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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在室内地面工程中的应用，保证工程质量，根据辽

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1年度辽宁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辽住建科〔2021〕33号）文件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和先进做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经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审查定稿。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材料；5. 设

计；6. 施工；7. 质量验收等。

本规程归口管理部门：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2

号），联系电话：024-23447652。

本规程由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程在执

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辽宁

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61 号，邮编：

110032，电话：024-86614506）。

本规程主编单位：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辽宁省建筑材料工业协会

沈阳建筑大学

本规程参编单位：

本规程主要编制人员：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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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推广和规范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在室内地面工程中的应用，保证石膏基自

流平砂浆地面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的非潮湿环境和非腐蚀介质环境的室内石

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的设计、施工、质量检验与验收。

1.0.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的设计、施工及质量验收等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辽宁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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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gypsum based self-leveling floor compound

以半水石膏（CaSO4·1/2H2O）或Ⅱ型无水石膏（Ⅱ型CaSO4），或两者的混

合物为主要胶凝材料，与骨料或填料及外加剂所组成，与水搅拌后具有自流平特

性的材料。

2.0.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 gypsum based self-leveling mortar floor

由基层、自流平专用界面剂、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或由基层、地暖层和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层构成的地面。

2.0.3 小负荷室内地面 small load indoor floor

均布活荷载不大于 2.0 kN/m2的地面。

2.0.4 普通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 combined type gypsum based self-leveling

mortar floor

由基层、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构成的地面，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施工前基层

采用自流平专用界面剂处理，简称普通型。

2.0.5 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 gypsum-based self-leveling mortar floor for

floor heating system

由基层、地暖层、全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回填找平层，或细石混凝土回填层和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找平层构成的地面，简称地暖型。

2.0.6 反射膜 reflective film

以建筑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等制成，作为一种反射材料，置于

保温隔热材料与发热体之间，起到将热量向上反射作用的薄膜。

2.0.7 防膨胀边条 anti-expansion side strip

以聚乙烯发泡棉（EPE珍珠棉）等制成，用于缓冲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膨胀

的线条。

2.0.8 保温隔热层 thermal insulation layer

采用发泡水泥、泡沫混凝土、保温砂浆、保温板等施工的具有保温、隔热功

能的填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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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应采用节材、利废、对人体无危害以及对环境

无污染的材料，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限制使用的材料。

3.0.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施工应在基层、保温隔热层、地暖层及其他隐蔽部位验

收合格后进行。

3.0.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制备浆料时应按产品规定的用水量搅拌使其流动度满

足标准和施工要求，严禁通过增加用水量提高其流动性。

3.0.4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不得用于潮湿环境和有腐蚀介质的环境。

3.0.5 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中的地暖管外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55 ℃。

3.0.6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搅拌前应将搅拌设备中的残留料浆硬化物清理干净。石

膏基自流平砂浆搅拌好后，应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完毕，已初凝的料浆不得再次加

水搅拌后使用。

3.0.7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不得直接作为地面饰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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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生产与应用不应对人体、生物与环境造成有害的影

响，所涉及的有关安全与环保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4.1.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可为袋装或散装。袋装可采用复合袋、复膜塑编袋等防

潮包装袋包装，散装应采用罐装车运输及专用封闭式筒仓储存。

4.1.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储存及运输环境应干燥、阴凉，不同批次、不同类型

的产品应分类储存。

4.1.4 不同批次、不同类型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不应混合使用，严禁使用过期、

结块的产品。

4.1.5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与配套组成材料之间应彼此相容。

4.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4.2.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按抗压强度等级分为G20、G25和G30。

4.2.2 石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石膏》GB/T 9776或现行行业标准《α型

高强度石膏》JC/T 2038的规定。

4.2.3 拌合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4.2.4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外观应均匀、无结块、无杂质。其性能指标应符合表4.2.4

的规定。

表 4.2.4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性能指标

项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G20 G25 G30

pH值 － ≥7.0 GB/T5484

初凝时间 h ≥1
GB/T17669.4

终凝时间 h ≤10

30min 流动度 mm ≥140

JC/T1023
24h抗折强度 MPa ≥2.0

28d绝干抗折强度 MPa ≥5.0 ≥7.0 ≥7.0

24h抗压强度 MPa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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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d绝干抗压强度 MPa ≥20.0 ≥25.0 ≥30.0

28d拉伸粘强度 MPa ≥1.0

尺寸变化率 % -0.05~0.05

抗冲击性 － 无开裂或脱离底板

氯离子 mg/kg ≤400 GB/T5484

软化系数 － ≥0.4 GB/T20473

石膏含量（以

CaSO4计）
% ≥30 JC/T2474

放射

性核

素限

量

内照射指

数 IRa
－

≤1.0

GB6566
外照射指

数 Ir
≤1.0

4.3 其它材料

4.3.1 液体界面剂的性能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用界面剂》

JC/T2329的规定外，尚应符合表 4.3.1的规定。

表 4.3.1液体界面处理剂性能指标

项 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最低成膜温度 ℃ ≤5 JG/T468

不挥发物含量 % ≥12.0

JC/T2329

pH值 － ≥7.0

表干时间 h ≤2

24h表面吸水量 mL ≤0.5

界面处理后拉伸粘结

强度
MPa ≥1.0

4.3.2 保温隔热材料如采用聚苯乙烯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绝热用模塑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GB/T 10801.1或《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GB/T 10801.2 的

相关规定，且压缩强度应大于 200kPa；如采用其它保温隔热板材应符合相应产

品标准的规定。

4.3.3 保温隔热材料如采用发泡水泥、泡沫混凝土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泡沫

混凝土》JG/T 266、《聚苯乙烯颗粒泡沫混凝土》JC/T 2458、《陶粒泡沫混凝土》



6

JC/T 2459的规定。

4.3.4 防膨胀边条宜采用厚度不小于 8mm 的聚乙烯发泡棉（EPE珍珠棉）或相似

特性的其他材质边条。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应根据材料性能、使用功能、结构类型、环境

条件、施工工艺和工程特点进行构造设计。

5.1.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分为普通型、地暖型二种类型。

5.1.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与基层及饰面层应相容。

5.1.4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与墙面接触面宜贴设防膨胀边条；防膨胀边条厚度不

应小于8mm，高度应根据石膏自流平砂浆找平层施工厚度进行选择。普通型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层与墙面接触面也可采用液体界面剂处理。

5.2 构造设计

5.2.1 普通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应由基层、界面剂、石膏基自流平砂浆、防

膨胀边条（或界面剂）构成。基本构造如图5.2.1-1和5.2.1-2所示。

图5.2.1-1 普通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基本构造

1—防膨胀边条；2—石膏基自流平砂浆；3—界面剂；4—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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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2 普通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基本构造

1—界面剂；2—石膏基自流平砂浆；3—界面剂；4—基层

5.2.2 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分为回填类和找平类。回填类由基层、保温

隔热层、地暖管、反射膜、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回填找平层、防膨胀边条构成。基

本构造如图5.2.2-1所示；找平类由基层、保温隔热层、地暖管、反射膜、细石混

凝土回填层、界面剂、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找平、防膨胀边条构成，基本构造如图

5.2.2-2所示。

图 5.2.2-1 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基本构造(回填类)

1—防膨胀边条；2—石膏基自流平砂浆；3—反射膜；4—保温隔热层；5—地暖管；6—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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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2 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基本构造(找平类)

1—防膨胀边条；2—石膏基自流平砂浆；3—反射膜；4—保温隔热层；5—地暖管；6—基层；

7—细石混凝土回填层 8—界面剂

5.2.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设计厚度应与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的类型、基层

平整度、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强度和使用目的相适应。

5.2.4 普通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的设计厚度应根据其地面上方荷载及选用

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强度等级而定，其最小设计厚度不得低于5mm。

5.2.5 地暖型全部采用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回填找平，地面宜用于小负荷室内地面

（均布活荷载≤2.0 kN/m2），设计厚度应为30mm与地暖管外径之和。如果保温

隔热材料采用板状材料时，下方基层平整度不够，应进行粗找平作业，其粗找平

层厚度应由地面平整度决定。

5.2.6 当均布活荷载大于 2.0kN/m2时，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的厚度应根据其强

度等级和地面均布活荷载另行设计。

5.2.7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的分隔缝的设置应与基层的伸缩缝位置一致。当有

需要时，可根据产品性能、施工面积、施工厚度、施工区域及构造类型等现场情

况增设分隔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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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并应按施工方案进行

技术交底；从事施工作业的人员应进行实际操作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6.1.2 施工前应做好门窗防护，对已完成装饰层的墙面，应采取防护措施。

6.1.3 施工单位应建立各道工序的自检、互检和专职人员检验制度，并应有完整

的施工检查记录。

6.1.4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施工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5℃，且不高于35℃。

6.1.5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储存与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袋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应储存在干燥、通风、不受雨淋的场所，并应按

品种、生产日期或批号分别堆放在架空板上，不得混堆使用，且应先存先用并应

在储存期内使用完毕。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生产商应在包装袋上明示产品的储存

期。不得使用受潮结块的袋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2 不同品种的散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应分别储存在专用封闭式筒仓内，不

得混存使用，并应对筒仓进行标识。更换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品种时，筒仓应清空。

散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在正常储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储存期为3个月。不

得使用受潮结块的散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

6.1.6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施工应采用专用机具，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搅拌前，应将搅拌容器或搅拌机中的残留料浆硬化物

清理干净；

2 采用手持式电动搅拌器搅拌时，应在搅拌容器中加入规定量的水，再加

入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进行搅拌，连续搅拌时间不应少于3min。

6.2 基层检查与处理

6.2.1 基层表面不得有起砂、空鼓、起壳、脱皮、疏松、麻面、油渍、灰尘、裂

纹等缺陷；浇筑前应将基层表面的尘土、污垢、油渍等清理干净；

6.2.2 基层含水率不应大于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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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当基层中表面存在裂缝时，在确定基层中无地暖管后，可先采用机械切割

的方式将裂缝切成10 mm～20 mm宽，深度为基层厚度的1/3～2/3的V形槽，然后

采用修补材料通过灌注、找平、密封进行处理；

6.2.4 当基层的空鼓面积不大于1m2时，可采用灌浆法处理；当基层的空鼓面积

大于1m2时，应剔除，并重新施工；

6.2.5 基层检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规定，验收合格后方可施工；

6.2.6 楼地面与墙面交接部位、穿楼地面的套管等细部构造处，应进行防护处理

并验收合格后方可施工。

6.3 施工工序与要求

6.3.1 普通型施工应按图6.3.1所示工序进行：

图 6.3.1 普通型施工工序

6.3.2 地暖型施工应按图6.3.2-1及6.3.2-2所示工序进行：

6.3.2-1地暖型施工工序（回填类）

基层检查、处理 涂刷界面剂 墙面贴设防膨胀边条（或涂刷界面剂）

放线或制作灰饼制备浆料浇筑养护、干燥 消泡

基层检查、处理 墙面贴设防膨胀边条 设置保温隔热材料、反射膜

安装地暖放线或制作灰饼制备浆料

浇筑 成品保护养护、干燥消泡

成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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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地暖型施工工序（找平类）

6.3.3 施工过程中现场严禁交叉作业。

6.3.4 涂刷界面剂时，可采用辊涂或喷涂方式，涂刷应均匀，不得漏涂和局部积

液，待界面剂干燥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施工；墙面涂刷界面剂时，涂刷高度不得低

于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施工厚度。

6.3.5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应按设计用水量制备浆料，并应充分搅拌至均匀。

6.3.6 现浇泡沫混凝土、保温砂浆等保温隔热层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辽宁省地方标

准《地面辐射采暖泡沫混凝土绝热层技术规程》DB21/T 1684的有关规定。

6.3.7 地暖型的地暖管线铺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JGJ 142的有关规定。

6.3.8 地暖型施工时反射膜和防膨胀边条之间应采取相应的密封措施；反射膜和

反射膜之间的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100 mm，如有需要可在搭接处采取相应的密封

措施。

6.3.9 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中保温板应铺设整齐，保温板之间及与防膨

胀边条之间的接缝处应密封完好，地暖管应固定牢固。

6.3.10 地暖型在浇筑前24h应检查供暖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浇筑过程中应保持地

暖管压力，浇筑完毕可上人后方可泄压。

6.3.11 浆料浇筑、摊铺、消泡等过程应连续，并应在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初凝之

前完成。消泡应在浆料流动找平过程中完成，宜使用消泡滚筒进行消泡处理，除

普通型外，不宜采用尖锐物体作为消泡器械。

6.3.1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浇筑完毕后，养护及干燥应根据材料供应方的要求进

行。

基层检查、处理 墙面贴设防膨胀边条 设置保温隔热材料、反射膜

安装地暖放线或制作灰饼

制备浆料 浇筑 成品保护养护、干燥消泡

细石混凝土回填涂刷界面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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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

有关规定和本规程的要求。

7.1.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2 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施工记录。

7.1.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进场时应进行外观检验。外包装应完好，无破损；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外观应均匀，无杂质、无受潮结块现象。

7.1.4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外观检验合格后，应对30min流动度、24h抗折强度、

24h抗压强度等项目进行复验。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类型、同一批号的产品每100t

为一检验批，不足100t时亦应作为一个检验批，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7.1.5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质量检验与验收批次划分应按相同材料品种、

工艺和施工条件的室内地面工程，每50个自然间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50

间按50间计；大面积房间和走廊每30m2计为一间，不足30m2按照30m2计。

7.1.6 检查数量按每个检验批次至少抽查10%，且并不得少于3间。

7.1.7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的检验验收应在检验批质量检验合格的基础

上，确认达到验收条件后方可进行。

7.1.8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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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3 一般项目至少应有 80 % 以上的检验点合格，且不合格点不得影响使用；

7.2 主控项目

7.2.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浇筑前基层检查与处理应符合本规程6.2条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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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2 普通型中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与基层之间应使用界面剂处理，且界面剂不

得漏涂和局部积液。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3 地暖型中反射膜和防膨胀边条之间应采取相应的密封措施；反射膜和反射

膜之间的搭接宽度不应小于100mm，如有需要可在搭接处采取相应的密封措施。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4 在地暖型中保温板应铺设整齐，保温板之间及保温板与防膨胀边条之间的

接缝处应密封完好，地暖管应固定牢固。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5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程4.2.4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书、进场检验记录、性能检验报告和复验报告。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6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表面应无明显裂纹、针孔、起砂及掉粉现象。

检验方法：观察；手摸检查。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2.7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施工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7.3 一 般 项 目

7.3.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表面平整度不应大于 3mm/2m。

检验方法：用2米靠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检验数量：每个检验批不少于3处。

7.3.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缝格平直不应大于5mm。

检验方法：拉5米线和用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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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每个检验批不少于3处。

7.3.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接缝高低差不应大于2.0 mm。

检验方法：用钢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检验数量：每个检验批不少于3处。

7.3.4 普通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每20 m2地面空鼓不应超过2处，每处空鼓面

积不得大于400cm2。

检验方法：用小锤轻敲。

检验数量：每个检验批不少于 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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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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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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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

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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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3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4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5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T 5484

6 《建筑石膏》GB/T 9776

7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GB/T 10801.1

8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GB/T 10801.2

9 《建筑石膏 净浆物理性能的测定 》GB/T 17669.4

10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11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JGJ 142

12 《自流平地面工程技术标准》JGJ/T 175

13 《泡沫混凝土》JG/T 266

14 《墙体用界面处理剂》JG/T 468

15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JC/T 907

16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JC/T 1023

17 《α型高强度石膏》JC/T 2038

18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用界面剂》JC/T 2329

19 《聚苯乙烯颗粒泡沫混凝土》JC/T 2458

20 《陶粒泡沫混凝土》JC/T 2459

21 《地面辐射采暖泡沫混凝土绝热层技术规程》DB21/T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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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与水泥基自流平材料相比，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具有早强快硬、轻质高

强、不易开裂、不易空鼓等优点，特别是在厚层地面施工中具有明显优势，且硬

化后具有呼吸调湿、脚感舒适的特点，是一种与地暖配套较为理想的材料，具有

广阔的发展空间；且可大量利用脱硫石膏及磷石膏等工业副产石膏，有利于固废

利用。

辽宁省石膏砂浆研究应用相比南方发达地区要晚，随着石膏砂浆在辽宁地区

的普遍应用，石膏砂浆生产企业已发展到数十家，为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生产和

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过近几年的研究，在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开发、生产、

应用等方面也已形成了一套地方性的技术体系，为了规范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在地

面工程中的应用，保证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工程的质量，制定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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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由于现行行业标准《石膏基自流平砂浆》JC/T 1023中的相关规定更侧重于

以半水石膏为主要胶凝材料，但国内企业有明确以Ⅱ型无水石膏为主要胶凝材料

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产品。考虑到Ⅱ型无水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在性能和成本方面

均有其特点，我国天然石膏矿中无水石膏占 60 %以上，工业副产石膏中也有Ⅱ

型无水石膏。同时有研究证明将磷石膏等工业副产石膏加工成Ⅱ型无水石膏后能

消除其中杂质的影响，有利于其综合利用。为了丰富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胶凝材

料种类，本规程中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胶凝材料以半水石膏为主但也包含Ⅱ型无

水石膏。

2.0.3 不同的应用场合对地面的承载能力有不同的要求，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中 5.1.1的规定，地面均布活荷载不大于 2.0 kN/m2

的场所一般有宿舍、旅馆、医院病房、托儿所、幼儿园、住宅等。

2.0.4～2.0.5 根据我省的实际应用情况，将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分成了普通型

和地暖型两种类型，实际工程中多为普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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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贯彻国家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政策和资源综合利用。

3.0.5 当温度不超过 55 ℃时，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具有很好的体积稳定性，但温

度高于 55 ℃时石膏会缓慢轻微脱水而影响质量。

3.0.6 搅拌容器或搅拌机中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残留料浆硬化物主要组分为二

水石膏（CaSO4·2H2O），对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料浆具有促凝作用，会导致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强度降低，影响施工质量，因此在搅拌前需要将残留料浆硬化物清

理干净。

3.0.7 石膏材料耐水性较差，所以需要避免作为地面的饰面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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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2.2 现行行业标准《石膏基自流平砂浆》JC/T 1023是以半水石膏为主要胶凝

材料的自流平砂浆，我省生产企业多数采用脱硫石膏为β型半水石膏。β型半水

石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石膏》GB/T 9776的规定，α型半水石膏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α型高强度石膏》JC/T 2038的规定。

4.2.3 使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要求的水进行石膏基自

流平砂浆拌合，可避免由于拌合用水 pH值过低或过高、可溶物及其他杂质离子

超标等带来的隐患，保证工程质量。

4.2.4 和现行行业标准《石膏基自流平砂浆》JC/T 1023相比，增加了氯离子和

放射性核素限量的要求，考虑到我省生产企业多数采用工业副产石膏，为了避免

其中的氯离子对金属材料的腐蚀及氯盐在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干燥时迁移到地坪

表面，影响外观质量，因此对氯离子的含量提出了限值要求。建筑材料的放射性

超过一定的限值将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故增加了该项指标。

4.3.1 水泥基自流平砂浆和石膏基自流平砂浆都呈碱性，二者对界面剂的性能要

求基本一致。使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泥基自流平砂浆用界面剂》JC/T 2329

要求的界面剂，可提高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与基层的粘结力，同时封闭了基层气孔，

防止气泡产生。

4.3.4 防膨胀边条具有两个主要功能：①降低热量向墙面的传导速率，减少热损

失；②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受热膨胀时起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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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4 防膨胀边条厚度规格一般有 8 mm、 10 mm、12 mm。根据国外产品说明

及国内实际工程项目考察，防膨胀边条厚度多为 8 mm，能够满足施工要求。

5.2 构造设计

5.2.1～5.2.2 本规程根据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应用的形式分为普通型、地暖型两种

类型。在本规程中，示意图部分并未包含饰面层材料，在工程设计时应在本规程

示意图的基础上增加饰面层材料。

5.2.4 普通型最小设计厚度为 5mm是经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和实验数据得来。

5.2.5～5.2.6 总结国内已有工程经验，对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的设计厚度做了规

定。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多用于室内地面，一般地面均布活荷载不超过 2.0 kN/m2，

当超过时，可以通过选用更高强度等级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产品或在现有强度等

级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产品基础上增加其设计厚度来满足使用要求。

5.2.7 参考现行行业标准《自流平地面工程技术标准》JGJ/T 175-2018中的规定，

并根据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施工中现场实际情况做了补充。如施工面积过大、地面

高低差过高、施工区域地面形状不同、小房间多、房间与走廊相接处以及建筑的

阳角处，均需增设合适的分隔缝，以保证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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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2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在未绝干之前需要避免过早的上人踩踏，否则会影

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的质量。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浇筑后未硬化之前，吹风会

导致面层起波纹，有时也会造成开裂，所以需要做好门窗的防护工作。

6.1.3 建立自检、互检和专职人员检验制度，可加强质量控制。当质量问题发生

时,有完整的施工检查记录可追根溯源，查到责任人，进而强化检查人员的质量

意识，保障工程质量。

6.1.4 温度低于 5℃时,会影响胶凝材料的水化，难以保证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

质量。温度高于 35℃时，浆体水分会迅速被基层吸收或蒸发到空气中,浆体流动

性降低,同时由于浆体失水过快,还会增加塑性开裂的风险。

6.1.5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受潮易结块，影响强度，因此其储存是关键。

1 袋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石膏组分遇水发生化学反应，使材料结块，从

而影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性能，降低其强度，缩短其储存期。因此，袋装石膏基

自流平砂浆储存时不得受潮和雨淋。由于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储存期较短，先进

场的材料先用，以免超过储存期。袋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储存期由生产商确定，

一般不超过 6个月。

2 施工现场应配备散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移动筒仓。在筒仓外壁明显位置

做好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标记，内容为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生产厂家、品种、批号、

生产日期等。不同品种的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其性能也不同，混用将会影响工程

质量，因此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不得混存混用。更换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品种时，筒

仓应清理干净。散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储存期一般不超过 3个月。

6.1.6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中掺有纤维素醚、缓凝剂等外加剂，为使各组分在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中均匀分布，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搅拌，才能保证石膏基自流平砂

浆的均匀性。

6.2 基层检查与处理

6.2.1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施工前对基层进行处理，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工序。

主要参照了现行行业标准《自流平地面工程技术标准》JGJ/T 175 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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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基层含水率大于 8%，会导致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或界面剂与基层不能牢固

粘结,造成后期返潮空鼓,影响工程质量,因此对基层含水率应有所限制。

6.2.5 基层质量是保证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工程质量的重要前提,只有确保基层合

格,才能保证石膏基自流平砂浆的工程质量。

6.3 施工工序与要求

6.3.3 交叉作业可能造成施工间断,由于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早强快硬的特点,若

施工间断，可能造成明显接槎、分层等现象，造成工程隐患。

6.3.9 根据工程经验，在地暖型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地面施工中，经常出现因保

温板接缝处密封不好而导致石膏基自流平砂浆从接缝处流至保温板下方，造成保

温板浮起，从而影响石膏基自流平砂浆施工质量，因此特别强调要将保温板各接

缝处密封完好，可选用的密封措施有胶布粘贴缝格等方法，如确有需要，也可将

保温板进行固定处理。

6.3.11 尖锐的消泡器械容易戳破保温板或地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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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3 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容易造成包装破损，从而影响石膏

基自流平砂浆质量。因此，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进场时，首先需要进行外观检验。

袋装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如果包装袋破损，容易使其受潮、结块，影响石膏基自流

平砂浆品质，因此要求包装袋要完整，不能破损。

7.1.4 对进场石膏基自流平砂浆进行复验，批量按现行行业标准《石膏基自流平

砂浆》JC/T 1023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7.1.5 检验批的划分参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中的规

定。

7.3 一 般 项 目

7.3.1～7.3.4 本部分内容参考《自流平地面工程技术标准》JGJ/T 175 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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