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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几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的通知

建标[1996)404号

    根据IN家i i-计综11987)2390-5文的要求，由机
械「敬部会同f1关部门共IAJ修汀的《建筑地面设计规

范、.已经(I关部门会市 现批准《建筑地IN,设计规范》

CFt X00.37  96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白 ]IL九七年一月

  11壮施行 1i囚家标准( T.业建筑地向设计现范》

1,J37-79同时废11--

    本规范由机械 1.业部负责"It jTI其具体解释等J_

作由机械工业部第 一设计研究院负责 出版发行由建

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九九六年 L月 一十六日

修 订 说 明

    1,规范足根据囚家计委汁综(1987)2390号文的要

求，山机械卜业部负责主编，共体由机械1_业部第 一设

计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对lf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地面

设计规范冲J37--79共同修汀而成，经建设部1996年

7月26日以建标已19961404号文批准.并会同国家技
术监Jl,局联合发布

    这次修汀的r_要内容有 增加了民用建筑地面、有

认’动占净度要求、防油渗要求和采暖房间保温要求等

地If}i的设计内容;修订1'承载力极限状态时混凝土垫

层厚度汁算公式、计算方法和压实填七地基的质量控

制指标;增汀了混凝土垫层厚度选择表和行之有效的

各类地而材料 修改r符号、计量单位和基本术语。有

关地面防腐蚀内容，将其划归现行国家标准们 业建筑

防腐蚀设计规范》。在本规范的修%1过程中，规范修订

组进行了)’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我国近年来地而

设计与材料、施工等方面的实践经验，针对主要技术问

题开展了科学研究与试Ift验证工作，并J’泛地征求I

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杳

定稿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

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

究院(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路 338号，邮政编码:

310022)，并抄送机械工业部，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199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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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总 则

.II. 为使建筑地Ifli i妇!能满足件产特征、建筑功能

和使iii的要求，充分利用地方材料、l-.dVIk料‘节约木

材、水泥、钢材和贵工材料，做到技术光进、经济合理、

安全适川，制们木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卜 般I_业与民用建筑中的底层

地向和楼层地而以及散水、明沟、踏步、台阶和坡道等

的设il

7.11.3 建筑地而设讨除执f7木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衍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2 符 号

符 号 及 涵 义

2 术语、符号

_.=.5    L

226 ;{

227 5

22，一s

钊一
2.性 术 语

2.1.1面层 surface course

    建筑地Ifil直接承受各种物理和化学作用的表面

l法

2.1.2 结合层 cnmhined course

    向层与其州丽构造层之问的连接层

2.1.3 找平层 t-ding axirse

    在}} {L或楼板16i f进行抹平找坡的构造层

2.1.4 隔离层 i-lating - -

    防11建筑地而I各种液体或地下水、潮气透过地

向的构造层亡-

2.1.5 防潮层 moisture-prao1 course

    防]建筑地基或楼层地面下潮气透过地面的构造

}二已.

2.1.6 填充层 「dhrt丫诫Jr阳

    在钢筋混凝 卜楼板卜设置起隔声、保温、找坡或暗

n i i线等作用的构造层

2.1.7 垫 层 under layer

    在建筑地At I_设置承受并传递 卜部荷载的构造

层

2.1.8缩 缝 shrinkage crack

    防1曰K凝f垫层在气温降低时产生不规则裂缝而

设粉的收缩缝

2.1.9 伸 缝 slrvlc阮}g cra人

    防if.混凝 }毕层有气温升高时在缩缝边缘产生挤

碎或拱起而设置的伸胀缝_

2.1.川 纵向缩缝 lenglhwi} shdnkage crack

    平行!施 !方向的缩缝

2.1.11 横向缩缝 ua,.,wuc: strclching。 -k

    平肖I.施I方向的缩缝

2 2 13

2 2 14

2.2.15

2.2.16

2.2.17

_.2.18

2 2 1q

h'k,2-R v

                    涵 义

混凝土热层厚度

r,作用下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没计时的潭度

r，作用下按m载能力极限状态没计[f]的J',- U

伟实h5王地基的变形模氧

很凝1 11层的相对刚La Ì
综合刚度系数

荷载笨本组合的没州值

荷载#i期组台的设计位

位丁多个荷载计39中心泊组介等效A载

简位1玉内最大的当量K形荷毅

位于荷位区内任 I量圆形荷载

r，当量圆形荷载的等效值
圆形荷载支承面的平径或当Rig半径

圆形或当星圈形的计节半径

垫层以卜各构造层的C, !!h度

PIT位系数

荷位区半径

以5为计算中心与荷位区内第产个68载之间的跄离
荷载影响角

3 地 面 类 o"9

    3.0.1 地面类型的选择 应根据生产特征、建筑

功能、使用要求和技术经济条件，经综合技术经济比较

确定

    当局部地段受到较严重的物理或化学作用时，应

采取局部措施

3.0.2 底层地面的基本构造层宜为而层、垫层和地

基;楼层地面的基本构造层宜为而层和楼板。当底层

地而和楼层地面的基本构造层不能满足使用或构造要

求时，可增设结合层、隔离层、填充层、找平层等其已构

造层

    选择地面类型时，所需要的而层、结合层、填充层‘

找平层的J旱度和隔离层的层数.可按本规范附录八中

不同材料及其特性采用

3.0.3 有清洁和弹性要求的地段 地面类型的选抒应

符合下列要求:

  3.0.3.1 有一般清洁要求时，可采川水泥石屑而

层、石屑混凝土面层

  3.0.3.2 有较高清洁要求时，宜采用水磨石而层或

徐刷涂料的水泥类而层，或其它板、块材而层-t

  3.0.3.3 有较高清洁和弹性等使用要求时，’i4采川

菱苦十或聚氯乙烯板面层，当上述材料不能完全满足

使用要求时，可局部采用木板面层.或其它材料面层

菱,a.C面层不应用于经常受潮湿或有热源豁响的地

段。在金属管道、金属构件同菱苦土的接触处，应采取

非金属材料隔离

  3.0.3.4 有较高清洁要求的底层地面.宜汾苦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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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3.0.3.5 术板地向应根据使川要求，采取防火、防

腐 防91等扣应措施
3.0.1 有个‘曰产1净度 .V求的建筑地而.其IN层应平

$4、耐磨、小起一{、，1{-易除 卜、洁洗 其底层地向应设防

潮层 AI层I,li采川下燃、难燃三.戈燃烧时不产It有毒气

体的材料，月自有弹日’〕较低的导热系数。而层应避

兔肤i'L.IfifI -材料的光Ix射系数宜为0.15一〔〕35:必

要时尚应小幼积聚静电

    认”{洁净度为川U级、101111级、川阳0级的地段，

地而不 I.设变形缝

3.0.5 空气1.1净度为 川。级垂rf层流的建筑地面，应

采用格栅式通风地板，其材料u]选择钢板焊接后电镀

或涂q1]、铸铝等 通风地板下宜采用现浇水磨石、涂刷

树脂类涂料的水泥砂浆或瓷砖等而层_

3.0.6 空.(洁净度为 100级水平层流、1000级和

10()00级的地段宜采用导静电塑水圳占而而层、聚氨 MI.等

(1流f lflll : . ̀r##电塑料贴面面层宜用成卷或较大块

材4 uI1S . )1'应川配套的导静电胶枯合

3.0.7  ;.气洁净度为10000级和100000级的地段，可

采用现浇水磨TI Ih1层.亦U]在水泥类A层F涂刷聚氨

Mk涂料、环;A4料等树IR类涂料

    现浇水哄(I (11层‘I7.用铜条或铝合金条分格，当金

属嵌1c 41 UILTJ0' I-艺有害时，of f川玻璃条分格

3.0.8  '1':产或使用过程中有防静电要求的地段，应采
用导粉电阳层材料，其表面电阻率、体积电阻率等主要

技术指标应满足生产和使用要求，井应设置静电接地。

    .̀i'静电地而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广日一24机机房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3.11.9 有水或作1离蚀性液体经常浸湿的地段，宜采用
现浇水泥类而层 底层地面和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宜设w隔离层;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楼板.应设置隔离层。

    经常有水流淌的地段.应采用不吸水、易冲洗、防

滑的IAl层材料，井应设置隔离层

3.0.10 隔离层可采用防水卷材类、防水涂料类和沥

青砂浆等材料_

    防潮要求较低的底层地面 亦可采用沥青类胶泥

涂覆式隔离层或增加灰十、碎石灌沥青等垫层

3.11.11湿热地区非空调建筑的底层地面.可采用微
孔吸湿,表而粗糙的而层

3.11.12 9暖房1517的地IT 可不采取保温措施，但遇F

列洁涅之 11寸.应采取局部保温措施:

  3.0.12.1架空或悬挑部分直接对室外的采暖房间
的楼层地向或刊作采暖房问的楼层地而;

  3.0.12.2 当建筑物周边无采暖通风管沟时，严寒
地区叹层地而，在外墙内侧11.5一1.0.范围内宜采取

保温措施，具热阻值不应小于外墙的热阻值

3.0.13 季节性冰冻地区非采暖房间的地面以及散

水、明沟、踏步 台阶和坡道等，当 卜壤标准冻深大于-

600-on ，且在冻深范围内为冻胀土或强冻胀 I_时 宜采

用碎石、矿渣地面或预制棍凝土板而层。当必须采用

混凝土11,层时，应在垫层下加设防冻胀层

    位寸一上述地区并符合以上土壤条件的采暖房间，

混凝上垫层竣一后尚末采暖时，应采取适当的越冬措

施

    防冻胀层应选用中粗砂、砂卵石、炉渣或炉清有灰

十等非冻胀材料。!飞厚度应根据当地经验确定，力、可

按表3.0.13选用

                    防冻胀层厚度 表3.0.13

1壤标准冻深

    切n,)

防冻胀1.1厚I'‘川m)

寸_攘为冻胀十 FI.1#IA>>}11fb5k i-
600一800

    I2IX

    18(X)

  22以

100

200

350

5咬1〔

I50

300

45(〕

600

    注:士壤的标准冻探和I壤冻胀性分类，应按现行u家标准(汁筑

      地基展础设日规范》的规定确定

    采用炉渣石灰土作防冻胀层时，其重量配合比立

为7:2:1(炉渣:素土:熟化石灰)，压实系数不宜小于

0.85.且冻前龄期应大丁30d.

3.0.14 有灼热物件接触或受高温影响的底层地面，

可采用素上、矿7A或碎石等而层。当同时有平整和一

定清洁要求时，尚应根据温度的接触或影响状况采取

相应措施:300Y一以F时，可采用粘上砖而层;300 -

500℃时，可采用块石面层;500一800℃时，可采用耐热

混凝土或耐火砖等而层;800一1400℃局部地段.可采

用铸铁板面层 上述块材面层的结合层材料宜采用砂

或炉渣

3.0.15 要求不发生火花的地面，官采用细石混凝土、
水泥石屑、水磨石等面层，但其骨料应为不发生火花的

石灰石、白云石和大理石等，亦可采用不产生静电作用

的绝缘材料作整体面层

3_0.16 生产和储存食品、食料或药物且有可能直接

与地而接触的地段，面层严禁采用有毒性的塑料、涂料

或水玻璃类等材料。材料的毒性应经有关卫生防疫部

门鉴定

    生产和储存吸味较强的食物时，应避免采用散发

异味的地面材料

3.0.17 生产过程中有汞滴落的地段 可采用涂刷涂
料的水泥类面层或较聚氯乙烯板整体面层。底层地曲

应采用混凝十垫层，楼层地面应加强其刚度及整体性

地面应有一定的坡度

3.0.18 防油渗地面类型的选择，应符合「列要求:

  3.0.18.1 楼层地而经常受机油直接作用的地段，

应采用防油渗混凝土面层，现浇钢筋71$ r}上楼板土.刁

不设防油渗隔离层;预制钢筋混r上楼板和有较'IN机

械设备振动作用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卜应a置防油

                                          Z-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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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隔离层‘

  3.0.18.2 受机油较少作A3的地段，可采用涂有防

油渗涂料的水泥类帕体而层，并可不设防油渗隔离层

防油渗涂料应I a.有耐磨性能.可采用聚合物砂浆、聚酷

类涂料等材料

  3.11.招 3 防油渗混凝土地向，其曲层不应1卜裂，面

层的分格缝处不得渗漏

  3.0.18.4 对高出地而的电线书一、接线盒、地脚螺

桂、预埋套ii及墙、柱连接处等部位应增加防油渗措

施

3.0.19 经常rp[受机械磨损、冲击作用的地段.地而类

7L!的选抒应符合下列要求:

  3.11.19.1 通行电瓶车、载巫汽白,.x式装卸车及从

车辆1_倾卸物件或在地而卜翻转小Io零部件等地段，

官采川现浇说All上tl}层兼161层或细自混凝十面层_

  3.0.19.2 通行余属轮车、滚动坚硬的圆形重物.拖

运尖锐金属物件等磨损地段，宜采用混凝土垫层兼而

层、铁屑水泥而层。热层混凝土强度不低于C25

  3.0.19.3 行驶履带式或带防滑链的达输工具等磨

拟强烈的地段，自采用砂结合的块石面层、混凝土预制

块向层、水泥砂浆结合铸铁板而层或钢格栅加固的混

凝I}IIn层。预制块混凝上强度不低于《'30

  3.0.19.4 堆放铁块、钢锭、铸造砂箱等笨重物料及

有IBC硬重物经常冲击的地段 宜采用索土、矿渣、碎石

等面层

    洲:9̂训强烈的地段也可采川经过可靠性验uF的其它新型耐磨、

        耐冲杆的地而材料

3.11.20 地161上直接安装金属切削机床的地段，其而

层应其有 定的耐磨性、密实性和整休性要求。宜采

用现浇混凝仁垫层兼面层或细石混凝土而层。
3.0.21 有气垫运输的地段，其面层应致密不透气、无

缝、不易起尘。宜采用树脂砂浆、耐磨涂料、现浇高级

水磨石等面层;地面坡度不应大于t'X,且不应有连续

氏坡。表而平整度用2m靠尺检查时，空隙不应大于

Zn们1

3.0.22 公共建筑中，经常有大量人员走动或小型推

车行驶的地段，其面层宜采用耐磨、防滑、不易起尘的

无釉地砖、大理石、花岗石、水泥花砖等块材面层和水

泥类fit休面层

3.0.23 室内环境具有较高安静要求的地段，其面层

n采川地毯、塑料或橡胶等柔性材料。

3.0.24 供儿童及老年人公共活动的主要地段，面层

宜采用木地板‘塑料或地毯等暖性材料

3.0.25 使用地毯的地段，地毯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

求:

  3.0.25.1 经常有人员走动或小v'推车行驶的地

段，宜采川耐磨、耐压性能较好、绒毛密度较高的尼龙

类地毯。

    2一 2一 6

  3.0.25.2 卧室、起居室地而宜用长绒、绒毛密度适

中和材质柔软的地毯

  3.0.25.3 有特殊要求的地段，地毯纤维应分别满

足防霉、防虹和防静电等要求

3.0.26 舞池地面宜采用表而光滑、耐磨和略有弹性

的木地板、水磨石等面层材料。迪斯科舞池地面宜采

用耐磨和耐撞击的水磨石和花岗石等而层材料

3.0.27 有小起尘、易清洗和抗油腻沾污要求的餐厅、

酒吧、咖啡厅等地而.宜采用水磨石、釉面地砖、陶瓷锦

砖、木地板或耐沾污地毯等

3.0.28 室内体育用房、排练厅和表演舞厅等应采用

木地板等弹性地面.

    室内旱冰场地面应采用具有坚硬耐磨和平整的现

浇水磨石、耐磨水泥砂浆等面层材料.

3.0.29 存放书刊、文件或档案等纸质库房，珍藏各种

文物或艺术品和装有贵重物品的库房地面，宜采用木

板、塑料、水磨石等不起尘、易清洁的面层。底层地面
应采取防潮和防结露措施

    注:装有贵重物品的库房，采用水蟾石地面时 宜在适当范围内增

铺柔性面层-

3.0.30 确定建筑地面面层厚度时，除应符合对有关
材料特性和施工的规定外，尚需遵守卜列要求:

  3.0.30.1 水泥砂浆面层配合比为1.2，水泥标号不
宜低于425号

  3.0.30.2 块石面层的块石应为有规则的截锥休
其顶面部分应粗琢平整，其底面积不应小于顶面积的

60%

  3.0.30.3 合土而层 配合比宜为 1:  2.4

(熟化石灰:砂:碎砖)，灰土面层配合比宜为2.8或3:7

(熟化石灰:粘性土)

  3.0.30.4 水磨石面层水泥标号不应低于425号，
石子粒径宜为6一15nvn，其分格不宜大于lm。

  3.0.30.5 防油渗混凝土配合比和复合添加剂的使
用需经试验确定

  3.0.30.6 面层涂料的涂刷和喷涂，不得少十三遍
其配合比和制备及施工，必须严格按各种涂料的要求

进行

3.0.31建筑地面结合层材料及其厚度应根据面层的

种类按本规范附录A中表A.0.2确定。以水泥为胶结

料的结合层材料，拌合时可掺人适量化学胶(浆)材料

当铸铁板面层其灼热物件温度为8。。℃以匕时，不宜采

用1.2水泥砂浆作结合层。

3.0.32建筑地面填充层材料的自重不应大于9kN/

m3

3.0.33 建筑地面的找平层材料可用较低标号的水泥

砂浆和强度等级Cl 0-C15的混凝土

3.0.34 采用防油渗胶泥玻璃纤维布作隔离层时，宜

采用无碱玻璃纤维网格布一布二胶总厚度宜为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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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 而 的 热 层

4.0.1地而的垫层类划选择应符合「列要求:

  4.0.1.1 现浇移体而层和以粘结剂或砂浆结合的

块材而层 ]]采用混凝于垫层

  4.0.1.2 以砂或tj)清结合的块材而层，‘八采用碎

石、矿清、灰 卜或 合 {等垫层

4.0，缩缝为企口缝构造的混凝十垫层厚度，可按木
规范附录C公式(〔一31)以临界荷位求出厚度再乘以

折减系数0.8确定

5 地 面 的 地 基

4.0.2 地而的垫层最小厚I夏应符合表4

                      垫 层 最 小 厚 度

    it, I" Y Y?

泥凝 }

四合 一

  含 }

从 }

砂.妒A ,W(卵)了

衬 卜l’t

    材州强度等级或配合比

                _、硬I叮}

1:16'12(水泥 {〕灰两 砂 b$砖)

    I3fi(熟{仁了「从 砂 }哗石专)

  ;:7或_:si?nkfl灰 钻州 I、

2的规定

表4.0.2

  厚度(11111)

    7[: ,「I'  &10119L,,s1中的ilr凝  i-.}tJ}kx小;fit可采川50.-u

          表.I,热化t.灰可川粉煤灰 电石沽等代k'砂叮用P, 'i}代

          H,bS-砖可用碎石、矿清.妒沽等代铃

4.0.3 混凝 .}A12的强度等级不应低十c10,混凝 t'.

垫层报而层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

4.0.4 涅凝 t_热层厚度应根据地向主要菏载确定，并

Gti.符介卜列规定:

  4.0.4.1 在同 地段内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主要的

地而荷Rt!Ood.1,'v分别求出厚度并以1S最大者作为

该地段的xf:层厚度

  4.11.4.2 当相邻地段所求出的垫层厚度不一致时，

宜采川不同的I y度 当技术经济L较合理时，亦可采

用同 一厚度

  4.11.4.3 对有个别巫荷载的地段.应采取局部加厚
措施，但不得增加榷个地段的垫层厚度。

4.11.5 当主要地面荷载为人面积密集堆料、普通金属
切削机床或无轨运输车辆等时，混凝土垫层缩缝采用

平头缝. ##l层厚度可按本规范附录B采用

4.11.6 需经计算确定地面混凝土热层厚度时，应根据

地而L:要荷载支承Iftj的数城、间卵及几何形状，并按本
规范附录C的规定进行

4.0.7 周边加肋的混凝土垫层，采用平头缝构造的缩

缝时 儿垫层厚度可按本规范附录C公式(C.3.1)计

3，此时式中应取 K。等干1.0(但厚度不宜大于
120miu

    泪:山 当按,Y,个菏载确之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日规范)骑算板中冲切强度

          l_1 f&边加肋不宜川7大面积PP集堆放菏载的地段

4.0.8 缩缝为‘「头缝构造的混凝十垫层，在垫层下采

用灰{等作地基加固措施时，垫层厚度可乘以折减系

数0.75，并1欲符合卜列条件:
  4.11.71.1  ]}f减前的垫层厚度不应大1 150nan

  4.11.8.2 折减后的垫层厚度不应小于60-

  4.0.8.3 灰土的厚度不应小f150..t,

5.0.1 地Ifq垫层应铺设在均匀密实的地纂上 对淤

泥、淤泥质土、冲填土及杂填土等软弱地基.应根据生

产特征、使用要求、土质情况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利用与处理.使其符合

建筑地而的要求

5.0.2 利用经分层压实的压实填 f作地基的地IFS

程，在平整场地以前，应根据地面构造做法、荷载状况、

填料性能、现场条件提出压实填土的质量要求 并应

按有关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检验填土质最合格后，才

允许作为地面的地基。

5.0.3 地面垫层下的填土应选用砂土、粉 上、粘性上

及其已有效填料，不得使用过湿土、淤泥、腐植十、冻

上、膨胀土及有机物含量大十8%的上。填料的质举和

施工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方与爆破工程施1_

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5.0.4 压实填上地基的密实度、含水量应符介下列规定:

  5.0.4.1压实系数A不应小于。.90

  5.0.4.2控制含水址W仄%)应为

                w一w‘、二3 临.0.4)
式中 W�} 土的最优含水量<%)，可按当地经验或

            取W�12,粉土可取14一18; Wi为土
                的塑限

  5.0.4.3 压实系数应经现场试验确定。当无试验
条件时，应要求施工压实机其、每层铺土厚度及每层压

实遍数，均应符合表5.0.4的规定。

    注:①压实系数为上的控制十密度pa与最大于密度v,、的比
        值

        ②土的最大干密度宜采用击实试验确定，或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计算，上的控制干密

          度可根据当地经验确定厂

        ③重要工程或工程量较大时，尚应采用触探配合枪验 如素

          填土Nin >20等。

            压实缤土每层铺土厚度和压实偏数 表5.0.4

6lj
朗

以
l(k

阴
阴

羊足稚

9F式打夯机

fi-88-is
1-4

人 t打夯

200-300

200-350

200-250

不大于 200

    注 ①本表适用于选用粉土、粘性土等作土料 对灰t、砂上类41

          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i1规范》的有关规定

          执行

      ②本表适用丁填土厚度在2,,以内的坟上

5.0.5经处理后的淤泥、淤泥质上、冲填土或杂填L
等软弱士质，在夯实之后尚应按具休情况分别采用卵

石、砾石、碎石、碎砖、矿渣或砂等夯人土中进行地基表

                                          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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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缝洲

}J7

层加固处理，其厚度不宜小于60-m,基槽、基坑的回

填 L应按新填1处理

50.6 直接受人气影响的室外堆场、散水及坡道等地

曲，“lj采用混凝十垫层时,'fl:在热层卜哺设水稳性较好
的砂、炉渔.碎i; .矿渣及灰{等材料，其厚度不宜小于

本规范表4.02 }1'的规定_

5.0.7 有人而积地而荷载的厂房、仓库及重要建筑物

地而，应考虑地基0J能产生的不均匀变形及其对建筑

物的不利彩响，11按现行国家标准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

规范》采取有关技术措施

6 地 面 构 造

6,0.1 建筑物的底层地面标高，应高出室外地面

I SOrnm,当有生产、使用的特殊要求或建筑物预期较大

沉降I'I等其它原因时，可适当增加室内外高差

6.0.2 当生产和使用要求不允许混凝土类而层开裂

时，宜在混凝十顶面下ZOn二处配置直径为4二m、间距

为15(，一200- 的钢筋网

6.0.3 地而变形缝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6.0.3.1 底层地而的沉降缝和楼层地面的沉降缝、

伸缩缝及防震缝的设置，均应与结构相应的缝位置一

致 且应vI通地面的各构造层

  6.(1.3.2 变形缝应在排水坡的分水线上.不得通过

有液体流经或积聚的部位

6.(1.4 变形缝的构造应考虑到在其产生位移或变形

时.小受阻、不被破坏，并不破坏地面;材料选择应分别

按不同要求采取防火、防水、保温、防虫害、防油渗等措

施

6.0.5 底层地面的混凝土垫层，应设置纵向缩缝、横
向缩缝，3i应符合卜列要求:

  6.0.5.1 纵向缩缝应采用平头缝或企u缝(图

6.0.5(),(h )).其间距可采用3 -6-

  6.0.5.2 纵向缩缝采用企口缝时，垫层的构造厚度

不宜小丁巧Omm，企口拆模时的混凝上抗压强度不宜

低于3MF'n

  6.0.5.3 横向缩缝宜采用假缝(图6.0.5(r))，其间

即可采用6一12m;高温季节施工的地面，假缝间距宜

采用6r<)-假缝的宽度宜为5-20=m;高度宜为垫层厚

度的1/3;缝内应填水泥砂浆

6.0.6 平头缝和企口缝的缝间不得放置隔离材料，必
须彼此紧贴

6.(1.7 室外地面的混凝土垫层，宜设伸缝，其间距宜

采用20一30m,缝宽20- 30,-,缝内应填沥青类材料，

治缝两侧的混凝上边缘应局部加强C

6.0.8 大而积密集堆料的地面，混凝上垫层的纵向缩

缝、横向缩缝 应采用平头缝，其间距宜采用6rn,

6.0.9 在不同垫层厚度交界处，当相邻垫层的厚度比

大于1、小于或等于1_4时，可采取连续式过渡措施

  2一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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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连续式变截而

                    (b)间断A变截而

                图609 两种变截面形式

(图6.0.9( a));当厚度比大十1.4时，可设置间断式沉

降缝(图6.0.9(b))

6.0.10 设置防冻胀层的地而，当采用混凝土垫层时，
纵向缩缝、横向缩缝应采用平头缝，其间距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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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

6.0.11 混凝]热层周边加肋时、’汀用1室内，纵向缩

缝、横向缩缝均应禾用平头缝(图60.II)，其间距宜为

6一12n 纵、横间距宜相等‘高温季节施工时.其间距

宜采用6m,

黔东一“扮一异一翩二
，小 奈城 S;" 。

橄

图6〔)日 *)" 1-J边加肋构造

6.0.12 铺设在混凝十垫层上的面层分格缝应符合下

列要求:

  6.0.12.1 沥青类面层、块材而层可不设缝。

  6.0.12.2 细石混凝L面层的分格缝，应与垫层的

缩缝对齐

  6.(1.12.3 水磨石、水泥砂浆、聚合物砂浆等面层的

分格缝，除应与垫层的缩缝对齐外，尚应根据具体设计

要求缩小间距。主梁两侧和柱周宜分别设分格缝。

  6.0.12.4 设有隔离层的面层分格缝，可不与垫层

的缩缝对齐

  6.0.12.5 防油渗面层分格缝的做法宜符合下列要

求:

    (1)分格缝的宽度可采用巧一20- ，其深度可等

于而层厚度

    (2)分格缝的嵌缝材料，下层宜采用防油渗胶泥，

上层宜采用膨胀水泥砂浆封缝。

6.0.13 当有需要排除的水或其它液体时，地面应设

朝向排水沟或地漏的排泄坡面。排泄坡面较长时，宜
设排水沟

    排水沟或地漏应设置在不妨碍使用并能迅速排除

水或其它液体的位置

6.0.14 疏水面积较大，当排泄量较小、排泄时可以控

制或不定时冲洗时 可仅在排水地漏周围的一定范围

内，设置排泄坡而。

6.0.15 底层地面的坡度，宜采用修正地基高程筑坡。

楼层地面的坡度，宜采用变更填充层、找平层的厚度或

由结构起坡

6.0.16 地面排泄坡面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6.0.16.1 整体面层或表面比较光滑的块材面层，
可采用0.5%一1.5%

  6.0.16.2 表而比较粗糙的块材面层，可采用1%一
2%

6.0.17 刹卜水沟的纵向坡度.不宜小于0.5%.

6.0.18 地漏四周、排水地沟及地面与墙面连接处的

隔离层，应适当增加层数或局部采用性能较好的隔离

层材料。地而与墙面连接处隔离层应翻边，其高度小

俏一小于150mm

6.1).19 有水或其它液体作用的地面与墙、柱等连接
处，应分别a置踢脚板或墙裙。踢脚板的高度不宜小

1̀  150nuno

6.0.20 有水或其它液体流淌的地段与相邻地段之

间，应设置挡水或调整相邻地而的高差

6.11.21 在踏步、坡道或经常有水、油脂、油等各种易

滑物质57地而卜.应考虑防滑措施
6.0.22 有水或其它液体流淌的楼层地面孔洞四周和

平台临空边缘，应设置翻边或贴地遮挡，高度不宜小丁

100- o

6.0.23 在有强烈冲击、磨损等作用的沟坑边缘，应采

取加强措施 台阶、踏步边缘.可根据使用情况采取加

强措施

6.0.24 建筑物四周应设置散水、排水明沟或散水带

明沟。散水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6.0.24.1 散水的宽度，应根据土壤性质、气候条
件、建筑物的高度和屋面排水型式确定，宜为600-

1000- ;当采用无组织排水时，散水的宽度可按檐口
线放出200-300- 0

  6.0.242 散水的坡度可为3%一5%。当散水采用

混凝土时，宜按20-30m间距设置伸缝。散水与外墙

之间宜设缝，缝宽可为20一30mm,缝内应填沥青类材

料

  附录A 面层、结合层、填充层、找平层的

            厚度和隔离层的层数

A.0.1 面层厚度应符合表A.0.1的规定

                    面 层 厚 度 裘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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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填 充 层 厚 度 表A.0.3

A层 名称 材料强度等级

煤叶石-0} .耐火砖(卜浦〕

                  (侧铺〕

水泥花砖

现浇水麟f,

预制水1们板

陶瓷锦砖('S舞克)
地ifi1陶瓷砖(板)

花岗六条石

人理石.花岗石

块 子1

铸 铁 板

本 板c单F:)

          (双寿FI

;Nj $U水地板

格捌式酒风地板
软聚氧乙烯板

驯料地饭〔地,r )

异朴电勿料Bi

聚氦西ti自流平

树月斤砂浆

地 毯

呼 度I-)

      53

      115

      20

一30(含结合层)

      25

    5一8

    8一2日

  so一]20

      20

  IM 一150

        7

    IS-22

    12一18

    R一12

高300 --400

      2一3

      I一2

      1一2

      3一4

    5 10

    5一12

强度等级或配介比

M1训(1

    填 充 尼 材 料

水泥炉清

水N石灰炉清

轻骨料fR凝 L

加气N凝 !块

水泥膨胀珍珠岩块

沥青膨胀珍珠岩块

厚 4

1:6 30一吕咤)

1)一SU

MU15

cz01,5

:M1160 一2’
朝 一 Nn

:::
ml 1311 找 平 层 厚 度 表 A.0.4

，、:二材料 一强度等级或配、比 厚 度 c} l

水泥砂浆 一 ‘，
71E醚土 一 C10一(:U >1s30

隔 离 层 的 层 数

材 料 }

表 A 0.5

隔  A 层 层数c或道数)

层
层
层
层    汁:‘工双尼木地板It层厚度不包括巨地ffi厚 其面层川硬木制朽

          时，板的净厚度宜为1=一18o-

      口 本规范中沥青赞材料均指石油沥青

      矛防油渗况凝上的抗渗'N能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

          !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k方法)进行检渺 用川号机油

          为介质，以试件不出现渗油现象的最大不透油压力为

            1.5M1.

        ①防汕涤涂料粘结杭拉张度为)0.3N伊七

        J铸铁板q度系指面层厚度

A.0.2 结合层厚度应符合表A.0.2的规定。

                    结 合 层 厚度 裹A.0.2

      而层名称 一 结合Y材料 一厚度lnun)

石汕沥青油毡

沥青玻璃布油毡

再牛胶油毡

软聚抓乙烯卷材

防水冷胶料

防水涂膜(聚氨酷类涂料)

热沥青

防油渗胶泥玻璃纤维布

fin一  )}
布-V

预1i9混凝 士板

陶瓷锦砖(马赛 克)

普通粘1砖、煤歼石砖 耐火砖

水泥花砖

坎 石

花岗宕条石

大理?11花岗石、预制水磨石板

地肉陶瓷砖(板)
铸 铁 板

期料橡胶、聚抓乙姗塑料等板材

木地板

    砂、炉清 一
    !!水泥砂桨 一

或1:4干硬性水泥砂紫

        砂、沪概

    1:2水泥砂浆

或1: 4干硬性水泥砂桨

        砂 、炉渣

    1.2水泥砂浆
    1:2水泥砂浆

    1:2水泥砂浆

    I2水泥砂桨
        砂 、炉iR

        粘结剂

ZD一30

    5

20一30

20-30

15--20

20-30

21 50

I5一20

20-3U

10-15

  45

  〕60

    注:(D石油沥青油毡不应低十350x-

        ②防水涂膜总厚度一般为15-2-

        ③防水薄膜〔农用簿膜)作隔离层时，其厚度为0.4-0.6-

      ④沥青砂桨作隔离层时，其厚度为10一20-

        ⑤ 用干防油渗陌离层可采用具有防油渗性能的防水涂膜材

            料

      附录B 混凝土垫层厚度选择表

B.0.1 混凝土垫层厚度选择见表5.0.1

                  湿越土垫层皿度选择金 表 氏0.1

汁 n日几劝料板

粘结剂，木板小旬

配套 导静电枯结剂

A.0 3

A.0 4

A.(1.5

填充层厚度应符合表A.0.3的规定。

找平层厚度应符合表A.0.4的规定

隔离层的层数应符合表AOS的规定

荷 载 类 里

混凝土垫层厚度(mm)

混凝j

强 It

等  at

压实填土地基的变

形模量Eo(N/,-月

}8一20 40

  人

  面

  积

  密

  集

  堆

  料

(kN/,记)

20 c10C15  706060606060
                  一
                                          一

30

{CIO
  C15

  傀 0 1009080:}}个
50 a0CI $C20

一

160140120
普
通
金
周
切
削
机
沫

卧式车I

六角车工

车床 CB

07625.1

未CWi1

I

卜

水

63、转塔

125,铲齿
自动车床

  月7125

IC’。
一’60

{

1;黑
石形车工

摇臂钻床乃5、介式钻床

/575,k卜式内拉床Is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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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观凝 1热拼摩度(溯飞)
附录C 丫民凝上垫层厚度计算

简 载 类 甲 混凝 」 压实续t地幕的变

形倾碌民〕(N， 飞2) 般 规 定

朴卜外叫舫沐M13lw 内Ltol瞬

床 嫩5。八.平而磨 床
M713211. 七 甘 堆 ’不

Ml()8(11色、曲 抽 解 ，不
M(洲26日

滚 两 机 丫38、刨 内 机

、236、于雨断妇L丫75150剃

内翻t丫魂245

、7式锐味 X，132、卧式铣

床 \防14。八、卧式隙味
  入X611

，失刨床1试mO63R、抽1未

1巧032

仁】气 1别) 120

】入〕

劲
-

]3(1

以

泞
通
余
树
I)j
削
111
沐

如电服介、11烫

互 25t载电汽介

4t载吸汽介、2

乍

』2()

110

‘习

130

120

眨oo

150

t月0

13〔)

入)

阅

粉

8〔)

7O

110

l仍

叩

c.1.1 棍凝土垫层停度的计算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

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用分项系数的设讨一表达式

进行计算

C.1.2 混凝十垫层均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并

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注兰根据地基上混凝1板结构的特点 滋凝 1垫层认_常使J!1极限

        状态应为短期荷载作用下板面即将出现环形裂缝时的状态、

c.1.3 根据混凝土垫层破坏后可能产生后果(造成经

济损尖、产生社会影响等)的严重性，垫层应按表C.1.3

刽分三个安全等级和重要性系数‘当按承载能力极限

状态设计计算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选用

          混凝土垫层的安全等级和重要性系数表C.1.3

    地面类别 一 耍令等级一}策云耳1薄石万片
靛要的建筑地面

  般的建筑地曲

次要的建筑地面 一i级级行1叉式装卸介

少

轧

趋
输

八

辆

执载取汽介
尹、午.12t

    注 对于特殊建筑物地面，其支全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Cl.4 混凝土设计指标应按表Cl.4采用

                    混凝土设计指标 表C.1.4

{搜日 8()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0 Ico51一刚 住 5 臼 O

抗拉强度

/(N八ml产)

弹性模景

尽(N/]1田2) 一

                                  一

    O砧

‘175派1护
一

l

    0.勺0

2刀又1护

  110

255河1护
                          一

  130

2印xl了
          一
}3。只.州
一

叱1〕

CIU

仁15

〔2(〕

C10

〔一15

《皿n

C.1 5 压实填土地基的变形模量石。应按表Cl.5采

IJ0
100
?一。
110
。1140
。
l20
b()
。一。
几
。一。
。
、

吊

4

起

币

擎

一I( 1刃一1升皿一1司
.川一叫110一团
110~L叹万n”一 伍 卜

用

压实坡土地甚的变形模t(氏) 裹c.15

同
团
渊

10一15

D当垫层1有现浇细石混凝土面层时，表列厚度应减去面足

  的厚度，但不应小于团mm

当棍凝仁垫层版边加肋或在垫层下设有灰土等地基加强层

时 表列厚度n丁乘以折减系数075;当同时采用板边加肋

和地难加强层时、不宣们 次折减 折减后的厚度.对直接

安装曹遍金属切创扫t床的地段不宜小下1的11比

支承间断之_即m 支承而积李叭义加〔m协的物竹，按投影

111积日算的平均重t簇5okN爪产.垫层厚叱也可按 大囱积

密集堆料”选jl』

利JIJ吊有堆朴钢板.毛坪门及其它重物时，或用丁检修设备

的吊乍当有专门检修场地时 或装配作业在专门台位卜进

布r，或装配后的产品’，地面接触面积很大对.表中吊车起重

爪不应作为选择垫层厚度的依据.

，1:实坑t_地从的变形模带凡、的11算“L.“1授木规范表

f ls选月互

起川人列以健时尚应结合’.币地气候.佬质、垠料、使用经验

以旋施1和养护条件.作出’j使川要求扣适应且经济合理

的粉“止1旱度

填土类别 质最控制指标
变形模饭E从N八1℃”2)

土戮湿度二常奢一土壤过湿者

砂 l

�� ‘川�> 加密实

15<N落30 巾密

10<入毛15 稍密 蓦 {{
粉 土 5<N蕊lo lp越10     一 l4

粘 性 土
15<Nlo邻 1。<少。蕊1，

  N砚。>25 1p>17 程 瞥
素填土         一 2O 10

    注:勿土壤过服者系指压实后的域土持力层价于地下毛细水卜月

          的高度范围内，或相对含水觉w以w二w/w卜w为大然
          含水云，wl为液限)达到055时的状态

      ②各类土壤地下毛细水的上升高度 .般为:砂上。3一。51n，

          粕土O6m，粘性土13一20和

        ③索城t系指粘性土与粉上组成的压实填1

      ④表中N为标准贡人试验锤击数;N击为轻便触探试验锤击

        数J1、为啪勺塑性指标
C.1‘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州时，与棍凝土塾层厚

度相关的综合刚度系数月应按表c，1.6采用。

                                          2一 2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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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刚度系数倒<10'm,) 表C.1.6

一蕊黑少一缪 ('I日 (15 I理日 (迎5 (30

R

2盯1

4!)

1.50{1.19一I . },30,9、一}。，

;{{:::{一NO89
1 (4 156

263 {49

    di.:'4M I的变形膜鼠介I表列数仇之Ii]时.练合刚度系数可用插

        人ii习仪佰

“二7 在正常使Ill极限状态验算时，混凝 卜垫层的相

对刚度半径了、应按 卜式计算:

      ，一〔，331渡 (C. L7)
式中 I一 泪1对刚度半径(mm)

      1— 混凝上垫层厚度(I-)

    鱿- 9凝r.弹性模举( N/nun勺，按C.1 .4采
              IN布

      践— 压实填土地基的变形模氢(N /�,n子)按
              f ls采用 、

    (4)当支承而为线形(即由ICI柱状物件的侧而形

成)时，其支承面计算宽度可取相对刚度平径的{/10

计算，即拭宽度)=0. IL

    (5)最不利荷载应为荷位区内最大的单个等效荷

载

    ((])组合等效荷载应为荷位区内各单个等效荷载

的总和，井可按 卜式计算〔

S、一S:，·’到补价IltfYOfC0. IX},、·洲

C.2 地面荷载计算

C.2.1 地面荷载可根据其支承而的数量、间距及几何

形状.分为单个圆形荷载、单个当ift圆形荷载、多个荷

载和等效荷载

C.2.2 凡符合卜列情况之一者，应按单个圆形荷载计

算:

    (1)只有一个支承面，其几何形状为圆形者

    (2)有若干支承面，其几何形状为圆形且各支承面

中心不在荷位区以内者

C.2.3 当量圆形荷载应符合下列要求:

    (I)荷载支承面近似圆形，支承而长宽比“/b<2

的矩形或近似矩形时，可化作当量圆形，其荷载为当量

圆形荷载

    (2)当量圆半径可按「式计算:

                ;二0.564 J仄 (C.2.3)
式中 :— 当fit圆半径(mm);

      A 荷载支承面面积(mmz) o
C.2.4 多个荷载与等效荷载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个等效荷载应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个当量

圆形荷载的等效值，并可根据极限承载能力的等值要

求按下式确定:

So=、。rh_S01 k�)2
(2)当荷载支承面为长宽1L a /b }2

  (C.2.4-1)

的矩形或具

有复杂的几何形状时，可按面积相等、形状相似的原则

划分成若十个荷载计算单元，分别按式(C.2.3)化为若

干个当晕圆形荷载

    (3)荷载当量圆半径不应大于混凝土垫层的相对

刚度半径(即 =L)

  2一 2一 12

                                        (C2.4-2)

式中 S-— 位f多个荷载计算中心的组合等效荷

              载;

      5。— 位于多个荷载计算中心最不利荷载，为

            便上叙述，假定它为S�;

      S,— 位干荷位区内的任 当量圆形荷载;

    S,— 以S,〕为计算中心的荷位区内任 当量圆

            形单个等效荷载‘均按式(C24日求得:

    h.,h;— 分别为S�,S作用h通过式〔C.3.1)求
              得的热层厚度;

    a o1 荷载影响角，如Ml(C.2.10)RT

C.2.5 圆形或当量圆形的计算半径，应符合下列规

定:

    (1)面层为现浇细石混凝上或混凝土垫层兼面层

时，计算半径几为:
                    1i=r           (C.2.5-1)

    注:卜述条件下 计算混凝土垫层犀度时 应以面层和垫层的急厚

      度作为计算厚度，并可按垫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所需的设

        州值

    (2)其它类型的面层，即面层与垫层不能共同受力

时，计算半径勺为:
                称二r+l’ (C.2.5-2)

式中 r- 圆形荷载支承面的半径或当a圆半径

            (} );

      几’— 垫层以上各构造层的总厚度(1-i) o

C.2.6 荷载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荷载基本组合的设计值5:

        S二YGCGGk+孰YQ=CQ,",Qk,  (C.2.6-1)
式中 Gk— 永久荷载的标准值;

      Qk— 可变荷载的标准值f

      Y(一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取/c=1. 2;

      YQ—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取YQ =]4;

  Cc.cQi— 分别为荷载效应系数，均取1.0;

      乳— 搬运或装卸以及车轮起、刹车的动力系

            数，宜取1.1一1.2,
    (2)荷载短期组合的设计值5:

〔 2.7

    凡一C"Gk十孰CQige,Qki    (C.2.6-2)
临界荷位应为地面板在受荷状态下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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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小利部位‘本规定临界而位应选择缩缝为平头缝构

造的板角等最不利荷载(亦称计算中心荷载、控制荷

载、作川的部位

    菏位系数应为扳}I ,极限承载能力与板角极限承载

能少J的比浪 r. 当荷载作用于临界菏位时.荷位系数

k, }i1取2.U; ";简找作用F板中时简位系数h可取
1 .fl

C.2.8 荷位卜半径系指以门p中心为原汽，地自荷载

作川卜弯矩影响最人的有效距离，叫按!;式日算

              It ·厂寸45了一 (C-28)
式‘{“ 私 11 一Af立区半毛包 户;

          — 门豹r卜.荷载支承I(11的当吊回形计算
              半径(m,)

          L- 相对刚度半径 按式(( 1.7)计算

C.2.9 临界荷位区应为最不利荷载ti作用于板角

时，I'I1夹角为90的荷位区半径凡 所形成的1/4圆

形区域(图f29()、

    板，1,荷位X I�-为以最不利荷载S�作用处为圆心，

k, 为平径听形成的圆形区域(图C29(l))

    k 为ti 至S的距离「

C_3 垫层厚度计算

C.3.1  Vi缝为平头缝构造的棍凝十垫层，单个圆形

(或当龄 IA形)荷载作用下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日时

的厚度.应按 下式计算 :

r�汽5

til 1-1.24 x (,ii，一、十。36)11
((’31)

式中 h- 垫层厚度(111们，分别为/,k,,k;,
      5— 荷载基木组合的设全{值(.v).分别为S

            S; . S,;厂t⋯;

— 重要性系数.按表〔’_卜3采用

— 荷位系数;k.二2)

      ‘— 圆形或当量圆形荷载计算半径(mm);
      八— 握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N/nunz ) ;

      月— 综介刚度系数(1/n-),按表C. 1.6取值‘

C.3.2 缩缝为平头缝结构的混凝土垫层厚度作板中
杭裂度验算时，可按下式计算:

hf一 (〔.32)

                      图(29 向位区

C.2. 111荷载影响角应为以i十算弓，心荷载为原点的指

定夹角(ICI(’2.1(1),17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人一 混凝上垫层满足抗裂度要求的最小厚度

            ([〕二);

        /I- 混凝土垫层满足极限承载能力要求的最

            小厚度(nun),按式(C.3. I )计算;

      S— 荷载短期组合的设日值(w).分别为s-,

            5、、5十1·一 ;

      人— 混凝上抗拉强度设计值，按表C.1.4采

              用;

      L- 棍凝土垫层相对刚度半径( mTu),按式

            (C.1.7)计算;

      k— 荷位系数,k〔一1。
    注;可不作抗裂度骑算的条件是:,,/l.<0 8，但对荷4R较人和地从
        张度较A时 不完全适用

C.3.3当r, /L}0.2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L
结构设计规范》进行附加冲切验算

C.4 计 算 实 例

图〔2.10 荷载影响角下念

a 一 自r( X1巧奈
2 <私1吸2民1

((2.10-1)

(〔2. 10 2)

t卜为使〕叙述 均才Px定5、为计算中心.G为Of创左半径内们

菏缎

C.4.1 例题

    地面上存放最大加工件额定重量为14t,部件长

3.5n,重量由两个矩形支承而平均分担，支承而中心即

离为2.8oi}基土为湿度止常的粉土 向层采用3(hnm

厚的细石混凝土，可与垫层起共同作用，缩缝为平头缝

构造，求混凝十垫层厚度(图C.4.卜1.4.1-2)
C.4.2 计算数据

    分别计算单个当量圆形荷载:

        Q、一Qj}01/2x14x104一7x10'N
        Gk-O(垫层自重忽略不计)

          Yq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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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so0

C.4.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抗裂度验算:

    由式(C.2.6-2)得:

          s、一CQ,},Qk

              二I.Ox1.1XTOx1(1'=7.7x10'N

    代人式(C.3.2)得:

、谁
I-I 龙承血’1̀ InlIul

Y,.k.s

丫4.040,/f. 1 0.82) J,

I.0xLOx7.7决104

、04 x(携咭.0. 82) x〕10
Rc

图 C4.1 2  il算简图

‘日式(CS,
山式((

二( .,4-卜()

  叭二1.1

2.6_1)得:

一， Y拼'a,wQk

-1.4x1.1'-7x1口I一10.78x IO'N

23)和(〔’25们得:

， 厂一”5叫了八 0.564 J 3011 x 400

      尸，，,,=0.564 "400x5110一252 1952..n
4n、m

    选用混凝t.为C20,即/，一1. l "A-', E二2.55
K IO'N/nun=

    湿度正常的粉土，由表C.1.5查得:E。一22N/mm-
C4.3 临界荷位区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垫层厚

度

    (【、按临界荷位分别计算:

    取:Y., = I . 0. k,.= 2. 0渭二1.91 x 10 '1/mm(山表

C.1.6杳得).
    由式((、.3.1)得:

          =11 9- K h,

    抗裂度验算满足要求

    本例r; /L -0. 4日<。8，且地基强度适中，故也可
免干验算

C.4.5 按组合等效荷载作用计算垫层厚度

    (1)考虑两相邻荷载之间影响:

    己知:R,2一2800mm, S,是按最不利荷载选定的

计算中心
    荷位区半径由式(C2.8)解出:R�-< R is

    由此可见S2在板中荷位区内，且满足2廷R,2燕
2R,-，故可按式(C.2.4-1),(C.2. 10-I)计算几的等

效荷载和荷载影响角，

    (2) S:的等效荷载S,z，山式(C.2.4-1)得:

、2一、1(瓮,z一10.78-100x( 138
          一9.41 x 100N

(3)荷载影响角，由(0.2.10])得

2R

        R,2
只T仁 - 卜 十 =arc姗 2义811(12332

l, ,二'V 14.24x(Q"r;+0.36.(,)

      二53.09'= 0.9265弧度)

(4)换算到计算中心的组合等效荷载:

由〔C.2.4-2)得:

5,l= S, (at,一、ina,.2}a,.2) xSitS,l+i"一V 14
1.0 x2.0 x10.78 x10'

24x(1.91x10一'x195.4x0.36)x1.10 一，0.78x100[1+号(0.92650.7996

137mui
x 0. 6006) x

I.0x2.0x10.78x10'
_9.4110.78

丫14.24x(1.91x10 3x252.2+0.36)x1.10
129m-

(2)确定临界荷位区:

由式(C.1 .7)得:

    1,一0.33h摄                                                  3

        一0. 33 x 137勺

由式(L、2.8、得:

      =10.78xIo'[1+0.24801=13.45xIO'N

    (5)将组合等效荷载S,分别代人式(C.3.1)
(C.3.2)求出所需垫层厚度

    a临界荷位区按永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二'V 14.24 x (1.91 x 10-3 x 195一岩1F4x0.36)xl
1 0x2 0x13 45x 护

/2.55 x 10'
    22

474.9-

      H,一 I95.41 4.5x474.9一2332<药2

    即第 二个荷载不在临界荷位区内.山上面计算可

知h,>h_,暂定板厚为I' l，且S为最不利荷载。

  2一2一 14

    =153nnn

    b板中荷位区作抗裂度验算:则h’二145avno

C.46 抗冲切验算:

      "/L二195.4/474.9二0.411>0.2,4}X验算
C.4.7 计算结果，由h」、}f,l,.,,h'，中可取30nvn厚细

石混凝土面层,130- 厚C20级混凝上垫层 可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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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川.则总厚度为 160 附加说明

          附录1) 本规范用I'd说明

1).0.1 为便1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

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I) 表}i<很严格.非这样做小17]的:

          it而词采用“必须认

          反do词采用“严禁，

    (2) 表t]}严格，在I I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11而词采用“应‘’;

          反Ifu词采用.. 1:应‘’J戈.. 3, 1"k、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

          样做的;

          I I血词采用..,b,.或..1 ;1.;

          反而I司采用“不宜，’

U.0.2 条文，1，指定应按其L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

叮法为’‘1叔符合 一的规定 或“应按 ....执行，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单位: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

参 加单位: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

            电了卜业部第十设计研究院

            机械上业部第五设计研究院

            华东建筑设计院

            卜海市建筑科学研究所

            江苏省建筑工程局

            同济大学

主要起草人:钱傲楷 陆文英 施少连 史昭福

          竺致远 缪世荣 张思浩 据民征

            范守中 张 桦 黄影虹 朱鹤鸣

          熊杰民 申居龙美 一髯买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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