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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涂装工程施工及验收》 

 

第一节 总则 

1.01 为积极推广建筑涂装新技术，充分发挥其技术性能和特点，确保工程质量，

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乳液型、溶剂型树脂及无机高分子粘结剂为主要成膜物质配

制而成的薄层涂装材料、复层涂装材料涂饰工程的施工和验收。 

1.03 施涂工程、施工方法的认定 

施工单位对涂装工程的每个阶段的施工方法以及主要用的施涂设备及工具都应

得到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认定。 

1.04 装饰式样、颜色及品种的确定 

a、地根据设计方案选定式样、色彩、光泽及材料种类，施涂遍数，单分用量以

及涂饰等级。 

ｂ、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为达到工程要求，可以要求试涂。试涂可以根据设计要求

在大板上或在预定施工的基层上进行。 

c、涂装材料的选用应符合安全、健康、环保的原则。选定的涂装材料应是已通

过质量标准检验的合格产品。 

1.05 涂装材料的保管 

a、可燃性涂装材料（溶剂型）原则上设专用的库房，按下列各项办理 

（1）将可燃性涂装材料存放在工程管理人员指定的库房内，门要上锁。存放地

点要标明禁止明火，在库房内及附近禁止用火。 

（2）库房顶特别注意防火，库房建筑需满足国家消防要求。 

（3）未用完的涂装材料须密封保存，不得泄露或溢出；如发现有泄露或溢出，

须立即擦拭干净。 

（4）沾有涂装材料的丝绵之类及担心着火的物品不得存放在库房内。 

ｂ、低温季节保管水性涂装材料时，必须注意，不要受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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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气候与环境 

ａ、涂装工程在寒冷季节施工。要尽量选择暖和的天气，如果不得己必须在５℃

以下施工时， 

要适当的方法遮盖力，还要采取取暖措施，或选用低温成膜性好的材料。 

ｂ、涂装工程在夏季户外施工时，要防止干燥过快。 

c、在大风、降雨天气或附近有妨碍施工和养护的情况应停止施工。 

1.07 安全管理 

ａ、在散发易燃气体的涂装材料施工时要注意放火。现场禁止吸烟与明火，并不

得同时进行焊 

接。 

ｂ、如施涂散发易燃气体的地方通风不好，则施涂观场使用的用电设备必须是防

爆型的，以防 

发生危险。 

c、使用有机溶剂的涂装材料进行施工时，须遵守劳动安全卫生的有关规定。 

1.08 责任范围 

本规定所指的涂装工程是从抹灰工程完成以后的工程。 

1.09 不适用的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等，得到与本规范具有同等以上效力的方案、规定、措施等，经工

程项目管理人员同意，可不接受本规范约束。 

1.10 疑义 

当发现图纸与本规范抵触又无明确说明或产生疑问时，由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会同

有关工程监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决断。 

1.11 优先项序 

除国家法令或依据法令作的规定外，本规范处于优先地位。如工程合同上有特殊

规定，则特殊规定优先。 

第二节 基层 

2.01 适用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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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材料的基层为砼基层和中级以上水泥砂浆抹灰基层，使用其他基层时，应在

合同上另订条款。 

2.02 基层的一般条件 

施工人员应对下面列出几项施涂基层的一般条件进行检查。 

ａ、对于基层不平整和接缝错位等情况，要根据涂装材料的种类、饰面厚度及表

面的状态等情 

况，判断基层是否在允许涂饰施工的范围之内。 

ｂ、砼基层表面不得粘有灰尘、油迹、铁锈及砂浆、砼块。 

c、为约束涂装材料收缩变形，较牢地附着在基层上，基层应有高于涂层的强度

与刚性。 

ｄ、砼、水泥砂浆的基层表面不应有裂缝、缺损及空鼓。 

ｅ、砼、水泥砂浆的基层含水率应满足特定产品的要求，一般是溶剂型涂装材料

要求基村合水 

率小于８％，乳胶漆类涂装材料要求基材含水率小于１０％，所有产品基材 Ｐ

Ｈ值必须小于１０。 

ｆ、基层的抹灰质量要求应符合ＪＧＪ７３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规定。 

ｇ、连接基层的金属件、木螺钉、钉子等必须进行镀锌等防锈处理。 

2.03 基层的处理和检查 

ａ、凡基层有起壳、裂缝、缺棱掉角、凹凸不平及脚手架支撑点等应修补平整，

并按规定养护。 

ｂ．清除基层上的垃圾、油污、浮灰等杂质。 

ｃ、处理已风化的旧基层。 

ｄ、建筑物外立面处理，应严格按设计要求和有关技术规定执行。所有分格条、

线条应用质硬挺拔的材料制成。 

第三节 材料 

3.01 本规范规定使用的涂装材料系指乳液型薄质内墙涂料、乳液型薄质外墙涂

料、乳液型砂壁状（真石型、仿石型）外墙涂料、溶剂型薄质外墙涂料、复层外

墙涂料、无机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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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乳液型薄质内墙涂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GB/T9756---1995 中一等品的规定。 

3.03 乳液型薄质外墙涂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合成树脂乳液外墙涂料》

GB/T9755---1995 中一等品的规定，且耐沾污性不得大于２５％，如是弹性涂料，

除满足上述标准外，延伸率必须大于 120%，粘结强度必须大于 0.7MPa，透水性

必须小 0.5ml。 

3.04 乳液型砂壁状（真石型、仿石型）外墙涂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合成

树脂乳液砂壁状建筑涂料》的规定，其耐沾污性不得大于 30%。 

3.05 溶剂型薄质外墙涂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 GB97957 的规定。 

3.06 各类复层涂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复层建筑涂料》GB9779 的规定。 

3.07 无机涂料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外墙无机建筑涂料》GB10222 的规定。 

3.08 涂装工程中所用的涂料和半成品（包括施涂现场配制的），均应有产品名

称、执行标准、种类二颜色、生产日期、保质期、使用说明和产品合格证，并具

有生产厂的质量保证书，且须经施 

应达到５年以上（含５年）。 

3.09 涂装工程中配套使用的腻子和封底材料必须与选用涂料性能相适应。 

第四节 施工准备 

4.01 施工计划与管理 

ａ、施工计划 

施工单位就涂装工程施涂标准、式样、工序、基层条件、脚手架及施涂机械等作

出施工组织设计，工程管理人员据此作出施工计划，调整有关相关工程。 

ｂ、工程管理 

（1）施工单位按施工计划准备材料、设备，按计划组织施工。 

（2）施工工艺须按施工计划确保工期。 

（3）涂装工程的施涂须考虑前后关联工序，以避免返工。 

（4）如遇有周围其他工程不利于施涂作业或有可能损伤涂膜时，须及时向工程

管理人员提出报告，以便与其他工程或工序进行调整。 

4.02 现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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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配料及操作地点的环境条件 

（1）配料及操作地点应经常清理整洁。 

（2）使用可燃性溶剂时要严禁明火，并注意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 

b、 施涂作业脚手架 

(1) 施涂作业用的脚手架须符合相关规定。 

（2）施工面与脚手架间的距离，须充分考虑涂料的种类、试样以便于操作为原

则，由工程管理人员与施工单位协商定出。 

ｃ、劳动保护 

在施涂作业中，如遇有涂装料飞散或溶剂挥发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时，须按相关

规定，给操作人员配戴口罩及防护眼镜。 

4.03 材料管理 

ａ、涂装材料准备应根据设计选定的品牌、颜色及工艺要求，结合实际面积及材

料单耗和损耗， 

正确计算备料。 

ｂ．根据设计选定的颜色，以色卡定货。当超越色卡范围时，应由设计者提供颜

色样板，不得 

任意更改或代替。 

Ｃ、施工单位须按涂装材料原包装运进现场，由工程管理人员验收。 

ｄ、根据设计选定的颜色、品牌、数量、出厂质量保证书、质量复验报告，合格

后备用。 

ｅ、材料保管按１.5 节执行。 

ｆ、工程所用涂装材料应按品种、批号、颜色分别堆放。 

ｇ、涂装材料使用前应调配好。双组分涂装材料的施工，必须严格按产品说明书

规定的配合比， 

根据实际使用量情况分批混合，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完。其他涂装材料应根据施

工方法、施工季节、温度、湿度等条件调整涂装材料的施工粘度或稠度。在整个

施工过程中，涂装材料的施工粘度应有专人负责调配，不应任意加稀释料或水。

施工粘度或稠度必须加以控制，使涂装材料在施涂时不流坠、不显刷痕。外墙涂

饰，同一墙面应用相同品种、相同颜色和相同批号的涂装材料。当品种和颜色相

同，批号不同时，应预先混匀，以保证同一面墙不产生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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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所用涂装材料在施涂前及施涂过程中，必须充分搅拌，以免沉淀，影响施涂

作业和施工质 

量。 

ｉ、外墙涂装工程施工分段进行时，应以分格缝、墙的阴角处或雨水管等处为分

界线。 

j、一般情况下，后一遍涂装材料的施工必须在前一遍涂装材料表面干燥后进行。

每一遍涂装材料应施涂均匀，各层涂装材料必须结合牢固。 

ｋ．大面积施工前应由施工人员按工序要求做好“样板”或“样板房”并保存到

竣工。 

4.04 施涂机具 

ａ、刷涂工具：漆刷、排笔、盛料桶、天平、磅秤。 

ｂ．辊涂工具：羊毛辊筒、海绵辊简及配套专用辊筒。 

c、滚压工具：塑料辊简、铁制压板。 

ｄ．喷涂机具：空气压缩机、手持喷枪、喷斗、各种规格日径的喷嘴、高压胶管。 

ｅ、施涂机具须经常保持清洁待用状态。 

ｆ、对空气压缩机、毛辊、漆刷等须按涂装材料种类、式样、施涂部位等选择适

用的型号。 

4.05 施涂前的基层检查 

ａ、基层条件必须满足 2.2 节之规定后，方可进行施工。 

ｂ、基层的晾干时间标准如下表所示： 

基层量干时间标准 

基层材料 夏季 春秋季 冬季 

砼 21 天 21～28 天 28 天 

水泥砂浆 14 天 14～21 天 21 天 

注：上表仅为参考值，具体情况以及其他基村晾干时间则由施工人员决定。 

ｃ、用基层处理材料修补过的基层，须基层处理材料充分硬结与干燥后才能进行

底涂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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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外墙大面积施涂前，应先做好墙面分格。 

4.06 施工时的养护 

ａ、室外饰面在施涂前为避免风、雨及阳光直射须遮盖保护，特别是女儿墙与脚

手架之间为防 

止雨水落入须遮挡严密。 

ｂ、低温季节应采取遮挡与取暖并用的养护方法，精心施工。 

ｃ、冬季与夏季施工的涂装工程的施涂按 1.6－a 与ｂ进行。 

ｄ、施工过程中为防止污染周围工程或构件应充分进行遮挡保护。 

4.07 施工后的养护 

ａ、为防止由风吹起尘土粘附在施涂面上，应采取防风遮挡养护。 

ｂ、剥去养护纸、养护带时，要考虑涂膜固化程度及涂膜厚度。 

第五节 涂装工程施工 

5.01 涂装工程的施工应按“一底二面”要求施工，对要求较高的工程可增加面

涂层次数。 

5.02 内墙薄质涂装材料的涂装工程施工 

a、 内墙薄质涂装材料的施工工序： 

清扫 填补腻子，局部刮腻子 磨平 第一遍满刮腻子 磨平 第二遍满 刮腻子 磨

平 封底 施涂第一度涂料 复补腻子 磨平 施涂第二度涂料 施涂第三遍涂料。 

ｂ、涂装材料使用前，按使用要求，将涂料稀释并搅匀，涂刷顺序一般是从上到

下，从左到右 

进行。 

c、 工时涂膜不能过厚或过薄，一般以充分盖底，不投虚影，表面均匀为好，涂

刷次数一般为 

两遍，必要时可适当增加涂刷遍数。 

d、 乳胶型涂装材料干燥较快，如大面积涂刷，应注意配合操作，流水作业，要

注意接头，顺 

一方向刷，接茬处应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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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施涂乳液型涂装材料时，后一次涂装材料必须在前一次涂装材料表干后进行。

施涂溶剂型 

涂料材料时，后一次涂装材料必须在前一次表干后进行。 

5.03 薄质外墙涂装材料底涂装工程施工 

a、 外墙涂装材料施工应由建筑物自上而下，每个立面自左向右进行，涂装材料

的分段施工应 

以墙面分割缝、墙面阴阳角或落水管为分界线。 

b、 薄质外墙涂装工序应由一底层、二面层涂料组成。 

薄质外墙涂装材料施工工序： 

清扫墙面 填补缝隙 施涂底层涂料一度 施涂第一度面涂料 施涂二度面涂料。 

c、 施涂乳液型涂装材料时，后一度涂装材料必须在前一度涂装材料表干后进行。

施涂溶剂型 

涂装材料时，后一度涂装材料必须在前一度涂装材料实干后进行。 

d、 采用传统的施工辊筒和漆刷涂装材料时，每次蘸料后在齿状木板上来回滚一

遍或在桶边舔 

料。采用喷涂时应控制涂料稀释度、喷枪的压力，保持涂层厚薄均匀，不露底、

不流坠、色泽均匀并应确保涂层的厚度。 

5.04 砂壁状涂装材料涂装工程应由封底层、主层、照面层涂装材料组成。 

ａ、砂壁状（真石型、仿石型）涂装材料施工工序。 

清扫墙面 填补缝隙 墙面分小格（1.5 ㎡），也可根据设计图纸送行分格遮盖保

护 喷、刷或辊涂底涂料 喷涂主层涂料 喷涂（或辊涂）罩面层涂料。 

ｂ、大墙面喷涂施工宜按 1.5 ㎡左右分格，然后逐格喷涂 

Ｃ、封底涂装材料可用辊涂、刷涂或喷涂工艺进行。喷涂主层涂料时应按装饰设

计要求，通过 

试喷确定涂料稠度、喷嘴口径、空气压力及喷涂量。 

ｄ、封底涂装材料喷涂和套色喷涂操作人员宜以二人一组，施工时一人操作喷涂，

一人在相应 

位置指点，确保喷涂均匀。 

ｅ、主层涂装材料完全干燥后喷涂或辊涂罩面涂料二度，施涂间隔时间应按产品

说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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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弹性涂装材料的涂装材料的涂装工程应由一底层涂装材料和二度以上面层

涂装材组成。 

ａ、弹性涂装材料施工工序 

清扫墙面 修补、堵漏用防水腻子批嵌裂缝 打磨平整 施涂底层涂料一度 施涂第

一度面涂料 施涂第二度面涂料。 

ｂ、弹性涂装材料的涂装工程施涂方法应按本规程第 5.02 条中 c和 ｄ的规定。 

5.06 复层涂料涂装工程应由底涂层、中间层和罩面层涂装材料组成。三层用料

应相互配套，涂层与涂层间应结合牢固。 

ａ、清扫墙面 填补缝隙 施涂底涂层涂料 喷（辊）中间层涂料滚压 喷（辊）第

一度罩面层涂 喷（辊）第二度罩面层涂料。 

ｂ、底涂层涂装材料可用辊涂或喷涂工艺进行。喷涂中层涂装材料时，应控制涂

料的稀稠度，并根据凹凸立面不同要求选用喷枪嘴口径及喷枪工作压力，喷射距

离宜控制在４０－６０ｃｍ，喷枪运行中喷嘴中心线应垂直于墙面，喷枪应沿被

涂墙面平行移动，运行速度保持一致，连续作业。 

Ｃ、压平型的中间层，应在中间层涂装材料喷涂表于后，用塑料辊筒将隆起部分

表面压平。 

ｄ、以水泥为主的中间涂层为防止早期受风吹日晒，应采取遮盖养护，必要时浇

火养护。 

ｅ、以聚合水泥系为中间涂层的复层涂装材料施工，应先在水泥系中层涂装材料

喷涂干燥后， 

采用抗碱封底涂装材料，在施涂罩面涂装材料二度。 

ｆ、罩面涂料干燥间隔时间应按产品说明要求进行。 

5.07 无机涂装材料的涂装工程施工 

ａ、主要工序： 

清扫墙面 填补缝隙 施涂底涂层涂料 施涂第一度涂料 施涂第二度涂料。 

ｂ、涂装工程的施工可采用刷涂，或刷涂与滚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施工。刷涂时，

涂装材料的 

涂刷方向和长短均匀一致。由于涂装材料干燥较快二应勤蘸短刷，初于后不可反

复涂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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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接茬 好留在分格缝处。一般涂刷两遍即可，其时间间隔应以上一遍涂刷充

分干燥为准，但也有的品种可以两遍连续涂刷，即刷完第一遍后随即刷第二遍。

注意涂刷均匀。 

Ｃ、刷涂与滚涂相结合时，先将涂料刷涂与基层面上，随即用辊子辊涂，辊子上

应少蘸涂料。 

滚压方向应一致，操作应迅速。 

ｄ．涂装材料如有沉淀，必须搅匀。如需加固化剂，加入后应充分搅拌，并在规

定的时间内用 

完。 

ｅ、涂装材料中不得任意掺水或颜料，应按使用说明掺指定的稀释剂。 

ｆ、雨天前后不能施工。施工完毕后在２４ｈ之内应避免雨水冲刷。 

ｇ、被污染的部位，应在涂装材料未干时及时清除。 

5.08 旧墙面需重新复涂涂装材料时，应清除分化的涂层，铲除疏松起壳部分，

用钢丝刷除去残留的涂膜后，将墙面清洗干净再作修补，待干燥后按选定的涂装

材料施工工序施工。 

5.09 各类涂装工程的施工温度应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温度范围控制，空气相对

湿度宜小于７０％，当遇大雾、大风、下雨时应停止施工。 

5.10 采用机械喷涂时，应将不喷涂部位遮盖保护。 

5.11 施工工具使用完毕应及时清洗或浸泡在相应的溶剂中。 

5.12 涂装工程施工完毕应作饰面保护。 

5.13 凡属危险品的溶剂型涂装材料、溶剂、助剂在施工现场及储藏仓库内应严

禁烟火，储藏温度应控制在 30℃以下。 

第六节 验收” 

6.01 新、旧外墙的涂装工程，应在涂层完全干燥后方可进行验收。验收时应检

查所用材料品种、生产企业准产证或准用证明，出厂质量保证书，单位面积涂装

材料消耗量：ｋｇ（ Ｌ）／㎡（按 

产品说明书要求），基层验收资料。颜色应符合设计和选定的样品要求。 

6.02 各类建筑的涂装工程，必须分别对底涂、中涂、面涂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及施工方案进行资料验收。 

6.03 同一墙面涂层色调一致，色泽均匀，不得漏涂，不得沾污，接茬处不应出

现明显涂刷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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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 检查数量按涂装面积抽查１０％，并按１．５～２．0ｍ距离进行目测检查。 

6.05 薄质涂装材料的涂装工程的质量，应符合表６０５所列的各项规定。 

表 6.05 

薄质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要求 

项

次 
项目 

普通级涂

装工程 
中级涂装工程  中级涂装工程 

1 掉粉、起皮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2 漏刷、透底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3 泛碱、咬色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4 流坠、疙瘩 允许少量 允许轻微少量 不允许 

5 颜色、刷纹 颜色一致
颜色一致允许有轻微

少量砂眼，刷纹通顺

颜色一致，无砂

眼，无刷纹 

6 

分色线平直（拉 5m 线

检查、不足 5m 拉通线

检查 

偏差不大

于 3mm 
偏差不大于 2mm 偏差不大于 1mm

7 门窗、灯具等 洁净 洁净 洁净 

6.06 溶剂型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应符合表 6.06 所列各项的规定。 

表 6.06 

溶剂型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要求 

项

次 
项目 

普通级涂装工

程 
中级涂装工程 

高级涂装工

程 

1 脱皮、漏刷、起皮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2 透底、流坠、起皮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3 光亮和光滑 不允许 不允许 
光亮足，光滑

无挡手感 

4 分色、裹棱 允许少量 允许轻微少量 不允许 

5 
装饰线、分色线平直（拉 5㎝

线检查，不足 5㎝拉通线检查）

大面不允许，

小面偏差 3㎜

大面不允许，

小面偏差 3㎜ 

偏差不大于

1㎜ 

6 颜色、刷纹 颜色一致 
颜色一致，刷

纹通顺 

颜色一致，无

刷纹 

7 五金、玻璃等 洁净 洁净 洁净 

6.07 砂壁状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6.07 所列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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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7 

砂壁状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要求 

项次 项目 真石型工程 仿石型工程 

1 漏底、透底 不允许   

2 造型、套色 纹理真实，套色喷涂分部均匀   

3 掉粉起皮 不允许   

4 门窗 洁净   

6.08 弹性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应符合表 6.08 所列的各项规定。 

表 6.08 

弹性状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要求 

项次 项目 弹性涂料涂装工程 

1  漏底、透底  不允许 

2 涂层厚度 按产品说明书规定 

3 造型 纹理、点子大小均匀 

4 掉粉起皮 不允许 

5 颜色 均匀一致 

6 门窗 洁净 

6.09 复层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6.09 所列的各项规定。 

表 6.09 

复层涂料涂装工程的质量要求 

项

次 
项目 

水泥系复

层涂料 
硅溶胶类复层涂料

合成树脂乳

液复合涂料

反应固化型

复层涂料 

1 
漏涂、透

底 
不允许 不允许   

2 
掉粉、起

皮 
不允许 不允许   

3 
泛碱、咬

色 
不允许 不允许   

4 
喷点疏密

程度 
疏密均匀 

疏密度均匀，不允许

有连片现象 
  

5 颜色 颜色一致 颜色一致   

6 门窗 洁净 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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