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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司法鉴定实务中的农村自建房鉴定标准化初探
Preliminary study on standardization of rural self-built housing appraisal in practice of judicial apprais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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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自建房建设没有严格的监管，质量问题和因此带来的纠纷时有发生。为给农村自建房质量司法鉴
定提供依据，在分析农村自建房司法鉴定中的具体问题后，本文从农村自建房结构安全和抗震性能基本要求、检测
方法和质量评价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标准化的具体思路，给下一步制订相关的技术标准提供了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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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strict supervi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elf-built housing in China. So quality problems
and the consequent disputes happen now and then .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judicial expertise of the rural selfbuilt hous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pecific ideas of standardization for basic requirements of
rural self-built housing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seismic performance, test methods and quality evaluation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problems in rural housing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echnical route
for the next develop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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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家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公有住房大量
出售给个人，产权私有，原有住房的质量问题引起业主的普
遍关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但不同开发商、承包商的资质
等级、管理水平良莠不齐，导致许多商品房存在质量缺陷。
而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当遇到建设工程给自身的权
益带来侵害时，会自觉拿走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因
此，近年来，建设工程方面的经济案件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在诉讼过程中，有关诉讼方通常要求对涉案的建设工程类
专门问题进行司法鉴定 [1]。
建设工程产品因其特殊性，在建设过程中涉及众多责
任主体。一个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建成投入使用所需的环节
众多，而每一环节都包含相应的责任，因此，建设工程类司
法鉴定工作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而
且，建设产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起诉到法院，甚至进入刑
事立案程序，有关各方可能会想方设法推诿责任，从而给
有关专门问题的司法鉴定增加了难度。而我国广泛存在的
农村自建房属于更为特殊的建筑群体，存在更为严重的问
题。《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79 号令）第八十
条：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
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即我国在大的法规上对农民
自建低层（甚至多层）房屋在安全与质量方面的控制基本上
是失控的。从而导致我国农村建房长期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地方政府对其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指导，质量和死伤事故层
出不穷 [2]。

1

农村自建房司法鉴定中的具体问题

我中心每年都会接待数十起电话或来人咨询与农村自
建房相关的案件，咨询者大部分为建房者即工程建设方，
另一部分为法官或律师。涉及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14

1）混凝土浇筑若干天后仍不凝固。水泥、砂、石等主
要建筑材料由建房者采购，模板由专门的模板队伍负责架
立，混凝土浇筑和振捣则由瓦工负责。出现这种情况后，
水泥已全部使用完毕。建房者认为水泥不合格；而水泥供
应商则认为自己所供应的水泥有质保书，应该没有质量问
题，可能是混凝土配合比或浇筑过程中存在问题或养护不
到位；瓦工认为自己虽然不知道施工规范如何规定，但是
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别的工程也没有出现此类混
凝土不凝固的问题。几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2）现浇板成型后出现裂缝。与其他已经建成的同村的
工程相比，所用的建材数据并不少，地基也类似，建筑物层
数和构件尺寸也大致相同，但是现浇板在成型若干天后开
裂了。建房者认为自己只是出资金，肯定没有责任，责任
应该在模板工、瓦工或水泥供应商中的一方或几方。
3）房屋渗漏。房屋建成投入使用后，屋面或卫生间出
现渗漏。业主要求赔偿或维修，参建各方都不承认自己有
责任。
4）相邻施工干扰对房屋的影响。房屋附近有打桩、铺
路等施工或建设另一幢自建房，因种种原因，房主认为自
己房屋构件上的很多裂缝是由于施工干扰形成的，要求巨
额赔偿 [3][4]。

2 农村自建房质量鉴定技术标准化的必要性
农村自建房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后，房主想通过法律
途径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苦于找不到相应的设计和规
范要求而蒙受损伤，检测单位或者司法鉴定单位却因为鉴
定标准方面的空白爱莫能助。形成房主花钱买教训的局面，
而同样是对建筑程序和建筑技术一知半解的个体承包单
位，却往往能逍遥法外。因此，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广
泛存在的农村经济纠纷，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应建议根据
国家现行行业标准，特别是规范中的强制性条文，以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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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单位的经验，制订出适合我国农村自建房的质量检测和
评定标准。
通过标准的颁布、宣贯和实施，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建房
建设人和承建单位（普遍为农村土施工队伍）的质量意识，
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建房有章可遁，保证房屋在投入使用
时是安全的；如果出现质量争议，司法鉴定也有标准可依。

3 农村自建房质量鉴定技术标准化思路
3.1 为保证农村自建房结构安全和抗震性能应考虑
的基本要求
3.1.1 地基与基础
考虑到地基与基础引起的裂缝不易处理，标准中必须
规定房屋对地基、基础的基本要求；农村在聚集地经常碰
到相邻建筑施工现象，也经常因设计或施工不当，给相邻
建筑造成损伤，从而引起邻里纠纷，因此也应规定相邻建
筑物在既有房屋附近施工时应注意的问题 [5]。
3.1.2 砌体结构
基于房屋结构安全和抗震性能，应规定砌体结构房屋
的局部尺寸、抗震构造、砌筑材料性能的最低要求等。同
时为便于划分责任，解决纠纷，也应规定结构出现裂缝的
处理原则。
3.1.3 混凝土结构
应规定钢材、混凝土等主要材料的力学性能；应规定
对裂缝、外观质量缺陷和尺寸偏差处理原则。
3.1.4 房屋建筑
基于健康居住，应规定房屋层高、内部尺寸及其允许
偏差；应规定对房屋排水、地面面层、楼梯、台阶、防水等与
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屋功能的基本要求 [6]。
3.2 检测方法的选用原则
1）农村自建房因技术力量、资金等原因不注重过程质
量控制，往往是出现问题或者大的人身财产安全后才对工
程质量进行检测。因此，规定的检测方法与按正常基建程
序建设的房屋质量检测手段存在一些差异。如，混凝土强
度应以施工过程中预留的立方体试块强度为依据，而在此
只能采用回弹法、钻芯法等结构混凝土检测方法。钢筋力
学性能应在钢筋使用前截取有代表性的钢筋试件进行抗
拉、弯曲等项目的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而在此往往只能
通过在房屋结构中钻取少量钢筋碎屑进行化学分析，进而
评估其质量。将构件的混凝土剥开截取钢筋进行力学性能
试验同样也不能轻易使用 [7][8]。
2）水泥问题在农村自建房尤其突出，由于使用前没有
进行复检，致使构件混凝土浇筑后没有强度或强度过低，或
者产生大量裂缝等，而且没有依法留存水泥，无法确定是
施工配合比，究竟是拌和水问题，还是振捣问题或水泥质
量问题，难以判断，最终让建房者蒙受时间和资金有损失。
但是目前国内外尚无硬化混凝土中水泥质量的检验方法及
其标准，因此应规定一种相对较为科学且可行的方法。比
如，首先对配合比进行反演，再对其中所用水泥是否存在
质量问题进行评估的方法。
3）农村自建房中还经常出现因预制楼板断裂伤人的情

况，而且多数情况下使用的为非标准板即不是按照国家图
集生产的楼板，因此也无法按图集进行性能检验，使得因
该类问题产生的纷纷无法解决。因此，应规定非标准楼板
的检验原则 [9]。
3.3 质量评定与处理原则
为便于解决纠纷，除了常规的质量检测外，还应对质
量如何评定？出现质量问题后如何做出统一规定。
1）检测结果评定分为合格、不合格、质量问题、质量缺
陷和安全隐患。
2）质量检测结果可根据检测涉及的内容单独或者逐项
进行评定，当分项进行评价时，宜采用列表方式进行表达。
3）质量检测结果为质量缺陷时，承建单位应对其进行
保修。
4）质量检测结果为质量问题时，如果主要原因由产权
人（或使用人）使用不当或由不可抗力或其他不明原因引起
的，由产权人（或使用人）自行处理或委托质量保修单位协
助维修。
5）质量检测结果为安全隐患时，应按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①及时通知有关单位采取应急安全措施并报告工程所
在地行政主管部门。
②对造成安全隐患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果主要原因由
承建方引起，则按本规程第 6.0.6 条款相关要求处理；如果
主要原因非承建方引起，则由房主自行处理。
6）质量检测结果为不合格或不符合约定时，应按下列
方式进行处理：
①对不合格核验项进行返修、更换或重建等处理，使
其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并可获得合理赔偿。
②如果不合格核验项无法通过返修、更换或重建等处
理手段消除时，住宅产权人可以要求将房屋拆除重建，并
可获得合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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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农村自建房质量纠纷层出不穷，其质量的司法鉴定标
准化势在必行。可将上述思路制订出地方标准，在我省范
围内试用和完善，逐步推向全国，在农村自建房质量司法
鉴定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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