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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毡屋面防水工程技术规程  

 

CECS29：91 

 

 

总则 

第 1.0.1条 为了在柔毡屋面防水工程中，做到技术经济合理、使用可靠、施工简

便，特制订本规程。  

第 1.0.2条 柔毡是以聚氯乙烯、丁腈橡胶、煤焦油为主要原材料，经配制加工而

成的一种无胎防水卷材。粘胶是与柔毡同类物质配制的弹塑性粘结材料，分冷施

工型和热施工型两种。柔毡与粘胶配套施工构成防水层。 

第 1.0.3条 本规程运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屋面防水工程，适用温度范围为

－40℃至 80℃。 

第 1.0.4条 如采用其他柔毡或卷材能够满足本规程的技术指标，亦可参照使用本

规程。 

第 1.0.5条 执行本规程时，尚应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 2章 材料 

2.1 柔毡 

 

第 2.1.1条 柔毡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2.1.1的要求。  

 

柔毡的规格尺寸                                 

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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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长（mm） 幅宽（mm） 厚度（mm） 

10000 1000 1.3±0.1 

 

其他规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第 2.1.2条 柔毡的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1.1的要求。  

 

柔毡的技术性能指标                        表

2.1.2  

 
北方型 南方型 

耐热性（℃） 80℃、5h不起泡不发粘 

低温柔性（℃） 
－40℃、2h无

裂缝 
－20℃、2h无裂缝 

抗拉强度（纵向）（MPa） ≥0.8 

伸长率（纵向）（%） ≥120 

不透水性（动水压法）（MPa） ≥0.2 

吸水率（%） ≤0.5 

 

技术性能指标的测定方法详见附录一。 

 

第 2.1.3条 柔毡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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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品规整，卷端平齐，无接缝，不发粘，重量不少于 20kg/卷。 

 

二、表面无孔眼、疙瘩、裂口等缺陷，撒布的隔离粉应均匀适度，边线应直。 

 

三、剖面匀质，呈褐黑色。 

 

第 2.1.4条 柔毡的包装、贮存、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用硬质圆纸芯、塑料管或竹芯作柔毡的内芯，外包牛皮纸或塑料薄膜。包装

上应注明产品名称、商标、类型、规格、重量、生产日期、厂名，并附有出厂合

格证。 

 

二、应平放，堆垛高度不应超过 1m。 

 

三、不应靠近热源与火源，不得与有机溶剂接触。 

 

四、产品贮存期 2年，若超过期限，需经复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2.2 粘胶 

 

第 2.2.1条 粘胶的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2.1的要求。  

粘胶的技术性能指标                        表

2.2.1  

 
北方型 南方型 

耐热性（℃） 80℃、5h不起泡不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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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柔性（℃） 
－40℃、2h

无裂缝 

－20℃、2h无裂

缝 

粘结强度（纵向）（MPa） ≥0.2 

冷施工型的干燥时间（h） <24 

 

技术性能指标的测定方法详见附录一。 

 

第 2.2.2条 粘胶的包装、贮存、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热施工型粘胶的包装采用双层薄膜编织袋。冷施工型粘胶的包装采用密封的

铁桶，桶内应留出 50mm高的空隙，桶盖拧紧，桶口朝上并加标记。 

 

二、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名称、商标、类型、重量、生产日期、厂名，并附有出厂

合格证。 

 

三、不应靠近热源与火源，避免雨淋或阳光曝晒。 

 

四、产品贮存期为 2年，若超过期限，需经复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第 3章 设计 

3.1 一般规定 

 

第 3.1.1条 柔毡屋面防水适用于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为基层的无保温屋面、保

温屋面、上人屋面、不上人屋面、架空隔热屋面以及刚柔结合防水屋面。 

 

第 3.1.2条 屋面坡度按单体设计要求确定，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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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筋混凝土平屋面为 1%～3%； 

 

二、钢筋混凝土坡屋面不得大于 25%； 

 

三、屋面天沟的排水坡度不得小于 5‰。 

 

第 3.1.3条 抗震设防地区总面的女儿墙、山墙构造及防震缝等还应符合国家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 

3.2 构造层次 

 

第 3.2.1条 柔毡屋面防水的构造层次由单体设计确定，一般依次包括结构层、找

平层、隔气层、保温层、找平层、防水层、保护层、架空隔热层。具体做法可参

照附录三“柔毡屋面防水节点构造图”附图 3.1的做法。 

 

第 3.2.2条 结构层一般采用现浇或预制钢筋混凝土屋面板。预制结构层的拼装要

牢固、灌缝密实、无松动现象，具有良好的整体性。 

 

第 3.2.3条 找平层采用水泥砂浆或沥青砂浆时应符合表 3.2.3的规定。 

 

找平层的技术要求                              

表 3.2.3  

类 别 基层种类 
厚 度

（mm） 
技术要求 

水泥砂浆找
现浇钢筋混 15～20 

1∶3水泥砂浆（水泥∶砂，体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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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板 

整体或板状

材料保温层 
20～25 

预制钢筋混

凝土板 

平层 

松散材料保

温层 

20～30 

水泥标号不低于 325，洒水养护无起砂

起壳现象 

现浇钢筋混

凝土板 
15～20 

预制钢筋混

凝土板 

沥青砂浆找

平层 

整体或板状

材料保温层 

20～25 

1∶8沥青砂浆（沥青∶砂和粉料，重量

比），压实平整 

 

注：沥青砂将采用焦油沥青配制。 

 

第 3.2.4条 水泥砂浆找平层宜留分格缝，缝宽 20mm。分格缝应根据结构设计具

体布置，并宜留在预制板板端拼缝处和屋脊处，其纵横向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6m。

分格缝应用粘胶填塞严密。沥青砂浆找平层的分格缝间距不宜大于 4m。 

 

第 3.2.5条 找平层与突出屋面结构（女儿墙、烟囱、管道、天窗壁、变形缝、楼

梯间墙等）的连接处，以及找平层的转角处（檐口、天沟、水落口、屋脊等）均

应做成半径为 90～150mm的圆弧形或钝角。 

 

第 3.2.6条 保温材料由单体设计确定，其形式一般分整体保温层、板状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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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材料的抗压强度、导热系数及所含水分要求等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的规定。 

 

第 3.2.7条 柔毡应铺设在干燥的基层（找平层）上，当保温层或找平层内含有水

气时，则保温层不应封闭，而应在保温层或找平层中预留管槽作排气道。排气道

纵横相通，其间距宜为 6～12m;每 36㎡左右设一个排气孔,并让排气道与排气孔

相通，以避免柔毡起鼓。 

 

第 3.2.8条 柔毡的保护层做法：  

3.3 构造要求 

 

第 3.3.1条 下列部位应设附加柔毡一层： 

 

一、雨水斗口周围 250mm范围内； 

 

二、山墙、女儿墙、天沟的泛水及压顶等部位，其附加柔毡宽度应大于附加部位

150mm； 

 

三、高低跨屋面为无组织排水时，在低跨屋面受水冲刷部位应加铺一层整幅柔毡，

再放置 300～500mm宽的滴水板加以保护。 

 

上述部位的构造详见附录三的有关节点。 

 

第 3.3.2条 天沟与屋面板交接处、屋面伸缩缝、天沟伸缩缝以及屋面板端间的柔

毡均应采取在一侧点粘干铺柔毡条等防裂措施；交接处的缝隙均用粘胶或粘胶砂

浆嵌填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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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的柔毡面层宜用绿豆砂或中粗砂护面，在日照强烈地区宜加设防曝晒措施。

上述部位的构造详见附录三的有关节点。 

 

第 3.3.3条 柔毡伸缩缝的纵横向间距不宜超过 16m，且宜与找平层分格缝相对

应，做法详见附录三附图 3.14。 

第 4章 施工 

4.1 基层要求 

 

第 4.1.1条 铺贴柔毡的基层（找平层）必须达到： 

 

一、表面干燥； 

 

二、表面要清扫干净，无浮渣、尘土和起砂掉灰现象，无其他附着的突出物； 

 

三、表面平整，与结构层结合牢固，无松动现象； 

 

四、表面如有缝隙，应用粘胶嵌填补平。 

 

第 4.1.2条 在原有屋面上作柔毡防水施工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原为两毡三油防水屋面，应将两毡三油铲除，并清理修补整平； 

 

原为塑料油膏防水屋面，可清理整平后直接铺贴柔毡； 

 

原使用涂料或其他防水材料屋面，如不铲除原涂料则应先做柔毡与原防水层的粘

结性能试验，可行后方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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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3条 对板端缝及其他变形较大的缝宜预留 20mm深、20mm宽的槽口，内

嵌填粘胶。 

 

对大型预制屋面板的纵横缝、中小型预制圆孔板的端缝、天沟与檐口板接缝、新

旧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和刚性屋面的分格缝等，均宜留出槽口嵌填粘胶或粘胶砂

浆。 

 

第 4.1.4条 基层因结构胀缩、沉降等引起开裂的部位，除用粘胶嵌缝外,其上还

宜在一侧点粘胶而后干铺一层宽 300mm的柔毡条做附加层。 

4.2 施工工具 
 
第 4.2.1条 清理基层的施工工具：扫帚或吹尘器、手锤、钢凿。 
 
第 4.2.2 条 柔毡铺贴的施工工具：刮板、胶辊、剪刀、卷尺、灰线袋、1.4m 长
钢筋条（抬毡、开卷铺贴用）。 
 
第 4.2.3条 熬胶用的工具：圆形铁锅或塑化炉、搅拌棒、温度计、铁桶、铁钩等。 

4.3 柔毡铺贴 

 

第 4.3.1条 铺贴前应先在找平层上弹出粉线，然后将粘胶均匀涂布于找平层上，

厚度以 1～2mm为宜，边涂边铺柔毡。在铺贴过程中不要将柔毡拉得过紧，应使

其在自然松弛状态下对准粉线粘贴，然后用胶辊压实，把柔毡下的气泡挤出，使

柔毡粘贴平整密实。 

 

柔毡防水层铺贴完毕后，再用粘胶沿搭接处涂刷一遍，以确保封口严实。 

 

第 4.3.2条 铺贴柔毡采用搭接办法，上下层及相邻两幅的搭接缝均应错开，搭接

长度沿长边不少于 80mm，沿短边不少于 150mm;平行于屋脊的搭接缝应顺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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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搭接，垂直于屋脊的搭接缝应顺主导风向搭接。搭接部位严禁夹入杂物。 

 

第 4.3.3条 当屋面坡度小于 15%时，柔毡一般平行于屋脊铺贴，先从屋面坡度最

低处开始，贴好檐口第一行,再在贴好的柔毡上弹出第二行基准线，顺水搭接，

自下而上逐行施工，做完两个坡面后再封脊。 

 

当屋面坡度大于或等于 15%时，柔毡应垂直于屋脊方向铺贴。 

 

各部位的附加柔毡应先期做好。 

第 4.3.4条 当屋面为高低跨时，铺贴顺序应先高跨后低跨。在同跨屋面时，铺贴

顺序为先远端后近端。 

 

第 4.3.5条 施工过程中如遇有雨雪应立即停工，并在已贴好的柔毡一端，用粘胶

密封，以免渗进雨水。严禁在下雨或霜雪后马上铺贴柔毡，必须等待基层干燥后

方可进行。 

第 4.3.6第 条柔毡不宜在低于 0℃和五级风以上的条件下施工。 

 

第 4.3.7条 柔毡整体铺完经检查合格后再铺设保护层。其做法是：在柔毡面层均

匀刷 1～2mm厚粘胶一遍，随后均匀满铺干净的中粗砾砂或绿豆砂一层，并使其

与粘胶结合牢固。 

 

第 4.3.8条 不得穿带钉子的鞋施工。采用钢丝网细石混凝土做刚柔结合防水层

时，施工期间应严格防止钢丝损坏柔毡防水层。 

 

第 4.3.9条 冷施工的粘胶必须搅拌均匀后再使用。热施工的粘胶应先将胶料放入

容器内，边升温边搅拌,使容器内的胶料温度控制在 100～120℃之间，成为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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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能使用。 

 

容器内要及时补充新料，以便连续作业并有利于粘胶的熔化。对于因温度过高而

烧焦的胶料，应及时从容器内清除干净，不得再混入胶料中使用。 

4.4 施工验收 

 

第 4.4.1条 竣工后的柔毡防水屋面不得有渗漏或明显积水现象。检查渗漏和积水

可在雨后进行，必要时可采用人工浇水或蓄水法检查。 

 

第 4.4.2条 柔毡与基层之间应粘贴牢固、表面平整，不得有气泡、折皱、空洞（特

别是阴阳角）、起鼓、翘边和封口不严等缺陷。保护层要均匀满铺、粘结牢固。

缝隙处的粘胶应嵌填严密，无开裂现象。 

 

第 4.4.3条 在竣工验收前，应将屋面上所剩的材料和建筑垃圾清理干净。  

第 4.4.4条 施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原材料和成品的质量合格证明及现场检验记录； 

 

二、现场施工记录及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结果（评定标准见附录二）。 

第 5章 安全与劳动保护 

第 5.0.1条 粘胶的加热场地应选择在安全、通风、宽敞的避风位置，并应设有灭
火器和大于锅口的薄铁板等防护器材。 
 
第 5.0.2条 应配备专人负责粘胶的加热熔化操作，每班工作结束时，应将余火熄
灭。 
 
第 5.0.3条 操作人员应戴安全帽、防护手套、口罩和脚罩、穿防滑鞋。 
 
第 5.0.4条 操作人员手上粘有胶料时，宜用松节油擦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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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5条 除执行上述条文外，尚应遵守国家安全与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 

附录一 柔毡与粘胶技术性能的测试方法 

一、柔毡技术性能指标的测定： 

 

（一）试件制备： 

 

检验用的试件应在柔毡端头起 3m处按附图 1.1所示的部位和附表 1.1所列的部

位、尺寸、数量制备。 

 

试件部位、尺寸、数量                            

附表 1.1  

试验项目 数 量 试件部位 试件尺寸（mm） 

抗拉强度

和伸长率 
5 A   

低温柔性 6 B 60×20 

不透水性 3 C 150 

耐热性 3 D 100×50 

吸水率 3 E 50×50 

 

（二）耐热性： 

 

1 仪据设备：具有恒温控制的电热烘箱、温度计（0～200℃水银温度计，精确

度 0.5℃）、铁丝或回形针（穿钩试件用）、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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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步骤： 

 

（1）按附图 1.1和附表 1.1的规定切取试件 3块,将表面撒布材料刷净，在距试

件一端约 1cm处的中心穿一小孔，用穿钩悬挂在烘箱内的上层篦板上。 

 

（2）在规定温度下放置 5h，取出试件观察其表面是否有起泡、发粘现象。 

 

（3）全部试件均不起泡、不发粘，方可评定耐热性为合格。 

 

（三）低温柔性：  

 

 
 

附图 1.1柔毡技术性能检验试件的取样部位（mm） 

 

注：测定抗拉强度和伸长率的试件 A，受力方向与柔毡的压延方向（纵向）一致。  

 

1 仪器设备：低温箱（低于－40℃）、 10mm金属棒、裁刀。 

 

2 试验步骤及评定： 

 

（1）按附图 1.1和附表 1.1的规定切取试件 6块，将表面撒布材料刷净，与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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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mm的金属棒同时放入低温箱中，在规定的温度下，恒温 1h。 

 

（2）从低温箱中取出，立即沿圆棒用手以 2s的时间按均衡速度弯曲成半圆，用

肉眼观察试件表面有无裂纹。 

 

（3）6块纵向试件中，有 5块试件无裂纹方可评定柔毡低温柔性为合格。 

 

（四）抗拉强度和伸长率： 

 

1 仪器设备：厚度计（1/100mm）、量尺（1/10mm）、哑铃形冲模（见附图 1.2）、

拉力机（极限负荷 2000N，精度 1N）。 

 

2 试验步骤： 

 

（1）按附图 1.1和附表 1.1的规定，用冲模切取试件 5片，切取时必须一次切断，

每次切 1片。  

（2）将表面撒布材料刷净，放在温度为 23±2℃的室内，30min后进行试验。 

 

（3）在试件工作部位印两条距离为 25±0.5mm的平行标线，标线的宽度不超过

0.5mm。 

 

（4）用厚度计量其标距内厚度，测量部位应不少于 3点，取其最小值。 

 

（5）把试件垂直地夹在拉力机的上下夹制器上，使下夹制器以 50mm/min的下

降速度拉伸试件，并测量试件工作部位的伸长值,直到拉断为止。 

 

（6）根据试验要求记录试件被拉断时的标线距离和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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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件如在工作标线以外拉断时，试验结果作废。 

 

3 结果表示方法： 

 

（1）抗拉强度按下式计算： 

 

σt＝p/bd 

 

式中 σt——抗拉强度（MPa）； 

 

    P——试件拉断时所受荷重（N）； 

 

    b——试验前试件工作部分宽度，以 6.5mm计算； 

 

    d——试验前试件工作部分最小厚度（mm）。 

 

（2）伸长率按下式计算： 

 

 

 

式中 ε1——伸长率（%）； 

 

    l0——试验前试件工作标线距离，以 25mm计算； 

 

    l1——试件在拉断时的标线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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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两项性能试验结果均取算术平均值，各试件试验数据对平均值的偏差不得

超过±15%，如超过±15%则应将数据舍去,经取舍后的试件个数不能少于 3个。 

 

（五）吸水率： 

 

1 仪器设备:精确度 0.001g的分析天平、1000ml烧杯或其他适合容纳试件和装

水的容器、毛刷、50℃或 100℃水银温度计（精确度 0.5℃）、细玻璃棒、滤纸。 

 

2 试验步骤及计算： 

 

（1）按附图 1.1和附表 1.1的规定切取试件 3块，将表面撒布材料刷净。 

 

（2）将称重后的试件立放在 18±2℃的水中浸泡，每块试件相隔距离不小于 2mm

（可用细玻璃棒置于试件之间）,水面高出试件上端不小于 20mm。浸泡 24h后取

出，迅速用滤纸按贴试件两面，以吸取水分，至滤纸按贴试件不再有水迹为止，

立即称重。 

 

（3）试件从水中取出至称量完毕的时间不超过 3min。 

 

（4）计算： 

 

吸水率 A（%）按下式计算： 

 

 

 

式中 A——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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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浸泡前试件重量（g）； 

 

    W——浸泡后试件重量（g）。 

 

（六）不透水性：  

 

1 仪器设备：具有 3个透水盘的带定时器的不透水仪，它主要由液压系统、测

试管路系统、夹紧装置和透水盘等部分组成。透水盘底座内径为 92mm，透水盘

金属压盖上有 7个均匀分布的直径 25mm运水孔。压力表测范围因为 0～0.6MPa，

精度 2.5级。其测试原理见附图 1.3。 

 

2 试件与试验条件： 

 

（1）试件按附图 1.1和附表 1.1的规定。 

 

（2）试验水温为 20±5℃。  

（2）测试： 

 

a 安装试件：将 3块试件分别置于 3个透水盘试座上，涂盖材料薄弱的一面接

触水面，并注意“o”型密封圈应固定在试座槽内，试件上盖上金属压盖，然后通

过夹脚将试件压紧在试座上。如产生压力影响结果，可向水箱泄水，达到减压目

的。 

 

b 压力保持：打开试座进水阀，通过水缸向装好试件的透水盘底座继续充水，

当压力表达到指定压力时，停止加压,关闭进水阀和油泵，同时开动定时器，随

时观察试件有无渗水现象,并记录开始渗水时间。在规定测试时间内如试件出现

渗漏，必须立即关闭控制相应试座的进水阀，以保证其余试件能继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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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卸压：当测试达到规定时间，即可卸压取样，起动油泵，夹脚上升后即可取

出试件，关闭油泵。 

 

4 试验结果：检查试件有无渗漏现象，如有 2块不渗漏即可认为合格。 

 

二、粘胶技术性能指标的测定： 

 

（一）耐热性： 

 

1 试件制备：取试样均匀地涂刷在 3块 150mm×50mm×10mm的水泥砂浆板上，

涂膜厚度 1mm，置于室温下 1h后备用。 

 

2 测定方法：将试件以 1∶1坡度放入已调节到 80±2℃的烘箱中，恒温 5h后取

出检查，以不起泡、不流淌为合格。 

 

（二）低温柔性： 

 

1 试件制备：取试样均匀地涂刷在 3块 50mm×100mm柔毡块上，涂膜厚度

0.3mm，置于室温下 1h后备用。 

 

2 测定方法：同柔毡低温柔性的测定方法。 

 

（三）冷施工型干燥时间： 

 

1 试件制备：取试样均匀地涂刷在 3块 150mm×50mm×10mm的水泥砂浆板上，

涂膜厚度 0.5mm，放置于 23±2℃的干燥环境中，24h后取出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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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定方法：将已涂膜了试样的面上放置一张定性滤纸，在纸上放一只 20g的

砝码，经 30s后，卸除砝码，将试件翻面，如果有 2块试件滤纸能自由下落或在

试件背上用食指轻敲自由落下，而涂膜表面不留滤纸纤维，即认为合格。 

 

（四）粘结强度： 

 

1 试件制备： 

 

（1）按附图 1.4用 1∶2水泥砂浆制作水泥抗折拉力试验用的“8”字形试块，成

型后立即在中间垂直插薄铁片隔成两个相等的半块,拆模后经潮湿养护 7d，自然

风干备用。 

 

（2）制作粘结试件（一组 3块），在“8”字形水泥砂浆试块断开处各涂以少量试

样，静止 10min，再对接粘结两个半块,粘结厚度为 3mm，用橡皮筋箍紧，然后

在室温下放置 7d。 

 

2 粘结强度测定：将已硬化的试件，在温度为 23±2℃的条件下，置于水泥抗折

拉力试验机的夹具中拉断。按下式计算： 

 

R＝P/A 

 

式中 R——粘结强度（MPa）； 

 

    P——拉断荷重（N）； 

 

    A——粘结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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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柔毡屋面防水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一、 本附录适用于柔毡和粘胶铺贴的屋面防水工程。 
 
二、检查数量：按铺贴面积每 100㎡抽查 1处，每处 10㎡，且不少于 3处。 
 
三、柔毡和粘胶的技术性能指标和外观质量，必须满足本规程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产品出厂合格证、检测报告。 
 
四、柔毡防水层严禁有渗漏现象。 
 
检验方法：雨后或泼水观察检查。 
 
五、柔毡防水层的表面平整应符合以下规定： 
 
合格：基本符合排水要求，无明显积水现象。 
 
优良：符合排水要求，无积水现象。 
 
检验方法：雨后或泼水观察检查。 
 
六、柔毡铺贴的质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合格：粘胶涂刷均匀，铺贴方法、压接顺序和搭接长度基本符合本规程的规

定；粘贴牢固，无滑移、翘边缺陷。 
 
优良：粘胶涂刷均匀，铺贴方法、压接顺序和搭接长度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粘贴牢固，无滑移、翘边、皱折等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七、泛水、檐口及变形缝的做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合格：粘贴牢固，封盖严密，柔毡附加层、泛水立面收头等做法基本符合本

规程的规定。 
 
优良：粘贴牢固，封盖严密，柔毡附加层、泛水立面收头等做法符合本规程

的规定。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八、柔毡里面保护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中粗砾砂或绿豆砂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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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粒径符合本规程的规定，筛洗干净，撒铺均匀，粘结牢固。 
 
优良：粒径符合本规程的规定，筛洗干净，撒铺均匀，粒结牢固，表面清洁。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二）板材和整体保护层： 
 
遵照《建筑工程质量评定标准》GBJ301—88 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三节有关规
定进行检验和评定。 
 
九、排气屋面孔道的留设应符合以下规定： 
 
合格：排气道纵横贯通，排气孔安装牢固，封闭严密。 
 
优良：排气道纵横贯通，无堵塞；排气孔安装牢固，位置正确，封闭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十、水落口、变形缝及檐口等处薄钢板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合格：各种配件均安装牢固，并涂刷防锈漆。 
 
优良：安装牢固，水落口平正，变形缝、檐口等处薄钢板安装顺直，防锈漆

涂刷均匀。 
 
检验方法：观察和手板检查。 
 
十一、柔毡防水层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柔毡搭接宽度允许偏差为－10mm。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 
 
（二）粘胶耐热度允许偏差为±2℃。 
 
检验方法：检查铺贴时的测试记录。 
 
（三）粘胶热施工温度允许偏差为－5℃。 
 
检验方法：检查铺贴时的测试温度。 
 
十二、在柔毡屋面防水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时，应将单位工程名称、工程量、

防水层做法、检查的日期、部位及处数填写清楚。班（组）长、质量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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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施工负责人必须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的文件上签字，加盖单位检查部门
的公章方为有效。 

 

 

 

 

 

附录三 柔毡屋面防水节点构造图 

   

 

附图 3.1柔毡防水 

 

注：①刚柔结合的细石钢筋混凝土防水层应按平屋 

 

  ②整体现浇保温层按本图构造层次施工，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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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本图集不适用于柔软性的保温材料  

  

 

层面构造层次 

 

面标准图集的有关大样施工，并按要求设置伸缩缝。 

 

用预制保温层时，在结构层上应增加找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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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口（mm）  
 

 

  
 
 
 
 
 
 
 
 
 

 

 

 

  附图 3.5平屋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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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孔（mm） 

 

 
 

附图 3.6坡屋面挑檐、 

 

注：有无栏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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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天沟（mm） 

 

体设计应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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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7坡面女儿墙、 

 

注：@、 用于泛水高度小于 500 

 

 

 

内天沟、压顶（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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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女儿墙无线角。  

 

 
 

附图 3.8坡屋面女儿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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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沟（370墙）（mm）  

 

 
 

附图 3.9坡屋面内天沟、女儿墙 

 

注：①联系尺寸为 150时平铺砖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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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抗震区平铺砖应另采取安全措  
 

 
 
（有联系尺寸）（mm）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zhushen.com.cn
http://www.fineprint.cn


筑神-建筑下载:http://www.zhushen.com.cn 

 
 
附图 3.10坡屋面变形缝、  
 

 
 
防震缝（mm）  
 

 
 
附图 3.11坡屋面高低 
 
注：为便于施工，泛水的上部做法也可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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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泛水（mm） 
 
图 工，但必须保证质量。 

 
 
附图 3.12坡屋面高低跨变形 
 

 
 
缝水、屋脊通风（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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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3坡屋面天窗节 
 
注：①本图节点仅表示天窗 
 
  ②天窗节点均摘自国际 
 
  ③滴水板尺寸为 500×300 
 

 
 
点构造（mm） 
 
节点防水构造。 
 
形钢筋混凝土天窗架建筑构造图集 J830（一）。 
 
×25，用 C20细石混凝土预制，粘胶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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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4屋面伸缩缝及局  
 

    
 
部防裂措施（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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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5屋面排气管  
 

            

  
 
道构造（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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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6坡屋面管 
 

 
 
道泛水（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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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7拉索  
 

 
 
座（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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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18穿墙出水口、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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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囱出屋面（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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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安装图（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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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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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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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应遵守……规定”

或“应符合……要求”；非必须按所指的标准、规范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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