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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外墙饰面砖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程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一九九七年工程建设城建 建工行业标

准制订 修订 第一批 项目计划的通知 建标 号

的要求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编的 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程 经审查 批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 编号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负责管理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解释 建设部标准定额

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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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建标 号文的要求 本规程编制组在广泛

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 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根据我国的建筑气候区划 按不同

气候区 对外墙饰面砖工程的材料 设计 施工及验收等作出规

定

本规程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归口管理 授权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是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规程参编单位是 长春星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哈尔滨市建筑工程研究设计院

豪盛 福建 股份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是 刘建华 孟小平 陶乐然

曾庆渝 张元勃 杨向宁

林作军 曾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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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保证外墙饰面砖工程的质量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可靠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采用陶瓷砖 玻璃马赛克等材料作为外墙饰

面材料 并采用满粘法施工的外墙饰面砖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验

收

本规程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气候区划标准

中一级区划的 区 附录 附录 对外墙饰面砖工程的材

料 设计 施工及验收作出规定

外墙饰面砖工程的材料 设计 施工及验收 除应符合本

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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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水泥基粘结材料

以水泥为主要原料 配有改性成分 用于外墙饰面砖粘贴的材

料

结合层

由聚合物水泥砂浆或其它界面处理剂构成的用于提高界面间粘

结力的材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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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外墙饰面砖

用于外墙饰面工程的陶瓷砖 玻璃马赛克等材料 统称外

墙饰面砖

于压陶瓷砖和陶瓷劈离砖简称面砖 据 面积小

于 的砖和玻璃马赛克简称锦砖

外墙饰面砖产品的技术性能应符合下列现行标准的规定

陶瓷砖和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干压陶瓷砖

陶瓷劈离砖 玻璃马赛克

外墙饰面砖工程中采用的陶瓷砖 对不同气候区必须符合

下列规定

在 区 吸水率不应大于 在 区 吸水率不

应大于

在 区 冰冻期一个月以上的地区吸水率不宜大于

吸水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陶瓷砖试验方法 进

行试验

抗冻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陶瓷砖试验方法

进行试验 其中低温环境温度采用 保持 后放入不低

于 的清水中融化 为一个循环

在 区 冻融循环应满足 次 在 区 冻融循环

应满足 次

外墙饰面砖宜采用背面有燕尾槽的产品

PDF 文件以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创建          誒界简简称图缝缝能能能勾称浆其其聚砂简力劈列勾砂力高

http://www.pdffactory.co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找平 粘结 勾缝材料

在 区应采用具有抗渗性的找平材料 其性能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砂浆 混凝土防水剂 第 节的技术

要求

外墙饰面砖粘贴应采用水泥基粘结材料 其中包括现行行

业标准 陶瓷墙地砖胶粘剂 规定的 类及 类产品 不

得采用有机物作为主要粘结材料

水泥基粘结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陶瓷墙地砖胶粘剂

的技术要求 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

强度检验标准 的规定 在试验室进行制样 检验 粘结强

度不应小于

水泥基粘结材料应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 其

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硅酸盐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

的技术要求 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普通硅酸盐水

泥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水泥基粘结材料中采用的砂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

土用砂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的技术要求 其含泥量不应大

于

勾缝应采用具有抗渗性的粘结材料 其性能应符合本规程

第 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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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本规定

外墙饰面砖工程应进行专项设计 对以下内容提出明确要

求

外墙饰面砖的品种 规格 颜色 图案和主要技术性能

找平层 结合层 粘结层 勾缝等所用材料的品种和技术

性能

基体处理

外墙饰面砖的排列方式 分格和图案

外墙饰面砖粘贴的伸缩缝位置 接缝和凹凸处的墙面构造

墙面凹凸部位的防水 排水构造

基体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基体的抗拉强度小于外墙饰面砖粘贴的粘结强度时 必

须进行加固处理 加固后应对粘贴样板进行强度检测

对加气混凝土 轻质砌块和轻质墙板等基体 若采用外墙

饰面砖 必须有可靠的粘结质量保证措施 否则 不宜采用外墙饰

面砖饰面

对混凝土基体表面 应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或其他界面处

理剂做结合层

找平层材料的抗拉强度不应低于外墙饰面砖粘贴的粘结强

度

外墙饰面砖粘贴应设置伸缩缝 竖直向伸缩缝可设在洞口

两侧或与横墙 柱对应的部位 水平向伸缩缝可设在洞口上 下或

与楼层对应处 伸缩缝的宽度可根据当地的实际经验确定 当采用

预粘贴外墙饰面砖施工时 伸缩缝应设在预制墙板的接缝处

伸缩缝应采用柔性防水材料嵌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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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变形缝两侧粘贴的外墙饰面砖 其间的缝宽不应小于

变形缝的宽度 图

图 变形缝两侧排砖示意

面砖接缝的宽度不应小于 不得采用密缝 缝深不宜

大于 也可采用平缝

墙面阴阳角处宜采用异型角砖 阳角处也可采用边缘加工

成 角的面砖对接

对窗台 檐口 装饰线 雨篷 阳台和落水口等墙面凹凸

部位 应采用防水和排水构造

在水平阳角处 顶面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应采用顶面

面砖压立面面砖 立面最低一排面砖压底平面面砖等作法 并应设

置滴水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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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一般规定

在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前 应对各种原材料进行复验 并

符合下列规定

外墙饰面砖应具有生产厂的出厂检验报告及产品合格证

进场后应按表 所列项目进行复检 复检抽样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 陶瓷砖试验方法 进行 技术性能应符合本规程

第 节的要求

粘贴外墙饰面砖所用的水泥 砂 胶粘剂等材料均应进行

复检 合格后方可使用

外墙饰面砖复检项目 表

区名

气候

种类

饰面砖

陶 瓷 砖
玻 璃

马 赛 克

注 表中 尺寸 表面质量 吸水率 抗冻性

在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前 应对找平层 结合层 粘结层

及勾缝 嵌缝所用的材料进行试配 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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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前应做出样板 经建设 设计和监理

等单位根据有关标准确认后方可施工

外墙饰面砖的粘贴施工尚应具备下列条件

基体按设计要求处理完毕

日最低气温在 以上 当低于 时 必须有可靠的防冻

措施 当高于 时 应有遮阳设施

基层含水率宜为

施工现场所需的水 电 机具和安全设施齐备

门窗洞 脚手眼 阳台和落水管预埋件等处理完毕

应合理安排整个工程的施工程序 避免后续工程对饰面造

成损坏或污染

面砖粘贴

面砖粘贴可按下列工艺流程施工

处理基体 抹找平层 刷结合层 排砖 分格 弹线 粘贴面

砖 勾缝 清理表面

抹找平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基体处理完毕后 进行挂线 贴灰饼 冲筋 其间距不

宜超过

抹找平层前应将基体表面润湿 并按设计要求在基体表面

刷结合层

找平层应分层施工 严禁空鼓 每层厚度不应大于

且应在前一层终凝后再抹后一层 找平层厚度不应大于 若

超过此值必须采取加固措施

找平层的表面应刮平搓毛 并在终凝后浇水养护

找平层的表面平整度允许偏差为 立面垂直度允许偏

差为 检验方法应符合本规程表 的规定

宜在找平层上刷结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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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砖 分格 弹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按设计要求和施工样板进行排砖 并确定接缝宽度 分

格 排砖宜使用整砖 对必须使用非整砖的部位 非整砖宽度不宜

小于整砖宽度的

弹出控制线 作出标记

粘贴面砖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粘贴前应对面砖进行挑选 浸水 以上并清洗干净 待

表面晾干后方可粘贴

粘贴面砖时基层的含水率宜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要求

面砖宜自上而下粘贴 粘结层厚度宜为

在粘结层初凝前或允许的时间内 可调整面砖的位置和接

缝宽度 使之附线并敲实 在初凝后或超过允许的时间后 严禁振

动或移动面砖

勾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勾缝应按设计要求的材料和深度进行 勾缝应连续 平直

光滑 无裂纹 无空鼓

勾缝宜按先水平后垂直的顺序进行

面砖粘贴后应及时将表面清理干净

与预制构件一次成型的外墙板饰面砖工程 应按设计要求

铺砖 接缝 饰面砖不得开裂和残缺 接缝要横平竖直

锦砖粘贴

锦砖粘贴可按下列工艺流程施工

处理基体 抹找平层 刷结合层 排砖 分格 弹线 粘贴锦

砖 揭纸 调缝 清理表面

锦砖粘贴时 抹找平层 刷结合层 排砖 分格 弹线

清理表面等工艺均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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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锦砖应符合下冽要求

将锦砖背面的缝隙中刮满粘结材料后 再刮一层厚度为

的粘结材料

从下口粘贴线向上粘贴锦砖 并压实拍平

应在粘结材料初凝前 将锦砖纸板刷水润透 并轻轻揭去

纸板 应及时修补表面缺陷 调整缝隙 并用粘结材料将未填实的

缝隙嵌实

质量检测

在外墙饰面砖工程的每个施工工艺流程中 均应按本规程

第 章规定的验收要求进行质量检测 并做好施工质量检测记录

成品保护

外墙饰面砖粘贴后 对因油漆 防水等后续工程而可能造

成污染的部位 应采取临时保护措施

对施工中可能发生碰损的入口 通道 阳角等部位 应采

取临时保护措施

应合理安排水 电 设备安装等工序 及时配合施工 不

应在外墙饰面砖粘贴后开凿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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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收

外墙饰面砖工程应在全部完成 并提交施工工艺和质量检

测文件后进行验收

施工工艺和质量检测文件应包括

外墙饰面砖工程的设计文件 设计变更文件 洽商记录等

外墙饰面砖的产品合格证 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检报告

找平 粘结 勾缝材料的产品合格证和说明书 出厂检验

报告 进场复检报告 配合比文件

外墙饰面砖的粘结强度检验报告

施工技术交底文件

施工工艺记录与施工质量检测记录

外墙饰面砖工程验收时 应对施工工艺和质量检测文件进

行检查 并对工程实物进行观感检查和量测

施工工艺和质量检测文件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施工工艺文件应经过整理 并齐全

外墙饰面砖和找平 粘结 勾缝等所用材料的出厂检验和

进场复检结果均应符合本规程第 章及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合格要

求

外墙饰面砖工程的施工工艺应符合本规程第 章的有关

要求

外墙饰面砖粘结强度的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

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的规定

施工工艺文件中的复印件和抄件 应注明原件存放单位

签注复印或抄件人姓名并加盖出具单位的公章

工程实物的观感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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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面以建筑物层高或 左右高度为一个检查层 每

长度应抽查一处 每处约长 每一检查层应至少检查 处 有

梁 柱 垛 翻檐时应全数检查 并进行纵向和横向贯通检查

外墙饰面砖的品种 规格 颜色 图案和粘贴方式应符合

设计要求

外墙饰面砖必须粘贴牢固 不得出现空鼓

外墙饰面砖墙面应平整 洁净 无歪斜 缺棱掉角和裂缝

外墙饰面砖墙面的色泽应均匀 无变色 泛碱 污痕和显

著的光泽受损处

外墙饰面砖接缝应连续 平直 光滑 填嵌密实 宽度和

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阴阳角处搭接方向应正确 非整砖使用部位

应适宜

在 区 与外墙饰面砖工程对应的室内墙面应无

渗漏现象

在外墙饰面砖墙面的腰线 窗口 阳台 女儿墙压顶等处

应有滴水线 槽 或排雨水措施 滴水线 槽 应顺直 流水坡向

应正确 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在外墙饰面砖墙面的突出物周围 饰面砖的套割边缘应整

齐 缝隙应符合要求

墙裙 贴脸等墙面突出物突出墙面的厚度应一致

工程实物的量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外墙饰面砖工程实物量测点的数量 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第 款的规定

外墙饰面砖工程实物量测的项目 尺寸允许偏差值和检查

方法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外墙饰面砖工程 应进行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 其取样数

量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判定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饰

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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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饰面砖工程的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检 验 方 法

立面垂直 用 托线板检查

表面平整 用 靠尺 楔形塞尺检查

阳角方正 用方尺 楔形塞尺检查

墙裙上口平直

接缝平直

拉 线 不足 时拉通线 用

尺检查

接缝深度 用尺量

接缝宽度 用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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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建筑气候区划指标

建筑气候区划指标

区名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各区辖行政区范围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相对湿度

年降水量

年日平均气温 的

日数

黑龙江 吉林全境 辽宁大

部 内蒙古中 北部及陕西 山

西 河北 北京北部的部分地区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年日平均气温

的日数 年

日平均气温 的日

数

天津 山东 宁夏全境 北

京 河北 山西 陕西大部 辽

宁南部 甘肃中东部以及河南

安徽 江苏北部的部分地区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年日平均气温

的日数

年日平均气温 的

日数

上海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全境 江苏 安徽 四川

大部 陕西 河南南部 贵州

东部 福建 广东 广西北部

和甘肃南部的部分地区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年日平均气温

的日数

海南 台湾全境 福建南

部 广东 广西大部以及云

南西南部和元江河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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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名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各区辖行政区范围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年日平均气温

的日数

云南大部 贵州 四川西南

部 西藏南部一小部分地区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年日平均气温

的日数

青海全境 西藏大部 四

川西部 甘肃西南部 新疆

南部部分地区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气温

月平均相对湿度

年 降 水 量

年日平均气温

的日数

年日平均气温 的

日数

新疆大部 甘肃北部 内

蒙古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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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建筑气候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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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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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应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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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

行 或 应符合 要求 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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