL（JCLg）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清羊

50米50M 50  50 图
A注；1.跨度值人为左跨l和右跨l之较大值、其中问1，2.3⋯⋯ 基础主梁 标准构造详图基础主梁2.同跨箍筋有两种时，各自设置范围按具体设计注写值。生肉造羊 桂基础 桃基础3.节点区内箍筋按梁端箍筋设置。梁相互交叉宽度内的箍筋 PU按截面高度较大的基础梁设置.

4.当底部纵筋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非贯通纵筋向跨内的 Yy5 PZ W
17 F伸出长度值应  注明。由说 商贸易有限公司基础相关构 金属5.当具体设计来注明时，基础梁外伸部位按梁端第一种箍筋个

In/3且>In气 h/3且>h 黄冈市黄埔区垫层设置. 垫层中国共产党 >1>K6.端部等 面外伸构造中，当从基础主梁内边算起的爱

外伸长度不满足直绳要求时，基础次梁下部钢筋应伸至端
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梁内边算起水平段长度应大于或等于部后弯 15

0.61
7.基础次梁侧面构造纵筋和拉筋要求见本图集第2-26页。附录 附录8.图中括号内数值用于代号为JCLg的基础次梁。 基础次梁JCL纵向钢筋与箍筋构造 22G101-3图集号基础次梁JCL端部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审核尤天直 龙头直 校对毕 磊 华晨 设计 刘 魏 11. 2-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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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一般构造
考道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嘉立素质独立基础 50 5020

00LO3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奇形条形基础
未加腋部位（某跨或外伸部位等） 基础次梁JC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标准构造详图标 PH

PR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 梁端第一种箍筋范围 跨中第二种
F（按设计标注）（按设计标注）（按设计标注） 箍筋范围（按设计标注）金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50505050 一基础主梁 基础主梁桩基础 九春蛋

注1.h为基础次梁的本跨净跨值。
2.当具体设计未注明时，基础次梁的外伸部位，

按第一种箍筋设置。
3.基础次梁竖向加腋部位的钢筋见设计标注. ?

垫层 加腋范围的箍筋与基础次梁的箍筋配置相同， 2017
仅箍筋高度为变值。Inin2ImptlIni

基础次梁JC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

附录 附录基础次梁JCL竖向加腋钢筋构造 22G101-3图集号基础次梁JCL配置两种箍筋构造
2-30申核 尤天直 龙天上 校对 毕 磊 华At-设计 何喜明 付东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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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 标般构造 准·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
构了般印。造;修

顶部黄通纵筋连接区憾
造详r飞多 A/4 M/4二诉唑 标5050w. 50孙谨一 独立基础 50 5050u
准独基础主梁 基础主梁“多
构立>A且至少到保中做 >4且至少国梁中缆8 造基民 详础晒 图都公

健条 准条多形 构形卷 垫层垫层基 造基羊 垫层础 轴部晒 /36/3k/3 L/3 图际 a/3 称你警融 - 准筏率构辨造、
梁顶有高差钢筋构造 梁底、梁顶均有高差钢筋构造 霉梁底有高差钢筋构造 详

厚
图种佳均造羊图一 标准构造详图干桩基础 桩基础50 50

宽梁
】宽出部位的顶部各排纵筋伸至基础相关构严郭 尽端钢筋内侧弯折，当直段长度 标基注∶1.当基础次梁变标高及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大于或等于4时可不弯折

准础造应由设计者另行设计;当要求施工方参照本图构造勾
构出痛积 方式时，应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磁失造2.基础次梁底高差坡度a可取45°或60°角。宽出部位的底部各排纵筋伸至 详构A/3La/3 图造尽端钢筋内侧弯折，当直段长度

大于或等于l时可不弯折附滨 >0.6。 附录支座两边梁宽不同钢筋构造 226101-3基础次梁JCL梁底不平和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 图集号
即核无天直龙酸对毕 嘉身农。股讯何喜明4碱可 .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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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准构造详图干标准啦 顶部贯通纵筋在连接区内采用搭接、机械连接或焊接。同-连接区段内接头面积百分率不宜大于50当钢筋长度可穿过一连接区到下一连接区并满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 、妥州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毒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性构造详圈标准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限构证 这山/4 L/4Ak/4./4Aa/4刊造
更街向贯通纵结谱证温继诉顶都向黄通纸策 标心准构心 廷式基福顶部向费通纵能顶部向贯通纵筋独 顶部x向贯通纵筋立飞豹。 婚心造详 端 研学函学 底部向贯通纵 轴臂迁学
筋与非贯通纵筋础 菌筋与非黄通纵筋筋与非贯通纵筋详图
命一nnA.n__n 标。。标准构造 准多肚底部x向贯通纵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底部x向贯通纵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窦 底都x向贯通纵 【底都x向贯通纵筋 筋与非贯通纵筋整层翩 底部文向黄通纵筋 构

梁边为1/2板筋问距，梁边为1/2板筋间距，筋与非贯通纵筋筋与非黄通纵筋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造号且不大于75mm基 且不大于75mm宜不大手75m 选海挥 <1/3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山/3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础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耶图 （底即黄通纵筋连接区）（底邮贯通纵筋连接区） 标准构造详标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钢筋构造（柱下区域）准{ 炖整构融。丧 重部货通级能在美楼区内采用格接、机械连接或焊接。目一连接区段内楼接头面相面分率不宜大于5，当钢筋长度可策一益接区到下一连银区并足要求时，宜穿越设置础 国
顶都贯通纵筋连接区顶部贯通级筋连接区 业标准构造详图干皱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心 它a/4 h/4 都喜邵G桩基础 部向贯通级维 顶部向黄通纵筋

顶部x向黄通纵筋顶部x向贯通纵筋

底部y向黄通级筋 育底都y向黄通纵筋 注∶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
再基础叫 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 准。善哲设计说明。 实叫相关构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底部x向贯通纵 造底部x向贯通纵。 勒

底都x向贯通纵筋底部x向荧通纵筋垫层 梁边为1/2板筋间距， 融梁边为1/2板筋间距， 筋与羊贯通纵筋筋与非赁通纵筋 翩沁宜苯关手75m 宜不大于75mm部菌}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车贯通纵筋伸出长度<A/3 底部非黄通级筋伸出长度

（底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附录附录 26101-3图集号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钢筋构造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钢筋构造（跨中区域）
2-32页南楼尤天直龙，校对毕 易卑农A股计何喜明4不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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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d且至一髋构造 梁或墙 ，一梁或墙 准少到支座中线 融>12d且至梁或墙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梁边为 造
少到支座中线 详图1/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15mm>12d且至少到支座中线

标独应基础 准独
电 构立利 仍 基础造详...

垫层>l
得 ”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梁边为陈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梁边为 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垫层

俺
标I/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75mm1/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75mm条形基础 条形中支座边缘线 准;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构全 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基础礴设计按铰接时∶>0.35/。
详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 菌端部变截面外伸构造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时>0.6.
标端部无外伸构造维晓基础 营费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15d 伸至尽端钢筋内侧弯折15d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当直段长度>时可不弯折 当直段长度>l时可不弯折 造垫梁边为1/2板筋间距，下过 盛
/且不大于75mm 鱼标准构造详图一抽基础 抽基础m

垫层 垫层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梁边为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基础相关构造 标基垫层1/2板筋间距，且不大于75mm梁边为1/2板筋间距，弯AL 准础（（c）板底有高差（a）板顶有高差 （b）板顶、板底均有高差且不大于75mmn (二岁 构相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 泳造5iniu
详构Aal 图造4.板外边缘封边构造见本图集第2-3页。注∶1.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又纵筋，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

5.板底高差坡度可为45°或60°角。2.当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的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造应由设计者设计;当要求源 附乘施工方参照本围构造方式时、应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3.端部等（变）截面外作构造中，当从基础主梁（墙）内边算起的外伸长度不满尺直锚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 22601-3图集号
要求时，基础平板下部钢筋应伸至端部后弯折15d、且从梁（墙）内边算起水平段 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LPB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长度应大于或等于0.6 2-33审核尤天直衣 啉孟校对毕 磊 身么。设计何喜明 ，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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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幂准构造详圈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
准般构证构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正交方向跨中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柱下板害宽度 正交方向跨中板带宽度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造造选
图系 柱下板带顶部置通纵的更制货通纵筋柱下板劳顶部贯通纵筋 顶部贯通纵筋柱下板带顶部贸通纵筋 顶部黄通纵筋

善诵心构学挣基 ；添计法糠示案 柱下极带感都剪柱下根截底部极 跨中板带底部霞 柱下板带底部累葵 通黄道纵险 通与非贯通纵筋融。 通与养度通纵能通与丰贯通纵筋 麦与非贯通纵能图 ：，标
底邮贯通拟筋垫层条形楼!

底部贡通纸筋 底部贯通与季贯通纵筋底部黄通与非贯通纵筋底部贯通与非贯通级筋密造鞭
底部丰黄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庭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贯通级筋伸出长度 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藓础菌

渤 注∶1.不同配置的底部贯通纵筋，应在两毗邻跨中配置
平板式筏基柱下板带ZXB纵向钢筋构造准筏 较小一跨的跨中连接区城连接（即配置较大一

构∶ 跨的底部贯通纵筋需越过其标注的跨数终点或婚零烟独区 起点伸至毗邻跨的跨中连接区域）。歇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宽度 正交方向柱下板带党度正交方向势中板带宽度 2.底部与顶部贯通纵筋在本图所示连接区内的连详盟标准构造详图 接方式，详见纵筋连接通用构造。

3.柱下板带与跨中板带的底部贯通纵筋，可在跨柱下板考顶部黄通纸筋桩基础 顶部贯通级筋柱下板考顶部费通组筋顶部贯通纸筋 中1/3净跨长度范围内搭接连接、机械连接或焊
接;柱下板带及跨中板带的顶部贯通纵筋，可在
柱网轴线附近1/4净跨长度范围内采用搭接连

接、机械连接或焊接。柱下板带底跨中板带底|柱工板横底
语辆 4.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下，部货通级筋部赏通纵筋

标基 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础 5.柱下板带、跨中板带中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垫层叫相关构铵 底部贯通与非黄通纵筋 底部贯通纵筋底部黄通与非贯通纵筋 底部置通纵筋 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
褐∶

柱网轴线 柱网轴线造 说明。盘 6.柱下板带ZXB及跨中板带KZB的定位及宽度详见
具体工程设计。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底都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 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

附录 附录22101-3平板式筏基柱下板带ZXB与跨中板带KZB纵向钢筋构造 图集号平板式筏基跨中板带KZB纵向钢筋构造 2-34“都核无天直衣废对毕 副驿农，股出刘 我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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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标顶部贯通纵能连接区 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雾。
准 准般构造 2/4 A/4L/4与 k/4A/4 点/4 构般m进上 造构

译造H成' 菌理部向黄通纵险 顶制向贯通级筋顶都向黄通纵筋 顶部工向黄通纵筋顶部向贯通纵筋呼三 标独立基础州F 准独
构立

底部向柱下区域底部y向贯通 柱下区域底部y向贯通 造基柱下区城底部y向贯通底部向半图 详础纵筋与附加非赁通纵筋 斑贯通纵筋 纵筋与附加非贵通纵值纵筋与附加非贵通纵临 部：。：。：。：。
标柱下区域底部x向贯通

利亲吡 垫层 柱下区域底部x向贯通耶 柱下区域底部x向贯通 准条底部工向贯通级临 底部x向贯通纵筋纵筋与附加非贯通纵筋 纵筋与附加非贯通纵筋| 纵筋与附加非贯通纵筋硒翩 构形心基础 柱下区城底部x向洪 柱下区域底部文向柱下区域底都x向柱下区域底部x向柱下区域底部x向 柱下区域底部x向 造基附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附加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 <A/3 附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附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A/3 详础阶加非贯通级筋伸出长度附加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m 晒（底部贯通纵筋连接区） （底部贯通纵筋连接区）端 约、
准 筏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钢筋构造（柱下区域）
构形
基造查 哪必 读

图!顶部x向黄通纵筋顶部向黄通纵制 顶部士向贯通纵筋顶部y向贯通纵筋 标准构造详图干桩基础主句圭羊团三示 桩基础
底部向黄通纵筋底部y向费通纵笔 注∶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

下，何向纵筋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端巡 标基柱网轴线杠范配辅E54、 底部x向赏通纵筋垫层 底部向贯通纵筋 准础产均主羊 构相（底部黄通纵筋连接区）A./3A/3 造关喹
详构/3（底部黄通织题 （底部黄通纵筋非连接区）（底部贯通纵筋非连接区）都贯通纵筋非连接区） 图造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钢筋构造（跨中区域））附录 附录（顶部贯通纵筋连接区同柱下区域） 图集号 22101-3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BPB钢筋构造
南核无天直，校对毕 晶毕农、股计何喜明 2-354事时 页 q



幂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标 一车，青准般构啉心造详图严 参
遥

三标准心 当。邻
构 ‘式基瓣 “富端霉 垫层垫层磅 垫层

飘h与为中较大者 渤泰 诵游 竞一心准构 部 （a）板顶有高差 （e）板底有高差 构，（b）板顶、板底均有高差 适娜婚 垄详k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础译∶ 叶图干 标准构造详图云俺
标

准筏铋形基础融参要泄配站
层双向钢筋两 标准构造详图二标准构造详图亏 000<400 <y 0007>桩基础 中基双自钢筋网0007> 三中小中基双句钢筋网 低勾

职A与为中较大者 标标5基 量择 （c）板底有高差 准就 了值“（b）板顶、板底均有高差（a）板顶有高差 构才体构造详 要水探蚂 造详硕变截面部位中层钢筋构造 蔷卖伐
菌

注∶1.本图构造规定适用于设置或未设置柱下板带和跨中板带的板式筏形基础的变截
面部位的钢筋构造。 附录附录 2.当板式筏形基础平板的变截面形式与本图不同时，其构造应由设计者设计;当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ZXB、KZB、BPB） 226101-3图集号要求施工方参照本图构造方式时，应提供相应改动的变更说明。 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3.板底高差坡度a可为45°或60°角。 2-36审核无天直衣 咬对毕 晶孚2m、股计何喜明4惠吲 页4.中层双向钢筋网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宜大于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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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124且至少 标>1d且至少准· 板的第一根筋，距基础 准·程 到墙中线 边梁到墙中线畸 构 般梁边为1/2板筋间距，构 宜不大于75mm点; 边柱列 造构翩耶 外墙 译造于到云 图际锥响 标独立基 准独/
构∶灯 畅

基造础 垫层眠 捣融晒 j底部丰黄通级筋伸出长 图颢 整层垫层 底部贯通与非喷通纵筋 桥底部非黄通纵筋伸出长度 10 庭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准条 支座边缘线 下 准条
构形 构形支座边缘线造基 造基设计按铰接时∶>0.35/瞬础 端部等截面外伸构造 详础菌 充分利用钢筋的抗拉强度时∶≥0.6】。>0.6, 图瓣 标端部无外伸构造（一）佳筏 端部无外伸构造（二） 准筏形狗 >15d,200 构形底部与顶部纵筋卷基 中层钢筋 造基弯钧交错150mm羊础 详础U形构造封边筋 三

图设计指定 星二际谁也造羊名二 标准构造详图一>15d,>200 底部与顶部纵筋弯钩交错桩基础 详见封 桩基础000<V 中层双向钢筋市监侧面构造纵筋 150mm后应有一根侧面构
造纵筋与两交错弯钩绑扎设计指定

侧面构造纵筋
家套 设计指定 标基

（b）纵筋弯钩交错封边方式（a）U形筋构造封边方式碗 中层筋端头构造铋 准础端鞣海 构 相板边缘侧面封边构造造 造关（外件部位交载面时侧面构造相同厂肇
详构注;1.端部无外伸构造（一）中，当设计指定采用墙外侧纵筋与底板纵筋搭接的做法 图造

时，基础底板下部钢筋弯折段应伸至基础顶面标高处（见本图集第2-8页）。
2.板边缘侧面封边构造间样用于梁板式筏形基础部位、采用何种做法由设计者指附录 附录定，当设计着未指定时，施工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选一种做法。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ZXB、KZB、BPB）3.筏板底部非贯通纵筋伸出长度!应由具体工程设计确定。 图集号 226101-3端部与外伸部位钢筋构造4.筏板中层钢筋的连接要求与受力钢筋相间。

中核尤天直贷胶对毕 品擎名、假计冈成刚鑫 2-37，哪 9



际准构造详标
准 挚橡遣构般 矩形承合x向配筋畸造， 矩形承合x向配能矩形承台x配筋矩形承合y向配筋 菌读菌

俺
矩形承台y向配筋矩形承合y向配筋 标准构造详图标唑标准 絮十独 企地造详图标准 限[e辍
相擎 平下业

务叶条 喉鹃锥形截面CTz单阶形截面CTj阶形截面CTj构 构形 鼬挪 造造详 选! 器翩 中图干图| 矩形承合x向配筋 标标准 准领礴 保构体构造详图幂准构造详图 伐形基础 小基博
斜却矩形承台 中图隔准构造详y向配筋

口桩基础 + 除
醚方桩∶>25d口□3C3 C 接圆些∶>25d+0.1D、D为圆桩直径（当伸至端部直没 标脚 准长度方桩>35或置桩》34+0.1D时可不弯折）础相关构造 硅准构

会
赞e水菜型心造详图 喉
造章

注∶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图矩形承台配筋构造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

附景附录 226101-3图集号矩形承台CTj和CTz配筋构造
页 2-38中楼黄志刚利恢对杨 建故定假开林系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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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标
鄱般构造 准
构 沟般构电渣 碲郭 s 详造菌 患
标  独立基础嘧 新叫谨西 受力钢筋 构立造谁 基础主精 造，

详
菌 誉e/
哪 标”挣淮! 准条构'构开 差 能

造基 辨造详础 s
谨础醉 俺

标要 黝
叫操鄱心 诵、香 拖构类憾 瓣”造2 基叫挚诵 详 础邻、专

图 图家 等边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标酯梳基础 心准构造 掩基础通心善岸
伸至承台边缘弯折10d 伸至承台边缘弯折10d 马详图响气世网 体平段长度>35a+0.D √水平段长度>354时可不弯折

时可不弯折100际基 标基辐翩 准础AD.D为图桩直径方姓∶>15d憾 构 相简
辐 135d+0.ID时可不弯折）（当伸至特部直段长度为格好 造关来构洋; 详构注;1.当桩前性前 、于800mm时，桩顶溃入承台50mm;当桩径或桩载面菌造 菌道桩顶嵌入承合100mm。边长大于

三桩承台受力钢筋端部构造2.等边三桩景食受力钢以"△"打头注写各边受力钢筋×3.
3.最里而的三根钢筋围成的三角形应在柱截面范围内。附录 附录4.设计时应注意∶承台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宜大于200m， 等边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226101-3田集号其最小配筋率不小于0.15??施工按设计文件标注的锅筋进行施工。

2-39审核黄志刚利校对杨建极建设计林蔚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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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一条构造一般构造
D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独立基础独立基础
化

(001)05po T 七条老基础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1条形基础
100 2

方桩∶>25d
圆柱>25d+0.1D，D为圆柱直径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4 筷形墨品（当伸至端部直段长度方桩>35d筏形基础 或隔柱>35d+0.1D时可不弯折）

书

XAF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等腰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福星福桩基础
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当桩径或桩截面斜边受力钢筋

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对称相同）
2.等腰三桩承台受力钢筋以“△”打头注写底边受力钢筋+对称等腰斜边受力钢

筋并×2.
3.最里面的三根钢筋围成的三角形应在柱截面范围内。

4.设计时应注意承台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12mm，间距不宜大于200mm，
其最小配筋率不小于0.15??施工按设计文件标注的钢筋进行施工。

5.三桩承台受力钢筋端部构造详见本图集第2-39页。

附录附录 等腰三桩承台CTj配筋构造 22G101-3图集号底边受力钢筋
2-40审核黄志刚责任何权对杨建成建设计林蔚修材料及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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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句查羊图 标准构造详图一般构造 一般构造
55 标准构造详图六边形承台y向配筋佳均 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
图标准构造羊图示佳均造羊 标准构造详图条形基础 条形基础

F 标准构造详图(00D)09筏形基础 筏形基础
4

100 标准构造详图佳肉查羊图 桩基础 桂基础方柱>25d
国柱≥25d+0.1D.D为圆桩直径六边形承台CTj配筋构造
（当伸至端部直段长度方桩>35d
或圆桩>35d+0.1D时可不弯折）标准沟楚羊粥 基础相关构造

注∶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100mm，形承台x向配筋

附录 附录六边形承台CTj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G101-3
审核黄志刚直接吸收对杨建设建设计林蔚修材料符号林森林 2-4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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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标准 一鲜存谨鸭性构造详图干 服构唑
语
郫 ‘宽斗六边形承台y向配筋樊∶ 独词立蒸笋俺础社国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 务形基配条逊 性构造翩 (00DOs冷基础 延详图

糊
准礼税辈酯建 药婴 造详图需准构造详吲证序飞这全端 侧国桩∶>54601D，D为围桩直经础图 （当伸至端部直段长度方桩>35“标准构造详置 或愿桩>35d+0.1D时可不弯折）六边形承台CTj配筋构造桩基础
稳

标基标基 准础准; 荪构相关构造 密、
注∶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构 识关构谨道造详图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合100mm。六边形承台x向配筋 块⑤

虚联附读 22101-3图集号六边形承台CTj配筋构造
2-42页当部南援黄志刚麦花利校对极 建故锻计林剧 

吗’



颢 标喉之 一般构造 准阪 构般心造羊图 造构方桩∶>25d 详造律查级筋内侧 图桩;产25d+0.1D、D为圆桩直径一一 （当伸至端部直良长度方桩>35d或圆桩>354+4.1D时可不青折
俺
标独立基础售一 准独少华构巨半图际锥响 适基(00I 详础
图
标条形基础 准条学地 构形00ex e 造基10o 盏详图郭 标孩形基础地 准筏

构形
造基
详础图。

分布钢筋 标桩基础 海善 望捣团判料 构遣
璐输
图沙基础相关构造译 标基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准础型向钢筋-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干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 构相100m. 造关型 2.需设置上层钢筋网片时，由设计指定。 详构图 邮锚

附录 附源双柱联合承台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 双柱联合承台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 22601-3图四集号
审核黄志刚 复w胶对杨 建厂进股计林系工 2-43材药

99



际准构严夕标准 静粒造墙咔构造详图 费 着 道都 轴造 邵oDospot
标相一标 准毫善沁准构心 构

右
院” 轴碗 奉础“燕心造详四 D0I 翩100.翩鱼 儡

标方桩∶>257三标准 准互 豪圆桩225d+0.1D为圆桩直径条 *飞豹。（当伸至墙部直段长度方桩>35d或圆桩>35d+0.1D时可不弯折 蓬。造详图干孩娜叫造详图 在
墙下单排桩承台梁CTL钢筋构造承台梁端部钢筋构造础 二标准构造详图幂准构造详覃标 得择彝 海褐

捧
惰整 侧面纵筋的配置锅忽 新体工程设扑\呼稀准枸造详图 (o0Dos搬基融 月一

三标准构造详图100, o
标基础相关构造 1-1准、构造拌图

型|

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附录附录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杜顶嵌入承台 22101-3田案号100mm, 墙下单排桩承台梁CTL配筋构造
2.拉筋直径为8mm，同距为箍筋的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 2-4页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审根黄志刚重利胶对朱 轩来 设计余绪尧公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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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率 准
宁

捷药， 晒 差 构般
蓬详图际准 造构ye

详造(o0Dos1国 杠 标独立基础 陪码” 准独部心造洋 构立叫辨造10
详础马多
图诗萌心竖了 -L雾 圆桩>25d+0.1DD为圈桩直径 标条形暂 （伸至墙部直段长度方粒>35d或固桩>35小+0.1ID时可不弯折 准条醉 构形“基础 造基承台梁端部钢筋构造 墙下双排桩承台梁CTL钢筋构造核丰图二际住 译;  感俺筏形基础 标

准筏
构形
造基
详础体 图
标桩基础隆 侧面纵筋的配置 海糙基础热闭 详见具体工程液扑 叶构造物。 o01os 心谱3A 夕、基础厢关构造 物

标基二勾造羊 准础
l 构 相100100 造关

详构邮 1-1 图造注∶1.当桩直径或桩截面边长小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50mm;
当桩径或桩截面边长大于或等于800mm时，桩顶嵌入承台谢录 100mm. 医联2.拉筋直径为8mm，间距为箍筋的2倍。当设有多排拉筋时， 墙下双排桩承台梁CTL配筋构造 260-图集号

上下两排拉筋竖向错开设置。
审核黄志刚重在响酸对朱 轩厂约 股计余绪光松症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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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叫畅 彪棉造融。 般叶构造详图一 嘧 详图标准构礴
柱顶标商维照标高标 独立基配沁准构 独 构造谱系合底面标高家合底面标高基轴 G国鲜梁中生 越

公防水层和垫层防水层和垫层 缩悬按辑拱区 dse④se 详图干础晒 标螺旋箍筋螺放箍筋 纵筋三标准构叫 案 第邢妻础摊缪
狗挪筝 赞埋接加动盖刊造详图工 燕 己 四详图标准构造详图需难构造详-

础 焊接加劲箍 焊接加幼案@200 通长纵筋 @2000 螺旋短筋二标准构造详 纵筋 雪，筏化梁中 二） 之辈 D挚园“标准构造详图 名 1-1桩基础
②

注∶1.纵筋锚入承台做法见第2-48页。 标标基 不2.h为桩顶进入承台高度，桩径小于800mm时取 准
础准; 50mm，桩径大于或等于800mm时取100mm。 存咔构造详叫 相关构造 憾赞*3.焊接加劲箍见设计标注，当设计未注明时，部折 *详加劲箍直径为12mm，强度等级不低于HRB400。D 4.桩头防水构造做法详见施工图。 图蓬图 D

灌注桩部分长度配筋构造 附读附录 灌注桩GZH通长等截面配筋构造 26101-3图集号灌注桩通长等截面配筋构造
灌注桩GZH部分长度配筋构造 2-46页宇股计余绪尧公么礼审核黄志刚康利校对朱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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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负诵贡般构造 准·心造详 构般
造褐翩卡图际 详通长级筋 邀长纵筋 图桩顶标高
矫独立 焊接加功盖 焊接加劲箱 准独出团∶ 家底面标高 6延t 构3基础 苗码缩迹掘 造防水层和垫屋 壤发箍筋 基螺发差筋ds<碗、 。手图二 详础A

标 螺旋箍筋
命
标准条形 准条函 非通长纵筋焊接加劲箍四批 辨 构形造基础 @200呼 非通长纵筋 2-21-1 详础图二诉蓬一 都筏 开始与结束位置应有水-正泡普” 伐形基础 准筏人 伻段，长度不于-圈半 构形焊接加勤鞋 造基

详础75中较大 图
渤桩基础w 灌构造跳兰 梳基础2飞营类 仍
铋

搭接>儿或l，且>300句住纵筋 菌基础相关构造而 通长纵筋 标基螺旋箍筋端部构造少主运均气 螺旋箍筋搭接构造 淮础
构相注∶ 1. 筋锚入承台藏法见第2-48页。 造关占可 2.h为桩顶进入承台高度，桩径小于800mm时取50mm，桩径大于或等于80mm时取100mm 详构D 图造3.焊接加劲箍见设计标注。当设计未标注时，加劲箍直径为12mm，强度等级不低于HRB40。

4.桩头防水构造做法详见施工图。至联 附录灌注桩通长变截面配筋构造 灌注桩GZH通长变截面配筋构造 图集号 226101-3螺旋箍筋构造
审横黄志刚麦么利反对朱 轩 2-47丰钉 设研余绪尧公法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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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准构造详图工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二 门接州承鱼承鱼般构造
DE区<首 AJa 向桩顶标高 A桩顶标高 捧套式基酯牺独 承合展面标俞立 叫造详系合底面标俞

防水层和垫缘部 防水层和垫屋 世国|!
桩身纵筋 三标准桩身纵筋三标准叶 舞邢哲卖体构造 构造” 小基配垄挪 荪邵翩础鱼 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三））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一） 畅标 樊理 在开真烘理 筏形 道215d挣心基础 回独图选

菌 承鱼 标准构造详薪心淮构造详图 转端表 桩顶标高
关

承台底面标高 影标准构造详防水层和垫层标基 注∶ 1.d为桩内纵筋直径。 予郁“
准; 础 2.h为桩顶进入承台高度，桩径小于800mm时取50mm， 将粮 桩径大于或等于800mm时取100mm.褐;

桩身纵筋叫造详 桃 3.桩头防水构造做法详见施工图。有 计嫁
图造

运联附录 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二） 2601-3图集号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
2-48页审核黄志刚重利胶朱 轩厂来的 股开余绪光【公注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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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 标豪 准般构造畸讼 构般已茎羊团三 哲遗;
造碗菌二诉生 标独立基州， 件至柱外侧纵筋内侧， 准独a.4oα.4aeto 构立予
造基些 》°地下基础翩 v50 础详卡图二 图联系梁顶面宝 标ua)宝寿急分 基础顶面0 准条

杯50 构形蒸 基造登粪撼 lf(lE)4(64n] 详 础kc
图
标准筏为形 基础联系梁JLL配筋构造（一） 基础联系梁儿L配筋构造（二） 构形心基础茎雀 适基详础卡图京主匈茎羊召宝 图
标桩基础 心准构造详图 桩基础

注;1.基础联系梁的第一道箱筋距柱边缘50mm开始设置。
1. 2.基础联系梁J配筋构造（二）中基础联系梁上，下部纵筋基础顶面l。

采用直锚形式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l（laE），且伸过柱
中心线长度不应小于5d、d为梁纵筋直径。需器巡 骼3.锚固区横向钢筋应满足直径大于或等于d/4（d为插筋最大 基

冷 富热4 准直径），间距小于或等于5d（d为插筋最小直径）且小于或分 枸等于100m的要求。 砺
4.基础联系梁用于独立基础、条形基础及桩基础。suL 详?搁置在基础上的非框架梁 5.图中括号内数据用于抗震设计。

不作为基础联系梁;梁上部纵筋保护层厚度小于或等于5d时，
锚固长度范围内应设横向钢筋附课 谢课

基础联系梁儿LL配筋构造 2C01-3国集号
搁置在基础上的非框架梁

审核黄志刚 2-4设计余绪尧重多向校对朱 轩 页公业竞发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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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准构造详图干标沁准构 、直青式般构造 按设计标注，且不小于80m，300300300300 按设计标注，且不小于800mm叫造详图工 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三标准 楚呈羊盈独姆学缩基础
叶图运 读9

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稀准 务一条形 （贯通留筋） 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贯通窗筋） 咔构 床卡牺 密垂端 召晶嘧藓挚 邵>4+60）且不小于800m _300300 。菌 >（+60）且不小于800m_300 300 二标准构造详图际准构造详图幂准构造详图“>30 30二标准构造叫 2 230 今有开芽三互”>30筏形基础连详图幂准构造详图 羞筋加密

桩基础
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 附加防水层，垫层相应下落（10搭接窗筋）（00搭接留筋）

秦蕊 基础梁后浇带HJD构造础 基础底板后浇带HJD构造体构造详图 相类抱
造 注;1.后浇带混凝土的浇筑时间及其他要求按具体工程的设计要求.

2.后浇带两侧可采用钢筋支架单层钢丝网或单层钢板网隔新。当后浇混凝土
时，应将其表面浮浆剔除。 附录刚录 3.后浇带下设抗水压垫层构造、后浇带超前止水构造见本图集第2-51页。 基础底板后浇带HJD构造 22101-3图集号基础梁后浇带HJD构造 2-50工成对毕 副身农。胶计可利可套审核尤天直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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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勒’ 标后浇带宽 300 准·委调肉手 般服构造 构美着羊 构同板顶都同向配能 造部详卡图三际 醉列板顶都同内断街
标准独 准独西心 立 构立套领 造基羊础 选可板底部同有配筋 叫部晒 、防水率村 图>h 予感 附加分有钢筋附加钢筋 （基坑深度h>基础板厚力） 标准条 设计标注设计标注 准条沟形 后浇带HJD下抗水压垫层构造 构形渣基
造羊础 基

础手到三 读，同板顶都同向配第 菌同板顶部同向配筋三际遣一 筏形基础 黝
止水嵌缝 准 筏让匀造羊图际主勾茎羊刮二 构 形

造基详 础可板底部同向配筋 酯>h （基坑深度h、<基础板用为）>方 三标准构造详图干防水卷材桩基础 桩基础/附加分布钢筋附加钢筋/ 外贴式止水带
设计标注 设计标注 后浇带宽 300300

相、海速要水探纲幅∶ 标卖罐后浇带HJD超前止水构造 准零码长 费叫相关≥h
≥h 造（当图示坡度<1∶6时钢筋可连通） 详构注∶1.后浇带留筋方式及宽度要求见本图集第2-50页。-ol 图造基坑JK构造2.基坑同一层面两向正交钢筋的上下位置与基础底板对应相同。基础底板同一层

面的交叉纵筋何向在下，何向在上，应按具体设计说明。附录 附录3.根据施工是否方便，基坑侧壁的水平钢筋可位于内侧，也可位于外侧。 后浇带HJD下抗水压垫层构造4.基坑中当钢筋直锚至对边<I时，可以伸至对边钢筋内侧顺势弯折，总锚固长度 图集号 22101-3
后浇带HJD超前止水构造 基坑JK构造应>A.

伸核尤天直 2-51校对毕 品毕农。股计刘 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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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艹标辞 一急常谨’咔构造详图标准牺般构世
它造详图标准 矩形柱成方柱蓬

社主君蛋独这 性构造详图标准中间钢筋梅 筋 塑筋1d蒸磁、性础评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c 务开条形基础 邮 构9y
输四角钢筋 详图（压方形截面） 母福

(*
（矩形截面）棱台状上柱墩 szD 1-1 二标准构 名引差孙筏形基础 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矩形柱或方性

纵筋总根数环
矩形截面周边> 轧书桩基础 中间钢筋 均匀分布e 鱼筋 箍筋1d

标准基参搐容 验邮相关构为 ”造芪（正方形截面）造阵图 （矩形截面）四角钢筋
棱柱状上柱墩 SZD 2-2 电星谱

附录附录 注∶ 图中括号内数值用于抗震设计。 22G101-3图集号上柱墩SZD构造（棱台与棱柱形））
2-52页审机无天直发胶对毕 品身2、假出何喜明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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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标隔 准般构造叶沟 矩形柱或方柱矩形柱或方柱P 构 般 密造羊 造，详图 造呼际佳物 标独立基础 刊善59 准? 密竿邵 造;已羊图三 躺部叫挚醉水平箍筋 \水平箍筋上向级筋 Y向级统标 标营 X向纵策 X向纵筋、G
准条 准条。c 1-1构形 构形造基 造基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构造（一）洋础 详 础呼 图矩形柱或方柱 矩形柱或方柱乙颢 标部一 辅 准筏都西 构形辨造 造娥耶础 译础详图干邮三际准沟造羊到源 业标准构造详图号桩基础 桩基础水平箍筋 水平箍筋lz Y向数策Y向纵筋 。。 X向纵筋 又向级筋2-2融 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构造（二）） 标基端盟心售 基坑角部放射筋 准 础吐勾造 构相交界部位必设）。 渣关选 注∶1.当柱荷载较大时，可在筏板下局部增加厚度，满足柱下筏板冲 详构

切承载力的要求。 图造2.角部放射筋直径取x向纵筋直径与y向纵筋直径的较大值，间距同
水平箍筋 筏板下部钢筋。附课 附滚钱板下部钢筋 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JBH构造 226101-3图集号

柱下筏板局部增加板厚角部放射筋
南极天直衣依对毕 基鸟仁、假计对 A套 2-53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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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一般村建当基础项部配有铜筋时当基础顶部配有钢筋时般构造 按低板位防水底板（二）要求 按中板位防水底板（二）要求
P5
L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初中考研独立基础

Lifting Litt Ling Ling 防水层和垫层  防水层和垫层低板位防水底板（一） 中板位防水底板（一）标准构造详图 茶准构造详图 穿形嘉条形基础
CO

福P5
7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 初开考查筷形基础 LELIRIDIDIAN

防水层和垫层
防水层和垫层

中板位防水底板（二）低板位防水底板（二）
当基础上部配有钢筋时可不 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 贯通，防水底板上部钢筋应 机基础杜基础 设置在基础上部钢筋下方 防水板配筋 注1.图中d为防水底板受力铜筋的最大直径。

板顶标高 2.本图所示意的基础，包括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桩基承台、桩
图 基承台梁以及基础联系梁等.

标3.当基础梁、承台梁、基础联系梁或其他类型的基础宽度大于或标准构造详 基础相关构造 等于l.时，可将受力钢筋贯穿基础后在其连接区域连接。
4.防水底板以下的填充材料（如苯板）应按具体工程的设计要求进

行设置。

防水层和垫层基础底部钢筋图
高板位防水底板

附附录 地下室防水底板FSB与各类基础的连接构造 录防水底板FSB与各类基础的连接构造 22G101-3图集号

审核 光天直 发天上 校对 毕 磊 蜂 设计 刘 魏 刘梅 2-54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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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标拖下室外施一般构造 准处 重 醇而 构规进 构造地下室外境 窗洞 密童网 详造性al 图初 标独 准独砾 CQ 纠肉3 畅 构
造基糊”挚

像
翩叫 详础图o/ = 窗井窗井0ce豪 c 标准条 准条垫函勘 地下室顶板 构j窗井平面布置图造基 造翩泽础 详础鱼 地下室外墙150 图标 顶部加强钢筋 标鹰 莆段计标注筏 准筏形 构形‘景雾烫沟开 当两边墙体外省基 造基线 斜侧钢筋直径及础 A[ 础篮洞手图际佳句造羊图 窗井问距相同时可 6d，且不小于150mm 标准构造详图连通设置 ’桩基础 桩基础写

应应 i0e 且不小于150mm、底部加强钢筋弊所? 雷设计标注 标基翩塑 准础端每 构相问 3老 造关
详构饲哪照 图造使形基础底板1-1

注;1.窗井墙CJQ配筋见设计标注。附读 附录2.当窗井墙体需按深梁设计时。由设计者另行处理。 图集号 22G101-3窗井墙CJQ配筋构造
2-55审核郁银泉么5L权对高志强∶段计李增银才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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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构造详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一 名称 单柱普通独立基础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独立基础 急春谨般构造 盘节点位置三维视图 矽 体
世@L胜 标准独立基础 宗1陶阵性构造叫DjDUj 冶洋/4三标准构 渤（阶形） （锥形）游 务用基配准

形 哦心造详图干 卷基 节点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四详图三挚 索引 设置基础梁的双柱普通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3页。独立基础底板配筋构造∶第2-11; 二标准构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第2-14页。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 名用圭蛋蠕 名称 双杯口独立基础 双柱普通独立基础杯口独立基础形 构造心形基础 命节点位置三维视图 连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干昨体 [BJ飞 程 喉 按州障DJj桩基础
筹：笼 标。

础 准褐相 褐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道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造详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慢融 享节点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 双柱普通独立基础底部与顶部配筋构造∶双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5页。畸 人点9 本
图造 图遣第2-14页;索引 第2-12页。

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5页。 谢录附录 三维索引 26101-3图集号
2-6发利校对刘国辉平神假计张 然说氧审核黄志刚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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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示 高杯口独立基础双高杯口独立基础 勒准委般构造物茜羊到际蓝的 构般柱节点位置三维视图 柱 造构
|B甚 锋造

图|B 标独立基础 准独
构立邮 造基即 详础手图三 图骊 标健条 准条5形商; 构形基磷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造基节点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挚马羊盟 详础双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7页。索引 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第2-14页; 菌

邵 高杯口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6页， 标盛 名称量 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双柱带短柱独立基础 准筏沟形 构 形酵善础 造基节点位置三维视图哪 际 车量 详础卡乳诉佳钩茔羊图一 拒 图
址 标准构造详图干总Z桩基础 业 桩基础D 吕

Dj

标基际基碰 准础佳沟相 构相中构造∶第2-10页;节点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造关 柱 造关崖构 基础配筋构造∶ 第2-19页。 详构独立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第2-14页;索引 双术惠造 图造单柱带短柱独立基础配筋构造∶第2-18页。

絮联 附景三维索引 因集号 22101-3
审核黄志刚度4利废对刘国辉平股计张 然谛壑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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幂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 标准构造详图干名称 梁板式筏形基础条形基础、防水板节点位置三维视图 索要减般构造
挂 怂

己号三 家
LPB 点1闻运FSB独立基础 途叶构造 连详图标准构吐世|! H183标

准 你半闸向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录
基础梁配筋构造∶第2-23、2-24、2-25、2-26页;穆。畸 条形基础底板配筋构造∶第2-20、2-21页;刊造详 磁节点 基础次梁配筋构造∶第2-29、2-30、2-31页; 融条形基础底板配筋长度减短10??造∶ 第2-22页;翩

橡”
部 索引 /4梁板式筏形基础平板钢筋构造∶第2-32、2-33页基础梁配筋构造∶第2-23、2-24、2-25、2-26页; 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准 基础梁与柱结合部侧腋构造∶第2-28页; 枣床州应蠕 防水板配筋构造∶第2-54页。导形叫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标 名称 平板式筏形基础基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变截面部位础 韦点位置三维视图 挂桩基础 BPB8 愁差配P8

IBPB

雾标基沁准构 准蛋础 多叫相叶 构造烟壮区 学水∶案 节点 K按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 第2-10页;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构 辩图道图造 索引 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配筋构造∶第2-34、2-35页。平板式筏形基础平板变截面部位钢筋构造∶第2-36页。

附录附录 三维索引 226101-3图集号
2-58审核黄志刚意w版对刘国辉砖设讯张 然「语基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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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际佳的造羊图际眭沟盖羊图诉佳岭 矩形承台名称 三桩承台 标一般构造 诵丶节点位置三维视图 构共挂 般豆 构飞际 造;
详造图独立基础 标准独
构立
造基国 图 础确浚
标条形基础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 准条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晒 构形矩形承台配筋构造∶第2-38页;心造羊图二际 等边三桩承台配筋构造∶第2-39页;节点 造基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等腰三桩承台配筋构造∶第2-40页; 详索引 础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标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邵锚 准筏名称 上柱墩六边形承台 局部增加板厚 构形畸俺心基础违半图际佳范造详图 造基节点位置三维视图 详础甚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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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5



幂准构造详图黝
准 一魁戒造墙下双排桩承台梁名称 墙下单排桩承台梁梅般构造详图二 造

标节点位置三维视图二标准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云 鄱独立基础 丧密义让基叫
剪力准 将读

菌憾
剪力墙 标务邢条形基叫 CL 俺

检cL 小基誉
选却翩

国 菌臣 标华典; 准符邢基配碲体构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一 褐造详图标准构造详图场栓 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柱纵向钢筋在基础中构造∶第2-10页;础 节点 墙下双排桩承台梁配筋构造∶第2-45页;墙下单排桩承台梁配筋构造∶第2-44页;
索引 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灌注桩配筋构造;第2-46、2-47页∶ 突州店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桩基础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顶与承台连接构造∶第2-48页。

言标标基鄱邮 楼
构身
中

构相 驴造造芙 K奖构性 译性图造 图

附录脱录 三维索引 226101-3图集号
2-60页审核贸志刚么利校对刘回军源磷股讯余绪光公吃

116



, 标准、要碗绿。 构般u址'K 造构
造附表1 设计需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 译

菌编号 项目 对应本图集页码 标递应基础 准独。 2-8 构立墙身外侧竖向分布钢筋与基础底部纵筋搭接连接做法碗 ，’
2! 造2-33、2-37筏形基础平板底部钢筋在边支座的锚固要求 基却 详础2-32、2-33、 图。g 基础平板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向纵筋在下，何向纵筋在上 2-34、2-35必须写明的构造选用之 标孙条 准条2-23基础梁相交处位于同一层面的交叉纵筋，何梁纵筋在下，何梁纵筋在上？

田形 构形” 2-10仅将柱四角纵筋伸至底板钢筋网片上心基础 造基*参 6 当基础梁、基础次梁底部纵筋多于两排时，从第三排起非贯通纵筋向跨内的伸出长度值 2-23、2-29 详础
图、 2-37筏形基础板边缘侧面封边构造（未写明时，自动授权施工人员选做）创三下 标链形基础为 司 2-7 准筏拉筋弯钩构造做法（未写明时，采用封闭箍筋）未写明时，自动授权需二 构形9 2-25、2-29施工单位选择 基础梁、基础次梁外伸部位箍筋做法（未写明时，按照梁端第一种箍筋设置） 造掺PuniukIiK 选10 2-46、2-47灌注桩中焊接加劲箍（未注明时，加劲箍直径为12mm，，强度等级不低于HRB400） 础标准构造详图一桩基础 桩基础ramiur

示基 标基
准础
构相

造关
详构
图造

谢录2260-3图集号设计需写明的构造做法选用
审郁银泉么□胶对高志强t选胶出李增银龙做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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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简介

22G101-3《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形基础、桩基础）》
是对 16G101-3《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形基础及桩基承台）》

的修编。本次修编按《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建筑与市
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8-2021等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结合近年来工程实践

对图集提出的反馈意见，对图集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修订。

本图集适用于各类结构类型下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

基础、筏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及桩基础施工图设计。
本图集中包括常用的现浇混凝土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

形基础（分为梁板式和平板式）及桩基础的平面整体表示方法
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两大部分内容。

相关图集介绍∶
22G101-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板）》（替代原

16G101-1)
22G101-2《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现浇混凝土板式楼梯）》（替代原16G101-2）

15506654482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国家建筑标准设计
定 价∶87.00元官方服务号官方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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