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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据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8年度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制订

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渝建发﹝2018﹞447号文件）要求，中煤科工集团

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性能要求；5设计；6施工；

7验收。

本标准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注意收集资料，总

结经验，并将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虎头岩）经纬大道780号，邮编：400042，电话：023-68817302，

传真：023-68811613），以供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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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应用，做到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采用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

声板进行建筑地面保温隔声工程的设计、施工与验收。

1.0.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行业和重庆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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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 Reinforced cement foam insulation and

sound insulation composite board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是工厂预制生产的，在水泥基泡沫板的上下表

面进行增强处理制成的一种具有保温、隔声功能的板材。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分为普通类和辐射地暖类两种类型。

2.0.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 Enhanced cement

based foam insulation and sound insulation composite floor insulation system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分为普通类和辐射地

暖类。

2.0.3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 General

type enhanced cement based foam insulation and sound insulation composite floor

insulation system

置于建筑物地面结构层上，由固定层、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

等构成的建筑地面保温隔声构造。

2.0.4 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

Radiant geotherms enhanced cement based foam insulation and sound insulation

composite floor insulation system

置于建筑物地面结构层上，由固定层、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

声板、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等构成的建筑地面保温隔声构造。

2.0.5 水泥基泡沫板 Cement based foam insulation insulation board

由通用硅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与隔声组分、掺合料、改性剂和水制成的浆

料，经混合搅拌、浇注成型、养护、机械切割等工艺制成的具有保温、隔声性能

的轻质多孔板材。

2.0.6 纤维增强层 Fiber Reinforced Layer

置于水泥基泡沫板表面，由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聚合物胶浆等组成，具有

提高水泥基泡沫板抗折性能的构造层。

2.0.7 弹性缓冲层 Elastic buffer layer

设置在水泥基泡沫板上起抗冲击、隔声增强作用的半刚性的结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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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均热涂层 Homogeneous coating

设置在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上，可使加热部件产生的热

量均匀散开的构造层。

2.0.9 轻质调平灰泥 Lightweight leveling mortar

由无机类胶凝材料、轻骨料及添加剂等按比例预拌而成，在增强型水泥基泡

沫保温隔声板铺设中起调平固定作用的材料。

2.0.10 调平模块 Leveling module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铺设过程中起调平固定作用的支架。

2.0.11 竖向隔声片 Vertical sound insulation film

设置在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与墙体之间的竖向隔声材料。

2.0.12 声桥 Sound bridge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中起到与楼板结构层

或墙体之间刚性连接，可将振动波传递给墙体或其他与楼板直接接触的物体，具

有像桥一样传递声能的现象。

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360YIh7E50KbbRb+FhCsLut6XyibVFgk4fbLMgytUg5Z4Q4OO30Ri8SAtVjSx1NjJY8K44RtEayP+7r08zvbSapylvk3iM0Lw6v3T3O0BPrgFRfxx8T4T9e6nDE6sc1ODY9Cpr791AaJuQye2MG4bWMDxm7iZ2B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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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等现行

国家、行业及重庆市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3.0.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组成材料应配套使

用。

3.0.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应确保施工质量符

合相关标准规定及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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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要求

4.1 系统性能

4.1.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1.1的

规定。

表 4.1.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性能要求

项 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nT,w（现场检测)
dB ≤65，且符合设计要求 GB/T 19889.7

抗冲击性能 — 无破碎或脱落（普通类） 附录 A

4.2 材料性能

4.2.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分为普通类和辐射地暖类两种，具体构造示意如图

4.2.1-1和图 4.2.1-2所示。

①弹性缓冲层；②上表面纤维增强层；③水泥基泡沫板；④下表面纤维增强层

图 4.2.1-1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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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热涂层(设计选用)；②预制沟槽层；③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

图 4.2.1-2 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构造示意图

4.2.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及其组成材料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2.2-1的规定。

表 4.2.2-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普通类 辐射地暖类

水泥基泡沫板干表观密度 kg/m3 ≤250 GB/T 5486
水泥基泡沫板导热系数（平均温

度 25±2℃）
W/(m·k) ≤0.070 GB/T 10294

上、下表面纤维增强层厚度 Mm 1.5±0.2 游标卡尺

抗冲击性能 — 无破碎或脱落 — 附录 A

放射性
IRa — ≤1.0

GB 6566
Ir — ≤1.0

水泥基泡沫板燃烧性能 — A级 GB 8624
抗折强度 MPa ≥0.50 GB/T 5486

体积吸水率（V/V） % ≤20 GB/T 5486

2 弹性缓冲层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2.2-2的规定。

表4.2.2-2 弹性缓冲层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 kg/m3 1200~1800 GB/T 6343

厚度 mm 5~10 GB/T 6342

燃烧性能等级 — A级 GB 8624

3 水泥基泡沫板性能应符合表 4.2.2-3的规定。

表4.2.2-3 水泥基泡沫板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干表观密度 kg/m3 ≤250 GB/T 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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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25
±2℃）

W/(m·K) ≤0.070 GB/T 10294

抗压强度 MPa ≥0.50 GB/T 5486
干燥收缩值（快速法） mm/m ≤0.80 GB/T 11969
体积吸水率（V/V） % ≤10.0 GB/T 5486

软化系数 — ≥0.80 JGJ 51
碳化系数 — ≥0.80 GB/T 11969

放射性
IRa — ≤1.0

GB 6566
Ir — ≤1.0

燃烧性能 — A级 GB 8624

4 纤维增强层所使用的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应符合表 4.2.2-4的规定。

表 4.2.2-4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标称单位面积质量 g/m2 ≥130 GB/T 9914.3

拉伸断裂强力（经、纬向） N/50 mm ≥1000 GB/T 7689.5

耐碱断裂强力保留率（经、纬向） % ≥75 GB/T 20102

氧化锆、氧化钛的含（合）量 %

ZrO2的含量为 14.5±0.8，TiO2

的含量为 6.0±0.5

JC/T 841或 ZrO2和 TiO2的合量≥19.2，

同时 ZrO2的含量≥13.7

或 ZrO2的含量≥16

可燃物含量 % ≥12 GB/T 9914.2

注：氧化钛和氧化锆的含（合）量应满足表中三项任意一项要求即可。

4.2.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的常用规格及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2.3 的规

定。

表 4.2.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常用规格及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规格尺寸 单位 允许偏差 试验方法

长度 600 mm ±2.0 GB/T 5486
宽度 300 mm ±2.0 GB/T 5486

水泥基泡沫板厚度 — mm 0～2.0 GB/T 5486
对角线差 — mm ±3.0 GB/T 5486

板面平整度 — mm ±1.0 GB/T 5486

注：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标准板 300mm×600mm 为基准，其他规格的尺寸允许偏差由供需双方

商定。

4.2.4 轻质调平灰泥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2.4的规定。

表4.2.4 轻质调平灰泥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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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 kg/m3 ≤1800 JGJ/T 70

抗压强度 MPa ≥1.2 JGJ/T 70

可操作时间 h 1.5～4.0 GB/T 29906

4.2.5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及采用的系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的规定。

4.2.6 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预制沟槽间距和尺寸设置应符合《辐射

供暖供冷技术标准》JGJ 142的规定。

4.2.7 竖向隔声片宜采用橡胶隔振垫、聚酯纤维复合卷材、难燃型改性聚乙烯保温隔声

卷材等具有保温隔声一体化功能的材料，其性能指标应符合《建筑隔声与吸声构造》08J

931、《聚酯纤维复合卷材建筑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应用技术标准》DBJ 50/T-297等相关

标准图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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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的构造做法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规定。辐射供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

地面工程的构造做法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和《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

程》JGJ 142的有关规定进行。

5.1.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中的水泥基泡沫板厚度根据热工计算和隔声要求

确定，且最小设计厚度不应小于 20mm。

5.1.3 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辐射表面向上的供热量或供暖量，以及

向下的传热量应按产品检测数据确定。

5.1.4 厕浴间、厨房等有防水要求的房间采用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

温隔声系统时，系统面层下应设防水隔离层，防水隔离层的构造做法应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

5.1.5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安装完成后，可在其上部直接粘结地砖、石材或铺

设木地板面层。

5.2 构造设计

5.2.1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楼层地面保温隔声系统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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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楼层地面保温隔声系统基本构造

装饰面层

①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

温隔声板②

调平固

定层

③

基层

④

构造示意图

地砖、石

材或木地

板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

泡沫保温隔声板

轻质调

平灰泥

或调平

模块

钢筋混凝土

楼板

5.2.2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底层地面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底层地面保温隔声系统基本构造

装饰

面层

①

增强型水

泥基泡沫

保温隔声

板②

调平

固定

层

③

防水

防潮

层

④

找平层

⑤
垫层⑥ 基层⑦

构造示意图

地砖、

石 材

或 木

地板

普通类增

强型水泥

基泡沫保

温隔声板

轻质

调平

灰泥

或调

平模

块

详设

计

20mm
厚水泥

砂浆

100mm
厚 C20
细石混

凝土

基岩清

理平整

或素土

夯实

5.2.3 与供暖房间相邻的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供暖地面基本构造

应符合表 5.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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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与供暖房间相邻的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供暖地面

基本构造

装饰

面层

①

供暖管②

增强型水泥基

泡沫保温隔声

板③

调平固

定层

④

基层

⑤

构造示意图

地砖、

石材

或木

地板

加热管或

加热电缆

辐射地暖类增

强型水泥基泡

沫保温隔声板

轻质调

平灰泥

或调平

模块

钢筋混

凝土楼

板

5.2.4 与土壤接触的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供暖地面基本构造应符

合表 5.2.4的规定。

表 5.2.4 与土壤接触的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供暖地面

基本构造

装饰

面层

①

供 暖

管②

增强型

水泥基

泡沫保

温隔声

板③

调平

固定

层

④

绝

热

层

⑤

防

水

防

潮

层

⑥

垫层

⑦
基层⑧

构造示意图

地

砖、

石材

或木

地板

加 热

管 或

加 热

电缆

辐射地

暖类增

强型水

泥基泡

沫保温

隔声板

轻质

调平

灰泥

或调

平模

块

详设

计

详

设

计

100m
m厚
C20
细石

混凝

土

基岩清

理平整

或素土

夯实

5.2.5 建筑楼层地面与柱、墙面交界处应粘贴竖向隔声片，如图 5.2.5，铺设的高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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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上表面 20mm或装饰面层，且应收口于踢脚线内，地

面有竖向管道时，竖向隔声片应包裹管道四周，铺设的高度与柱、墙面的铺设高度一致。

图5.2.5 建筑楼层地面与柱、墙面交界处构造图

①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②调平固定层；③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④二次装修层；⑤

踢脚；⑥密封胶；⑦竖向隔声片

5.2.6 门洞口处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应铺设至采暖空间墙体外侧边缘处，并做

好防水防潮处理。

5.2.7 厕浴间及有防水要求的建筑地面应增设防水隔离层，楼板四周除门洞口外应采用

强度等级不低于C20的混凝土进行翻边，其高度不小于200mm。

5.2.8 采用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时，管线应设置在二次装修的构造层

中，且不应破坏保温隔声层，地面线路装修和管道安装应符合相关的标准规范。

5.2.9 采用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时，与供暖房间相邻的楼板，可不

设置绝热层。其他部位绝热层的设置应符合《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JGJ 142的规定。

5.3 热工设计

5.3.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热工设计应符合国家《民用建筑热工

设计规范》GB 50176以及重庆市《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 50-052、

《居住建筑节能65%（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 50-071等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3.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用于建筑地面工程时，其热工参数应符合表5.3.2

的规定。

表5.3.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的热工参数

类型
导热系数λc，
［W/(m·K)］

蓄热系数Sc，
［W/(m2·K)］

修正系数a

架空楼层 底层 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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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地面 地面

水泥基泡沫板干表观

密度≤250kg/m3 0.070 1.07 1.25 1.50 1.20

5.4 隔声设计

5.4.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隔声设计应符合国家《民用建筑隔声

设计规范》GB 50118以及重庆市《绿色生态住宅（绿色建筑）小区建设技术标准》DBJ

50/T-039、《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 50-052、《居住建筑节能 65%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 50-071等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4.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隔声性能应符合表5.4.2的

规定。

表5.4.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隔声性能指标

构件名称
水泥基泡沫板厚度，

（mm）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L'nT,w（现场检测)，（dB）

分户楼板
20 ≤65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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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般规定

6.1.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

案并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查批准，方案实施前应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现场技术安全交

底和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

6.1.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应按照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经审

查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改专项设计。

6.1.3 所采用的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

符合设计和产品标准的要求。材料进场后，应按规定抽样复验。复验不合格的严禁在工

程上使用。

6.1.4 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经监理或建设单位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

工。当下道工序或相邻工程施工时，应对已完成的部分采取保护措施。

6.1.5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施工期间以及施工完成24小时内，基层及环境温度

不应低于5℃。

6.1.6 大面积施工前，应在现场采用相同材料、构造做法和工艺制作样板，经有关各方

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

6.1.7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运输至施工现场后，铺设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

声板宜采用轻质调平灰泥或调平模块调平固定等干式工法的施工工艺。

6.2 施工准备

6.2.1 建筑地面工程的施工应在上道工序验收合格后进行。

6.2.2 伸出地面的管道、设备、基座或预埋件等，应在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施

工前安装牢固，并做好密封防水处理。

6.2.3 各类机具、工具应齐备、安全、可靠，并经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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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施工工序

6.3.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施工工序应按图6.3.1所示流程进行：

图6.3.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施工流程图

6.3.2 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施工工艺流程，合理安排各工序，保证各工序间的衔接和

间隔时间，以确保施工质量。

6.4 施工要点

6.4.1 基层应坚实平整、清洁（无油渍、污垢、灰尘以及杂物），铺设增强型水泥基泡

沫保温隔声板用轻质调平灰泥或调平模块调平固定。

6.4.2 在墙脚处墙面粘贴竖向隔声片。竖向隔声片应高于保温隔声板表面，且应不间断

布满房间内所有的墙脚处墙面。竖向隔声片拼缝宽度不应大于1mm。

基层处理

弹控制线

粘结竖向隔声片

铺设轻质调平灰泥或调平模块

铺设板材

板缝处理

清洁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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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铺设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铺设应平整，接缝挤紧。直接与土壤接触或有潮

湿气体侵入的地面应在保温隔声板铺设前铺设防潮层。

2 相邻板块根据设计要求采用通缝或错缝拼接施工，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

温隔声板宜采用错缝拼接施工，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宜采用通缝拼

接施工。

3 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板缝应均匀，横平竖直，板缝宽度不宜大

于 3mm，并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勾缝。

4 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相邻板材上的沟槽应对接紧密、无错

缝，接缝应平顺，接缝高低差应不大于 1.5mm。

5 当标准规格尺寸不能满足要求时，可用工具裁下所需尺寸的增强型水泥基泡沫

保温隔声板进行铺设。

6 轻质调平灰泥宜满铺，铺设面积应不小于板材面积的 60%，铺设点应均匀分布，

最大空腔面积应不大于 100cm2。

6.4.4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底层地面施工应待防水防潮层施工完成后再按楼

层地面的施工流程进行施工。

6.4.5 底层地面保温隔声板的垫层、调平固定层、防水层应符合《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 50037、《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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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 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材料和配套辅件（材）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标准要求和设计要求。材料或产

品进入施工现场时，应有含中文标识的出厂质量合格证、产品出厂检验报告、有效期内

的系统型式检验报告等。

7.1.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施工验收应符合《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民用建

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建筑

节能（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J 50-255等现行相关标准和本标准的规

定。

7.1.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应在基层质量验收合格后施工，施工

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分项工程

验收。

7.1.4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工程

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 建筑地面基层及其表面处理；

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的铺设情况；

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中的水泥基泡沫板的厚度；

4 声桥（建筑楼面与柱、墙面交界处）、门洞部位处理。

7.1.5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可按施工段或变形缝划分；

2 高层建筑标准层可按每 3层（不足 3层按 3层计）划分检验批。

3 不同构造做法的建筑地面工程应单独划分检验批。

4 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建设）单

位共同商定。

7.1.6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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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3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至少应有 90％的检查点合格，且其余检

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

4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方案和质量检查记录。

7.2 主控项目

7.2.1 用于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的材料、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

要求和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或称重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三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检

验批进行核查。

7.2.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的分户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应符合

设计要求和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有效期内的系统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使用的水泥基泡沫板，其干表观密

度、导热系数、抗压强度、燃烧性能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4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使用的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

板等进入施工现场时应对水泥基泡沫板的干表观密度、导热系数、抗压强度进行复验，

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随机抽样送检，检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工程、同一材料、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型号、同一规格、同一批号

复验一组。

7.2.5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

求对基层进行处理，处理后应符合保温隔声层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按自然间（或标准间）检验，抽检数量应随机检验且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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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间；不足 3间，应全数检查。

7.2.6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各层的设置和构造做法以及保温隔

声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按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按自然间（或标准间）检验，抽检数量应随机检验且不少

于 3间；不足 3间，应全数检查。

7.2.7 穿越地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各种管道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声、热桥的保温

隔声措施。

检查方法：观察；手扳检查；水泥基泡沫板厚度采用钢针插入或剖开尺量检查；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按自然间（或标准间）检验，抽检数量应随机检验且不少

于 3间；不足 3间，应全数检查。

7.2.8 有防水要求的地面，其保温隔声层做法不得影响地面排水坡度，保温隔声层面层

不得渗漏。

检查方法：用长 500mm的水平尺检查；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检验批抽检数量应按房间总数随机检验，且不少于 4间；不足 4间，

应全数检查。

7.3 一般项目

7.3.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用材料的外观和包装应完整无破损，

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按自然间（或标准间）检验，抽检数量应随机检验且不少于

3间；不足 3间，应全数检查。

7.3.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的施工应按照施工方案施工，增强型

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应固定牢固，接缝平整、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按自然间（或标准间）检验，抽检数量应随机检验且不少于

3间；不足 3间，应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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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应符合

表 7.3.3的规定。

表 7.3.3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安装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目 单位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表面平整度 mm 4.0 用 2m靠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缝格平直 mm 3.0 拉 5m线和用钢尺检查

接缝高低差 mm 1.5 用钢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踢脚线上口平直 mm 4.0 拉 5m线和用钢尺检查

板块间隙宽度 mm 3.0 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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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抗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抗冲击性能

A.1.1 仪器设备

A.1.1.1 钢球：高碳铬轴承钢钢球，应符合 GB/T 308-2002的要求，规格：

公称直径 63.5mm、质量 1045g。

A.1.1.2 抗冲击仪：由落球装置和带有刻度尺的支架组成，分度值 0.01m。

A.1.2 试件制备

A.1.2.1 试验用基材混凝土板性能应符合 JC/T 547-2017 附录 A的要求。混凝土板尺寸

不小于 400mm×800mm×（30~50）mm，数量 1块。

A.1.2.2 随机抽取 1块尺寸不小于 300mm×600mm的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

弹性缓冲层向上，用适当的胶粘剂满粘在基材混凝土板上，粘结厚度不小于 5mm。

A.1.2.3 将制备的试件置于环境温度（23±2）℃，相对湿度（50±5）%的标准条件下

养护 28d龄期。

A.1.3 试验步骤

A.1.3.1 将试件弹性缓冲层向上，水平放置在抗冲击仪的基底上，试件紧贴基底；

A.1.3.2 用钢球在 0.98m的高度上自由落体冲击试件，冲击 5处，冲击点间距及冲击点

与试件边缘的间距不得小于 100mm，试件表面冲击点周围出现破碎或脱落现象视为冲

击点破坏。

A.1.4 结果评定

当 5个冲击点破坏点小于 2个时，判定合格。

（2）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抗冲击性能

A.2.1 试验仪器

参照 A.1.1

A.2.2 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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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 1块尺寸不小于 300mm×600mm的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试件

厚度为制品厚度。

A.2.3 试验步骤

参照 A.1.3

A.2.4 结果评定

参照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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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0.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和“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1.0.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符

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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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说明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重庆市属于夏热冬冷地区，为了减少冬、夏季居

住建筑室内热（冷）量通过楼面进行热传递造成实际使用能耗，应加强包括楼板在内的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要求。此外，民用建筑室内环境常常受到各种噪声的干扰，特别是

楼板撞击声的干扰在许多建筑中普遍存在，在居住建筑中尤为突出。增强型水泥基泡沫

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具有良好的保温和隔声性能，该系统能有效解决楼板

冷热交换、噪声等问题，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是在承重的钢筋混凝土楼板上铺设的保温隔声板材，

在达到保温要求的同时基本阻断了固体传声效应，有效削弱了撞击声传播，同时也非常

适用于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保温隔声模块。

1.0.2 本条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本条界定了本标准与其它标准之间的联系。由于建筑节能工程涉及到设计、施工、

验收及原材料等很多方面，还与多个相关专业交叉，故提出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

板建筑地面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重庆市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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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根据产品用途不同分为普通类和辐射地暖

类两种类型。普通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是铺设后不需要浇筑混凝土保

护层即可直接铺设装饰面层的板材。辐射地暖类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是

用于现场拼装敷设加热管或加热电缆的、带有固定间距和尺寸沟槽的保温隔声板

材。

2.0.5 水泥基泡沫板生产过程中，在改性发泡水泥保温板配方基础上，添加隔声

组分、采用孔径控制技术，保持其保温隔热性能，优化其隔声性能。水泥基泡沫

板热物理性能指标与同等级改性发泡水泥保温板热物理性能指标一致，其取值按

照《重庆市建筑材料热物理性能计算参数目录（2018年版）》设计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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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的性能是由系统各组成材料及配件的配套性和相

容性决定的。为保证工程质量，明确质量责任，应由系统供应方完成对系统、组

成材料、以及组成材料之间的匹配性能的各种测试，提供全部材料和配件，并对

系统性能负责。因此，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组成

材料及配件由系统供应方统一供应。这也避免了在工程产生质量问题时，各材料

供应方互相推诿责任，建设方不易追究责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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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要求

4.1 系统性能

4.1.1 本条设定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的隔声性

能，有效地解决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由于楼板的隔声效果差带来的噪声干扰，

提高了居住声环境质量。

本条对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保温隔声系统的抗冲击强

度进行了规定，要求系统组成材料在冲击力作用下，不出现开裂，纤维增强层、

弹性缓冲层、预制沟槽层、均热涂层等均不出现脱落。

4.2 材料性能

4.2.2 弹性缓冲层力学性能在表 4.2.2-1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抗冲击强

度指标里体现，不单独规定其力学性能指标。

4.2.5 本条对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及系统材料用于室内地面系统的环

保指标进行了规定，特别是对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及系统材料的甲醛释

放量、放射性等指标作出了规定。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及系统材料生产

所用的原材料是无机类建筑材料，几乎没有甲醛释放量和放射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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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4 隔声设计

5.4.2 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以及重庆市《绿色生态

住宅（绿色建筑）小区建设技术标准》DBJ 50/T-039、《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建

筑）设计标准》DBJ 50-052、《居住建筑节能65%（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 50-071

等现行标准均对建筑地面的隔声性能提出了设计要求，本条对增强型水泥基泡沫

保温隔声板建筑地面系统的隔声性能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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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般规定

6.1.1 专项施工方案是指导整个建筑保温隔声工程施工、保障施工质量的基本手

段。方案应经施工单位技术部门负责人或者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报项目监理机构，

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同意后实施。分项工程的技术交底由项目负责人组织，同时要

求操作人员应经专业培训，达到相应的操作技术水平和岗位要求。

6.1.6 样板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和评判其质量与工艺状况，还可以对材料、做法、

效果等进行直接检查，并可以作为验收的参照实物标准，也是对作业人员技术交

底过程。

6.3 施工工序

6.3.2 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各工序是为了确保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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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 收

7.1 一般规定

7.1.4 本条规定本系统在施工过程中应进行的隐蔽工程验收内容，以规范隐蔽工

程验收。当施工中出现本条未列出的内容时，应在施工方案中对隐蔽工程验收内

容加以补充。需要注意，本条要求隐蔽工程验收不仅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还应

有必要的图像资料。声桥是影响本系统隔声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条特别规范

了声桥隐蔽工程验收。

7.1.5 当分项工程的工程量较大，出现需要划分检验批时，检验批的划分按本条

规定进行。当情况较为特殊时，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

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7.2 主控项目

7.2.4 在地面保温隔声工程中，保温隔声材料的性能对于地面保温隔声的效果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用于地面保温隔声材料的质量，避免不合格材料用

于地面保温隔声工程，参照常规建筑工程材料进场验收办法，对进场的地面保温

材料也由监理人员现场见证随机抽样送有资质的实验室对有关性能参数进行复

验，复验结果作为地面保温工程质量验收的一个依据。复验报告必须是第三方见

证取样，检验样品必须是按批量随机抽取。

7.3 一般项目

7.3.3 本条参考《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中的有关规定，

提出增强型水泥基泡沫保温隔声板安装质量的允许偏差和相应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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