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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为部标准的通知

(87)城设字第 178号

    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主编的《民用建筑设计通
则》。经市杳同意批准为部标准，编号为JGJ37-87.自1987

年10月1日起试行 试行中如有问题和意见，请函告中国建
筑标准设计研究所，以便解释和供今后修订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87年3月26日

编 制 说 明

    本《通则》是根据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82)城设建字

第82号文的通知，由中国建筑标准设日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
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遵循国家在城乡建设和建筑工程等方面

颁布的法律、法规、技术政策和规章，吸取了我国设计、科

研、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参照了国内外有关标准规范，

并广泛征求全国各有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经有关部门会审定

定稿。

    本 《通则》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有:总则、城市规划对

建筑的要求、建筑总平面、建筑物设计、室内环境要求等口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编制组

          198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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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0T条 日的

    为保h卜建筑符合适川、安全、卫生等雄本要求，特制定

本通则作为各类民用建筑设计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

    第 10‘2条 适用范围

    本通则适用于全国城11各类新建、护建和改建的民用建

筑』

    注 VVfdar7}KIR的C城ilrlb,fq*Dl A结二条规定.本条所冻城市，是
        指四家行炊IK:城划分设立r'立Vi市、市、饥01181的镇)业未设镇的县
          城‘

    第 1.0.3条 与其它规范的关系

    民用建筑浅计IS?执行本通则外，尚应执行国家或专业部

门烦布的有关设计标准、规范和规定。

    第1.0.4条 建筑耐久年限

    以上体,tt构确定的建筑耐久年限分下列四级.

一级川久年限 100年以上 适用于重要的建筑和高层违筑。
二级耐久年限 5。一工00年 适用于一般性建筑。

三级耐久年r,tf  25-5。年 适用于次要的建筑。

四级耐久年限 15年以下 适用于临时性建筑。

    第 1.0.6条 民川建筑1佑度与层敌的划分

    一、住宅建筑按层数划分为:1--3层为低层;4--6层为

多)d } 7一9层为中高JA', IOT4以上为高层。

    二、公共趁筑及综合性建筑总高度超过24M者为高层

  〔不包括高度超过24m的单层主体建筑)二

    三、建筑物高度超过loom时 不沦住宅或公共建筑均

为超.:万层

    第 卜0.6条 建筑热工没计

    建筑物热工设计应与地区气从相适应，接咤民用建筑热

工L,iii规fij &规it: I全国划分为下列四个地区

    严寒地区(1区)。果年最冷月平均温度哎一I D0(J的地

                          区。

    寒冷地区(11区):果年最冷月乎均温度>一1o0(,,

                        (00C的地区

    侃叹地区(ti区):男年最冷11平均温度>a吧，最热

                      刀平均温度<+230d的地区。

    炎热地区(1%区):粱年最热月平均温度夕+ 23=C的地

                        区。

    第 1.0了条 设计Ik本原则

    迎筑设月除应执行ii!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外，

d应执行下列丛水6siU!9

    一，当地城市kt划邓门制定的城市规划实施条例;

    二、根据建筑物的川ik和fi的，综合讲求建筑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三，合理利川城li土地和空间，提他社会化综合开发和

4i;;了卜性+l筑;

    四、适应我国经挤发展水平，在满足-1117.要的同时适

ail考虑将来提高和改造的可能，

    五，节约边筑能耗，保证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六、建筑设计的标堆化应与多样化结合

    七，体现对残疾人、老年人的关怀，为他们的生Ii 工

作和f七公it动提织无I1d6:11为主内外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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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建筑和坏境应综合考虑防火、伉表、防空和防洪f

安全r,施，

    九、在LJ家或地方公布的各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比
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的各项建没，应按国家

或地方制定的有关条例和保护规划进行。

    第 】0_a条 无标定人数的建坑

      ·、建筑物I有囚定座席或有尺寸I卜列片标明使用人数

外，对无标定人数的建筑均应按有关令项建筑的设计规范核

耳井标明人数

    二、公共建筑中为主体使川部分配蹬的辅助mi积，当J飞

IW积与主体使用部分相接近，井有可能与主体使用部分同时

开放作其它用途时，则该建筑物的安全疏故出I宽度和数

准，应按两部分人数类加ii算

    二、使用人数无控制的公共建筑。应按可能最多人数计

算安全出口的宽度和数量

第二章 城市规划对建筑的要求

                第一节 理 筑 荟 地

    第2.1.1条 基地与道路红线

    一、墓地应与道路红线相连接，否则应设通路与道路红

线相连接。其连接部分的最小长度或通路的最小宽度，应符

合当地规划部门制定的条例。

    二、基地与道路红线连接时，一般以道路红线为建筑控

$9线。如因城市规划需要，主管部门可在道路红线以外另订

建筑控制线。

    三、除符合本章第2.2.3条规定外，建筑物均不得超出

建筑!2制线建造。

    娜2.1.2条 基地高程
    一、基地地面高程应按城市规划确定的控制标高设计。

    二、墓地地面宜高出城市道路的路面，否则应有排除地

面水的拾施。
    偏2.1.9索 基地姜全
    基地如有滑坡、洪水淹没或海潮侵袭可能时，应有安全

防护ill施。

    娜2.1.4条 相邻基地边界线的建筑与空地

    一、建筑物与相邻基地边界线之问应按建筑防火和消防

等要求留出空地或通路。当建筑前后各自己留有空地或通

路，井符合建筑防火规定时，则相邻基地边界线两边的建筑

可毗连建造。

    竺、建筑物高度不应影响邻地建筑物的最低日照要录。

    三、除城市规划确定的永久性空地外，紧接基地边界线

的建筑不得向邻地方向设洞口、门窗、阳台、挑婚、废气排

出口及排泄雨水。

    第2.卜与雍 墓地通路出口位置

    车流里较多的基地<包括出租汽车站、车场等)，其通

路连接城市道路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距大中城市主千道交叉口的距离，自道路红线交点

量起不应小于70m,

    二、距非道路交叉口的过街人行道(包括引道、引桥和

地铁出入口)最边缘线不应小于5口，

    三，矩公共交通站合边缘不应小于lom,



    四、距公园、学校、儿童及残疾人等建筑的出人口不应

小于20m,

    五、当基地通路坡度较大时，应设缓冲段与城市道路连

接;

    六、与立体交叉口的距离或共它特殊情况时，应按当地

规刘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2.1.6条 人员密集建筑的墓地

    电影院、剧场、文化娱乐中心，会堂、博览建筑、商业

中心等人员密集建筑的基地，在执行当地规划部门的条例和

有关专项建筑设计规范时，应保持与下列原则一致:

    一、基地应至少一面直接临接城市道路，该城市道路应

有足够的宽度，以保证人员疏散时不影响城市正常交通:

    二、蕊地沿城市道路的长度应按建筑规14或琉散人数确

定，井至少不小于井地周民的1/6,

    三、墓地应至少有两个以上不同方向通向城市道路的

〔包括以通路连接的)出口，

    四、基地或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应避免直对城市主要

干道的交叉口，

    五、建筑物主要出入口前应有供人员集散用的空地，其

面积和长宽尺寸应根据使用性质和人数确定，

    六、绿化面积和停车场面积应符合当地规划部门的规

定。绿化布置应不影响集散空地的使用，井不应设置围墙大

门等障碍物。

    第2.17条 停车空间

    新建或扩建工程应按建筑面积或使用人数、并经城市规

划主管部门确认，在建筑物内、成同一基地内、或统筹建设

的停车场或停车库内设置停车空间。

    第2.2.4条 骑楼、过街楼、悬挑邃筑

    骑楼、过街樱和沿道路红线的悬挑建筑，共净高、宽度

等应根据当地规划部门的统一规定

              第三节 建 筑 高 度

    第 2.3.1条 建筑高度的限制

    下列地区建筑高度的限制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部门和有

关专业部门的规定:

    一、城市各用地分区内的建筑，当fi:%市总体规划有要求

时，应接各用地分区控制建筑高度:

    二、市、区中心的临街建筑，应根据面临道路的宽度控

制建筑高度，

    三、航空港、电台，电信、微波通信、气象台、卫星地

而站、军事耍塞工程等周围的建筑，当共处在各种技术作业

控制区范圈内时，应按有关净气要求控制建筑高度。

    第2.32条 不计人建筑控制高度的部分。
    局部突出屋面的楼梯问、电梯机房，水箱间及烟囱等，

在城市一般建设地区可不计人建筑控制高度，但突出部分的

高度和面积比例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实施条例的规定，当建

筑处在本通则第一章第1.0.7条第九款所指的建筑保护区、

建筑控制地带和上条第三款有净空要求的控制区时，上述突

出部分仍应计人建筑控制高度。

              筑二节 趁筑突 出物

    旅2.2.1奈 不允许突人道路红线的建筑突出物

    一、建筑物的合阶、乎台、窗井。

    二、地下建筑及建筑墓础。

    三、除获地内连接城市管线以外的其它地下管线。

    第22.2余 允许突入道路红线的建筑突出物

    一、在人行道地面上空.

    1.  2 m以上允许突出窗扇、窗罩，突出宽度不应大于
0.40m,

    2. 2.50m以上允许突出活动遮阳，决出宽度不应大于人
行道宽减lm，并不应大于3 m1

    3. M om以上允许突出阳台、凸形封窗、雨棚、挑梅，
突出宽度不应大于1m.

    ‘.5m以上允许突出雨棚、挑婚，突出宽度不应大于人

行道宽减1 m,井不应大于3 m,

    二、在无人行道的道路路面上空:

    1.  2.50m以上允许突出窗扇、窗取，突出宽度不应大
于0.40m,

    2. 5m以上允许突出雨棚、挑极，突出宽度不应大
于 1m。

    三、建筑突出物与建筑本身应有牢固的结合。

    四，建筑物和建筑突出物均不得向道路上空排泄雨水。
    注.人行道L空突川阳合润应打合当地城市舰划剖门的规定.

    粼2.2.3条 可突人道路红线的建筑

    属于公益上有需要的建筑和临时性建筑，经当地规划主

晋部门批7p，可突入道路红线建造。

          第四节 邃筑反益率、建筑容积率

    第 2.4.1条 建筑扭盖串、建筑容积率

    一、建筑设计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部门按用地分区制定

的建筑理盖率和建筑容积率。

    二、在既定建筑般盖率和建筑容积率的建筑某地内，如

建设单位愿意以部分空地或篷筑的一部分(如天井、低层的

屋顶不台、底层、廊道等)作为开放空间，无条件地、永久

提供作公众交通、休息、活动之用时，经当地规划主管部门

确认，该用地内的建筑援盖率和建筑容积率可予提高。开放

空间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都门制定的实施条例。

第三章 建筑总平面

                筑一节 璐 筑 布 局

    幼3.1.1条 总平面设计

    基地总平面应根据设计任务书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对建

筑布局、竖向、道路，绿化、管线和环境保护等迸行综合设
计。

    第3.1.2康 建筑布局和间距
    建筑布局和间距应综合考虑防火、日照、防噪、卫生等

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应满足防火要求，

    二、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应符合当地规划部门制定的日

湘间距，

    三、建筑布局应有利干在夏季获得良好的自然通凤，并

防止冬季寒冷地区和多沙暴地区风害的侵袭。高层建筑的布

局，应避免形成高压风带和风口，

    四、根据噪声源的位置、方向和强度，应在建筑功能分

区、道路布置、建筑朝向、距离及地形、绿化和建筑物的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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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作用等方面采取综合惰施，以防止或减少环境噪声，

    五、建筑与各种污染iv,的距离，应符合有关卫生保护的

标准。

    第3.1.3条 日照标淮
    一、住宅应每户至少有一个居室、宿舍应每层至少有半

数以上的居室能获得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少于1h(小时)。

    二、托几所、幼儿CH和老尔人、残疾人专用住宅的主要

居 f.医院、疗养院至少有半数以L的病房和疗养室，应能

获得冬至H满窗l3照不少于3h(小时)。

                    娜二节 通 路

    编3.2.1奈 基地内通路

    一、基地内应设通路与城市道路相连接。通路应能通达

建筑物的各个安全出口及建筑物周围应留的空地。

    二、通路的间距不宜大子160m,

    三、长度超过35m的尽端式车行路应设回车场。供消防

车使用的回车场不应小于12m x 12m，大型消防车的回车场

不应小干15m x 15m,

    四、基地内车行盈较大时，应另设人行道。

    第3.2.2条 通路宽度

    一，考虑机动车与自行车共用的通路宽度不应小于谧m，

双车道不应小于7m,

    二，消防车用的通路宽度不应小于3.50M.

    兰，人行通路的宽度不应小于1. 50m,

    绍3.2.3系 通路与建筑物间距

    基地内车行路边缘至相邻有出入口的建筑物的外墙间的

距离不应小于3m。

境功能等条件确定.

    三、绿化与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管线之间的距离，
应符合有关规定。

    执 3.4.2奈 管线布置

    一，各种管线的敷设不应影响建筑物的安全 井防止管

线受腐蚀、沉9A.振动、荷栽等影响而损坏

    二、管线应根据共不同特性和要求缭合布置。对安全、

卫生、防干扰等有影响的管线不应共沟或靠近敷设。

    三、地下管线的走向宜与建筑土体或道路相平行或垂

直。管线应从建筑物向道路方向由浅至汉敷设。管线布置应

短捷，尽盘减少转弯,管线与管线、管线与道路应尽盆减少
交又

    四，与道路平行的管线不宜设于车行道下，否则可将埋

深较大、翻修较少的管线布置在车行道下。

    五，各种管线间水平、垂直净距及埋深应符合有关规

定。

  六、七度以上地展区、多年冻土区，严寒地区和in陷性’
黄土地区的室外管线，应按专门规范或标准设计。

第四章 建 筑 物 设 计

筑一节 室 内 冷 离

                    鱿兰节 竖 向

    第3.3.1象 地面和道路坡度

    一、基地地面坡度不应小于。.3%，地面坡度大子8%时

应分成台地，台地连接处应设挡墙或护坡。

    二、基地车行道的纵坡不应小于。.3%，亦不应大于
80rii在个别路段可不大干”%，但其长度不应超过80m,路

面应有防滑措施，横坡宜为1.5一2.5%。

    三、基地人行道的纵坡不应大干8%，大于8%时宜设踏

步或局部设坡度不大于15%的坡道。路面应有防滑措施，横

坡宜为15-2.5%e

    第 3.3.2泉 地面排水

    一、基地内应有排除地面及路面雨水至城市排水系统的

设施。排水方式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确定。

    二、采用车行A排泄地面雨水时，雨水口形式及数是应

根据汇水面积、流量、道路纵坡等确定

    三、单侧设雨水口的道路及低洼易积水的地段，应考虑
排雨水时不影响交通和路面清沽。

    第 3.3.3系 室内外地面

    建筑物底层地面应高出室外地面至少。t5m,

    姚4.1.1余 室内净高
    一、宝内净高应按地面至吊顶或梭板底而之问的垂宜高

度计算;楼板或屋盖的下悬构件影响有效使用空间者，应按

地面至结构下缘之间的垂直高度计算。

    二、建筑物各种用房的室内净高应按单项建筑设计规范

的规定执行。地下室、贮藏室、局部央层、走道及房间的最

低处的净高不应小于Zm,

                  第四节 绿化、管钱

    第 3.4 ,1条 绿化

    新建和扩绝1几惶应包括绿化工程的投资和设计。升应符

合 1̀列规定

    一、荃地绿化面积的指标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的规定

    二、绿化的树种和布置方式应根据城市气候、土城和环

          策二节 椒橄，台阶、坡道，栏杆

    纬 ‘.2.1条 楼操

    一、楼梯的数量、位置和楼w 157形式应满足使用方便和

安全硫散的要求。
    二，楼段净宽除应符合防火规范的规定外，供日常主要

交通用的根禅的禅段净宽应根据建筑物使用特征，一股按每

股人流宽为。55+ (0--0.15)m的人流股数确定，并不应少

于两股人沈。
    注 。~。”口为人沈在行进巾人体的栩幅，公共建筑人流众多的场所应

        取上限位.

    三、梯段改变方向时，平台扶手处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梯段净宽。当有搬运大型物件需要时应再适量加宽。
    四、每个梯段的踏步一般不应超过18级，亦不应少于习

级。

    五、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应小于2m。

梯段净高不应小于2.20m,
    生 梯1S净高为白助步前缘线〔包括胜低和最高一级路步前缘线以外

        0.30m1k围内)是至宜上方类出物下缘间的ME高!}

    六，楼梯应至少于一侧设扶手，楼段净宽达三股人流时

应两侧设扶手，达四股人流时应加设中间扶手。

    七、室内樱梯扶手高度自踏步前缘线量起不宜小于。.90

m,蠢接梯井一侧水平扶手超过0.50m长时，其高度不应小

于 1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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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Vii步前缘部分立有防ii(措施。

    九、有儿童经常使111的楼梯，梯A-净宽大于0 .20M时，

必须采取玄全抓施;栏扦应采川不易米5E的构达，垂直杆件

i"的净戮小应火1'0. t un

    一}、楼梯踏步的冶宽比应n s'表4,2.1 p4规定

候 稀 厅 深 度 表 4.3.1

电!D类&9 布 说 方 式 候 梯 厅 深 度

楼梯踏步最小宽度和纽大高度 (m ) 狡 ‘2。，

19! 梯 94"MI1AAA
住，己大川搜d

幼儿园、小学校ell;接w

电彭r. VA场，体育馆，商场、医r.疗作院<F接梯

共1它建a物11梯

U jWw M& M� 仕C户内iof

::: {:

:.::
20

无中桂双旋祖撮扣弧形搜梯离内侧扶手0.巧m处的路步宽度不应小于
0.22m.

    第 4.2.2条 台阶

    一、室内外台阶踏步宽度不宜小于。.30m,踏步高度不

宜人于。15m,室内台阶踏步数不应少于2级。
    二、人流密染的场所台阶扁度超过1m时，宜有护栏设

施。

    筑 ‘23条 坡道

    一，宝内坡道不宜大千1:8,室外坡遴不宜大于1,10,供

经倚使用的坡道不应大于1:12

    二、室内坡道水平投影长It IM过15,n时，宜设休息平

台，平介宽Yl F,根14}'轮情成病床等尺寸及所需缓冲空间而定

    三、」心妇友川防iifi地面,

    四、仁冬轮琦使用的坡道两例应设高度为0.65M的扶手。

    筑‘.24条 栏杆
    川41台、外N:I'. 'tit内同廊、内天井、J立人屋面及室外楼

梯咚临空处应设沈防沪栏杆，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栏杆应以坚固。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受荷载规

范规定的水’内奇载，

    二、栏杆高度不应小子1.05m.高层建筑的栏杆高度应

再适当提高，才fl不宜超过1.20m,

    三、V杆VS JAI Fi或夙Tn0.10m高度内不应留空二
    四、有儿oh:话劝的场所，栏杆应采用不易攀登的构造;

I直杆件间的净绝不应大于0.nm。

竺1_ix      f}一万                a8Ii  rp;?GiSd?lkr}}  I        y8"
兰」狱上:;盗on$fi0rf44i}15'.I }T}qa{r}y;l3}pijr-L4.50m二
}[B}.It     4-G}G13}tf1I  4: }AIWIlIk3U一二.aLSBa4ixnsi48zln

                第四节 尼面、搜地面

    筑4.4.1条 量面坡度
    屋面坡度应根据防水面材料、构遭及当地气象等条件确

定，其最小坡度应符合表4.4.1规定。

                      . 周 . 小 位 定 班 4.4.1

              幼三节 电栩、自动扶禅

    筑 4.3百决 电梯

    一、电梯不应计作安全出口，设里电梯的建筑物仍应按

防火规范规定的安全疏散距离设置疏散楼梯。

    二、电梯井不宜被楼梯环烧。

    三、在以电梯为主要垂直交通的每桥建筑物内成建筑物

内每个服务区，乘客电梯的台数不宜少于2台。

    四、电探不应在转角处紧邻布W.雄侧排列的电梯不应
超过 月台，双侧排列的电梯不应超过 B台。

    五、电梯侯操厅的澡度应符合表4.3.1的规分么

‘止华4{   0}1二丰华立

    第 4.4.2东 屋面要隶

    一，各类屋面(包括屋面突出部分及屋顶加层)而层均

应采用非憋烧体材料，但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物的非貂烧

体崖面的墓层上可采用沥青卷材。

                                            2一 1一 7



    二、尾而排永应优先采用外排水;高层建筑、多跨及集

水面积较大的1'A而应采用内排水。

    三，设保温层的屋面应通过热工验算，并采取防结露、

防蒸汽渗透及施工时防保温层受潮等拮施。

    四，采用架空隔热层的屋面，其空气间层应有足够的高

度和无滞阻的通风进出口。

    五、采用钥丝网水泥成钢筋混凝土薄壁构件的屋面板应

有抗风化、抗腐蚀的防护措施卫刚性防水屋面应有抗裂措

施。

    六、有强风的地区的瓦尾而和卷材星面应采取牢固婿

施。

    七、商度在iom以上的建筑物当无樱梯通达屋面时。应

设上屋面的人孔或外墙爬梯。

    八、闷顶应设通风口，井应有通向闷顶的人孔。闷顶内

应有防火分隔。

    第 4.4.3条 吊顶

    一、抹灰吊顶应设检修人孔及通风口。

    二、吊顶内设上下水管时应防止产生冷凝水。

    三、高大厅堂和管线较多的吊顶内，应留有检修空间，

并根据藉要设走道板。

    幼4.4.4条 樱地面
    一、除有特殊使用要求外，楼地面应满足平整、耐磨、

不起尘、防滑、易于消沽等要隶。
    二、有给水设备或有浸水可能的楼地面，其面层和结合

层应采用不透水材料构造，当为楼面时应加强整体醋水措

施。

    三、筑于基土上的地面，应根据需要采取防潮、防基土

冻ar.防不均匀沉陷等擂施。

    四，存放食品、食料或药物等房间.其存放物有可能与

地面直接接触者，严禁采用有毒性的塑料、涂料或水玻璃等

做面层材料。

    五、受较大荷载或有冲击力作用的地面，应根据使用性

质及场所选用易千修友的决材，混凝土或粒料、灰土类等柔

性材料。

一、应采用防破碎的透光材料或安全网。

二、应有防冷眺水产生或引泄冷凝水的错施。

第六节 姗身、地下宜、变形缝

    挤 4.6.1级 墙身防潮

    一、砖砌墙应在室外地面以上，低于室内地面60 in.处

设置连续的水平防潮层。室内相邻地面有高差时，应在高差

处场身的侧而加设防潮层。

    二、湿度大的房闻的外墙内侧应设防潮层。

    三、内墙面有防水、防潮、防污要求时，应按使用要求

的高度设置墙裙。

    姚 4.6.2条 地下室(包括半地下室)防水、防潮

    一、地下室应采用外围形成整体的防水做法，但当设计

最高地下水位低于地下室底扳0.30-0.50m，且基地范围内

的土雄及回填土无形成上层滞水可能时，可采用防潮做法。

    二、地下室应在一个或若干个地面较低点设集水坑，并
预留排水泵电源及排水管路。

    三、窗井，穿墙管沟、埋件、变形缝及墙身角隅等处，

无论地下室采用防水或防潮做法均应有严密的防水措施。

    四、地一「管道、地漏、窗井等处应有防止涌水、倒灌的

措施。

    第4.6.3条 变形缝

    一、变形缝应按设缝的性质和条件设计，使其在产生位

移或变形时不受阻、不被破坏，并不破坏建筑物和建筑面

层.

    二、变形缝的构造和材料应根据共部位和需要分别采取

防水、防火、保温、防虫害等措施。

                  策五节 门 窗

    筑4.5.1条 产品要求
    门、窗的材料、尺寸、动能和质盈等要求应符合国家建

筑门窗产品综合标准的规定。

    知4.5.2康 由
    一、窗扇的开启形式应方便使用、安全和易于清沽。

    二、高层建筑宜采用拖拉窗翻当采用外开窗时应有牢固

窗扇的措施。

    兰、开向公共走道的窗扇，共底面高度不应低于2m。

    四，窗台低于。30m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第4.5.3条 门

    一、外门构造应开启方便、坚固耐用。

    二、手动开启的大门扇应有制动装置，推拉门应有防脱

轨的措施。

    三、双面弹簧门应在可视高度部分装透明玻瑞。
    四、旋转门、电动门和大型门的邻近应另设普通门。

    五、开向疏散走道及梭梯间的门扇开足时，不应影响走

道及接禅平台的疏散宽度。

    娜4.5.4条 天窗

  2一 了- h

            鱿七节 绷所、皇洗宜、浴定

    第 4.7.1亲 一般规定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盟洗室、浴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上速用房不应布置在餐厅，食品加工、食品贮存、

配电及变电等有严格卫生要求或防潮要求用房的直接上层;

    二、各类建筑卫生设备设置的数最应符合单项建筑设计

规范的规定。当采用非单件设备时，小便槽按每位0.60m长
度计作一件，盗洗榴按每位0.70m长度计作一件，

    三、上述用房宜有夭然采光和不向邻室对流的直接自然

通风，严寒及寒冷地区并宜设自然通风道，当自然通风不能

满足通风换气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

    四、楼地面、楼地面沟抽、管道穿楼板及楼板接墙面处

应严密防水、防诊漏，

    五、楼地面、墙面(或墙裙)、小便槽面层应采用不吸

水、不吸污、耐腐蚀、易于消洗的材料，

    六、板地面标高应略低于走道标高，并应有不小于M

的坡度坡向地漏或水沟。浴室和望洗室地面尚应防滑.

    七、室内上下水管和浴室顶棚应防冷凝水下滴，浴室热

水管应防止烫人，

    八、厕所应设洗手盆，并应设前室或有遮挡拼施.

    九、盟洗室宜设搁板、镜子、衣钩等设施，

    十、浴室应设洗脸盆和衣钓，浴室不与厕所毗连时应设

便器，浴位较多时应设集中更衣室及更衣柜。

    第4.7.2条 隔间

    一、厕所和浴室隔间的平面尺寸不应小于表4.7.2的规

定:



脚所和浴宜陌同平固尺寸 密 4.7.2

平面尺寸(宽m.M.)

外开门的lid所隔间

内开门的用所隔间

外开门的淤6:隔间

内设更衣哭的琳洛隔月

盆裕除间

          o.sac1.Po

          o. so x r. <o

          r. oo x,, zo

    1.1- 0.0 "- o

溶盆长崖x1洛盆宽度+n.ssl

    二、厕所隔间高度应为1.50-1.80m,淋浴和盆浴隔同

高度应为1.80.,
    娜a.7.3条 卫生设备间距

    卫生设备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第一具洗脸盆或盆洗格水嘴中心与侧墙面净距不应

小子0.55m,

    二、并列洗脸盆或盆洗槽水嘴中心距不应小千0.70m,

    兰、单侧并列洗脸盆成盆洗槽外沿至对面墙的净距不应

小于1.25m,

    四、双侧并列洗脸盆或盟洗槽外沿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1.80m,

    五、浴盆长边至对面坡面的净距不应小于。.65M.

    六、并列小便器的中心距离不应小于。.65ml
    七、单侧隔间至对面墙面的净距及双侧隔间之间的净

距。当采用内开门时不应小于1.10m，当采用外开门时不应

小千1.30m,

    八、单侧厕所隔间至对面小便器或小便槽的外沿之净

距:当采用内开门时不应小于1.lom,当采用外开门时不应

小于1.30m,

            鱿八节 奋道井、设各层

    第4.日.1. 管道井

    一、管道井的断面尺寸应符合甘道安装、栓修所需空间

的要求。

    二、管道井应尽可能在每层盘公共走道的一侧设植修门

成可拆卸的壁饭。

    三、在安全、防火和卫生方面互有影响的管道不应敷设

在同一竖井内。

    四、管道井壁、检修门及管井开洞部分等应符合防火规

花的有关规定。

    筑4.么2条 设备层

    一、设备层的净高应根据设备和管线的安装检修需耍确

定

    二、设备层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当设备层设于地

下室又无机械通风艘置时，应在地下室外墙设总面积不小于

地下室地板面积I闷00的出风口成通风道。

    三、凡有给排水的设备层，应设集水坑并预留排水泵电

源和排水管路或接口。

    四、各种机房布置位置及其围护绪构、瞥道穿越洞口等

应符合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二、烟道或通风道的断面、形状，尺寸和内璧应有利子

排烟(气)通畅，防止产生甜阻、涡流、窜烟、漏气和倒溜等
现象.

    三、同层和上下层不得使用同一孔道，

    四、使用支管道连接一个总管道时，每段支管道进出门

的高度差不应小于一层，支管道净截面面积不应小于。.。巧

m’，总管道净截面面积应通过计算确定;

    五、排烟和通风不得使用同一管道系统.

    六、烟道或通风道应伸出星面，仲出高度应根据尾而形

式、排出口周圈遮挡物的高度、距离及积雪深度等因素来确

定，但至少不应小于0.60m,顶部应有防倒灌措施,

    七、每层烟道的进烟口应设密封盖，通风道的进凤口应

设网片。

    第 4.92条 垃级管道

    一、管道宜靠外墙布置。管道主体应垂直并采用非艘烧

体材料制作，内壁需光滑、无渗漏、无突出物，其净截面面

积一般不应小于。50m x 0.50m,

    二、垃级出口应有较好的卫生隔离，底部存纳和出运垃

圾的方式应与城市极垃管理方式相适应。高层建筑应配合运

辐车设垃级贮运室，并宜设冲洗排污设施。

    三、垃极斗应以非撰烧体和耐属蚀的材料制作，其构造

应保证在开启和投放时垃圾和臭气不致外扬，并能白动关闭

密合。高层建筑的垃级斗宜设在专用小室内。

    四、管道顶部应有伸出屋面高度不小于。.60m的排气管
道，其净截面面积不应小于0.05m,，井加设顶盖和网栅

第五奄 室内环境要求

      娜九节 烟进、通风道、垃吸苦道

筑 4.9.1条 烟道、通风道

家用炉灶的烟道及室内自然通风道构造应符合下列规

一、烟道或通风道应用非憔烧体材料制作;

                  偏一节 采光、通风

    筑5.1.1条 采光

    一、建筑物各类用房采光标准除必须计算采光系数最低

值外，应按单项建筑设计规范规定的窗地比确定窗洞i7面
积。

    二、俪所、俗室等辅助用房的窗地比不应小于1八。，楼

梯间、走道等外不应小于1/14,

    三、内走道长度不超过20m时至少应有一端采光口，超

过20m时应两端有采光口，超过40m时应增加中间采光口，

否则应采用人工服明。

    ，5.1.2. 有效采光面积

    一、离地面高度在。.印m以下的采光口不应计入有效采
光面积。

    二、采光口上部有宽度超过Im以上的外廊、阳台等遮

挡物时，其有效采光面积可按采光口面积的70%计算。

    三，用水平天窗采光者，其有效采光面积可按采光口面

积的三倍计算。

    挤 5.1.3条 通风

    建筑物室内应有与室外空气直接流通的窗户或并口，否

则应设有效的自然通风道或机械通风设施。采用直接自然通

风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居住用房，浴室、厕所等的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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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房间地板而积的1/20,
    二、树房的通凤开I I而积不应小于其地板而积的1/10,

并不得小J二0.80-'炉灶I:部应设排除油烟的设备或预留设

备位置.

    三、严寒地区的la住用房，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厨房，无

直按自然通风!i'浴空和厕所等均应设自然通风道或通风换

气设施。自然逝风道的净截面而积及j上引乍风日的有效面积不

应小To.o肠n12:

    四、白然通风道的位置应设于窗户或进风日相对的一

面。

    二、建筑物各类主要用房的隔墙和楼板的空气声计权隔

声最(R} )不应小干andB;楼板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纵

(L,F，二)不应大于75dB.
                    允 许 肠 声 级 (dB) 容 5.3.1

用 fit 类 别 允许噪肖级{人声级)

唾眠用房

无特殊安肺要求的用房

有讲音清晰要京的用房

有音质要求I4)用房

5or任)毛。(夜)

      5日

                第二节 保温、防热

    第 5.2.1条 保温

    要求冬乎保温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物宜没在避风、向阳地段，主要房问应有轶多

u照时lid,

    二、建筑物外表面积与其包围体积之比应取较小值，

    三、外墙, It顶和不采暖横1}间隔1a等应进行热工验

算，保证其不低于所在地区要求的最小总热阻值，

    四、由各种接缝和混凝土嵌入体构成的热桥部位，应作

适当保1u处理，

    五、严寒、寒冷地区不应设置开敞的樱梯间和外廊。出

人日宜设门斗或共他防寒措施1

    六、窗户面积不宜过大，并应减少窗户缝隙长度，加强

窗户密闭性。

    编5.2.2条 防热

    要求夏季防热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防热应采取绿化环境、加强自然通风、遮阳及围护

结构隔热等综合措施，

    二，建筑物平面、剖面设计和窗户的位置应有利千组织

室内穿堂风，

    三、东、西朝向不宜布置主要房间，否则应采用遮旧措

施;

    四、建筑物星顶、东向和西向的外墙内表面温度应通过

验算，保证不大于所在地区夏季室外计算最高温度。

    第5.2.习众 空气调节

    设置空气调节的建筑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筑物外表面积与其包围的体积之比应取较小值，

外表面宜用较浅色调，

    二、空调用房宜集中布置，井不宜与高沮高湿房间相
邻，

    三、窗户不宜过大，并应有良好的密闭性和隔热性，向

阳的窗户宜有遮阳设施，

    四、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间歇使用的空调建筑，其围护结构内侧宜选用轻质材料刃连

续使用的空调建筑，其围护结构内侧宜选用宜质材李札

                  鹅三节 隔 声

    第53，条 允许噪声级、隔声标准

    一、翅筑物各类主要用房的允许噪声级不应大于表5.3.

1规定

    第 532条 设计要求

    一、大板、大模板等整体性较强的建筑物，应对附着于

墙体和楼板的传声源部件采取隔振措施。

    二、凡有噪声和振动的设备用房不应在主要用房的直接

上层或贴邻布置，并应对设备和管道采取减振、消声处理。

    三、安静要次较高的房间内设置吊顶时，应将隔墙砌至

楼板底面。采用轻质隔墙时，应提高其隔声性能。

附录一 本通则用词说明

    一、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欢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
如下，以便执行中区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用佣: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a严鹅”。

    2.表示产格，在正常储况下均应这祥作的用词.

      正面询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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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
      反面饲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

为，“应按“二执行，成“应特合⋯. 要求或规定甲。非必

须按所指定的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厢”，·执
行”。

附加说明
      本通则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幼草位:中国碑筑标准设计研究所
  .加单位:北京市趁筑设计院

            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

            上海市规划设计院

            湖北省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北京建筑工提学院

  主共归.人:张并笼 白份愚 陶师哥 孙奴牡
              刘索颐 万四安 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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