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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式网球运动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板式网球场地的使用要求、检测方法和合格判定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竞赛、训练用板式网球场地，休闲健身用板式网球场地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81 硫化橡胶回弹性的测定

GB/T 603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硬度的测定(10 IRHD～100 IRHD)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5763.2-2005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

GB/T 20394 体育用人造草

GB 50107—2010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JGJ 153 体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

QB/T 2443 钢卷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端线 base line

场地长边的界限。

注：端线围墙内侧。

3.2

边线 side line

场地短边的界限。

注：边线围墙及金属围网内侧。

3.3

安全区 safety area

出入通道外，保护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免受运动伤害的区域。

4 要求

4.1 场地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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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竞赛场地边线应为南北方向，与正南正北方向最大偏转角不应大于 18°。室外休

闲健身场地宜为南北方向。室内场地不做要求。

4.2 场地规格

4.2.1 双打板式网球场地长度应为 20 m，宽度应为 10 m，对角线长度 22.36 m。见图 1。

单位为毫米

图 1 板式网球双打场地示意图（1:100）

4.2.2 单打板式网球场地长度应为 20 m,宽度应为 6 m，对角线长度 20.88 m。见图 2。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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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板式网球单打场地示意图（1:100）

4.2.3 距离球网两侧 6.95 m 处设置发球线，发球线不含线宽，中线应超出发球线向底端延

伸 0.2 m。

4.2.4 场地长度与宽度、对角线长度允许误差为各自长度的±0.3%。

4.2.5 应保证球网两侧场地完全对称。

4.2.6 所有划线应为同一颜色，且与面层颜色形成反差，颜色宜为白色或黑色，场地面层

为人造草时，划线的材质密度及高度需与面层人造草坪一致。

4.2.7 所有划线宽度应为（50±2）mm。

4.3 场地面层

4.3.1 材料要求

4.3.1.1 场地面层材料应使用体育用人造草。体育用人造草的性能应符合 GB/T 20394 的要

求。

4.3.1.2 场地面层物理机械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场地表面物理机械性能

项目 指标

球反弹率/% ≥80

冲击吸收/% ≥20

抗滑值 BPN 65～100

4.3.2 外观

场地表面颜色宜使用绿色、蓝色、砖红色或类似颜色。整个场地颜色宜统一或为同一色

系，且与墙身颜色形成较大反差。

4.3.3 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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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 m的直尺测量，场地表面任何位置凹陷不应超过3 mm。

4.3.4 坡度

4.3.4.1 单片场地应在一个斜面上。

4.3.4.2 室外场地坡度方向宜从一条边线向其对面另外一条边线倾斜，且不大于 0.5％，

室内场地坡度应不大于 0.3％。

4.3.4.3 集中连片的场地，从边线到边线向同一个方向倾斜的场地应不大于 3 片；从端线

到端线向同一个方向倾斜的场地应不大于 2片。

4.4 净空高度

4.4.1 场地及其安全区净空高度不应低于 8 m。

4.5 围墙

4.5.1 一般规定

4.5.1.1 场地四周应由围墙完全封闭，场地内长为 20 m，内宽为 10 m。

4.5.1.2 围墙由墙身与金属围网两部分构成，除金属围网区域外，场地内所有连接区域使

用的材料都应使用相同材料并保证球规则弹跳。

4.5.1.3 各部位螺钉、螺母等紧固件应紧固可靠且防锈和防松。螺纹突出部分不应超过其

螺距 3倍的长度。使用者易接触区域突出的螺栓、螺纹应进行永久覆盖。

4.5.2 端线围墙规格

4.5.2.1 双打板式网球场地端线一侧场地高度为 4 m，从地面向上的墙身为 3 m，墙身上方

为 1 m 高的金属围网，见图 3。

单位为毫米

图 3 板式网球双打场地端线一侧场地示意图

4.5.2.2 单打板式网球场地端线一侧场地高度为 4 m，从地面向上的墙身为 3 m，墙身上方

为 1 m 高的金属围网，见图 4。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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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板式网球单打场地端线一侧场地示意图

4.5.3 边线围墙规格

4.5.3.1 边线一侧场地包括墙身和金属围网两部分。

4.5.3.2 边线围墙两端均为非阶梯式的钢化玻璃墙体，高度为 3 m、宽度为 4 m；侧面其他

区域均为金属围网。侧面两端墙体上方设有 2 m 宽的金属围网，顶部高度为 4 m。见图 5。

单位为毫米

图 5 板式网球场地边线立面图

4.5.4 墙身

4.5.4.1 构造

墙身由钢化玻璃构成，保证球规则弹跳。玻璃表面可经过处理或加贴不透明提示标识，

用以提示运动员。提示标识大小及位置不应影响观众观赏比赛，标识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墙身表面应坚硬、平滑，构造设计宜考虑到防腐防潮、利于保洁等因素，

无任何爆边豁口。

4.5.4.2 垂直性

墙身应保持垂直直立，墙身任意位置2 m高度内垂直性允许误差应为±10 mm。

4.5.4.3 墙面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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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方向上在 2 m 直尺测量范围内，墙面任意两点相对高差应不大于 3 mm，墙面与围

网任意两点相对高差应不大于 5 mm。

4.5.4.4 强度

4.5.4.4.1 墙身及其组件应能承受正常比赛过程中的压力（如球体、球拍及运动员的撞击）。

4.5.4.4.2 墙身钢化玻璃应符合 GB 15763.2-2005 中 5.5、5.6 和 5.7 的要求。

4.5.4.5 接缝

4.5.4.5.1 墙身表面接缝宽度应不大于 5 mm。

4.5.4.5.2 墙身与墙身之间接缝宽度不大于 10 mm，墙身与场地面层之间的连结处无任何

凸入场地内的凸出物。

4.5.4.5.3 墙身与上方及侧方金属围网的接缝宽度不大于 15 mm。

4.5.5 金属围网

4.5.5.1 金属围网应朝向场地内侧。

4.5.5.2 金属围网的网眼宜为正方形，网眼对角线长度应为 50 mm～70.8 mm。

4.5.5.3 金属围网由金属丝焊接制成，金属丝直径应在 3 mm～4 mm。

4.5.5.4 由金属丝焊接制成的金属围网，所有的焊接点边缘应妥善处理不应有尖锐的突出，

避免对运动员造成伤害。

4.5.5.5 运动过程中的易接触部件表面应平整、无锐边或锐角和毛刺。

4.5.5.6 网面应平整，无断丝。

4.5.5.7 横向平行的两条金属丝位于金属围网的内侧，纵向垂直的金属丝位于金属围网外

侧。如果不是上下交织，则网眼的形状应为正方形。

4.5.5.8 金属围网应保持在拉紧状态，能够使球在其表面反弹。

4.5.5.9 围网网丝端应固定处置，且不应外露。

4.6 球网与网柱

4.6.1 球网长度应为 10 m，球网中心距地面的高度应为 880 mm，两端距地面的高度应为

920 mm，尺寸允许误差为±5 mm。

4.6.2 球网被直径不超过 10 mm 的钢丝绳悬拉，钢丝绳两端应被牢固的固定在高度不超过

1.05 m 的网柱上。网柱的外侧应与场地边线平行，网柱的边缘应带有弧度。

4.6.3 球网上沿应有白色网带包裹，网带宽度应为 50 mm~63 mm，钢丝绳应从网带穿过固

定球网。

4.6.4 白色网带上可布置广告，必要时网带可加宽至 90 mm。

4.6.5 球网应充分覆盖在两个网柱之间，将场地一分为二。球网与网柱之间不应留有空间，

球网不应完全绷紧。

4.6.6 球网的材料应为人造纤维，网眼尺寸应为 45 mm×45 mm，防止球穿过球网。

4.7 出入通道

4.7.1 一般要求

4.7.1.1 应在球场的两侧设置出入通道，出入通道应左右对称。

4.7.1.2 每侧的出入通道可为一个，宜可一分为二。

4.7.1.3 应在通道处安装一个金属或其他材质的支撑物以固定金属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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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规格

4.7.2.1 场地每侧只有一个出入通道时，通道的净宽度应为 1.5 m~2 m，高度应为 2 m~2.2
m。见图 6。

单位为毫米

图 6 出入通道示意图（方式一）

4.7.2.2 场地每侧有两个出入通道时，单侧净宽度应为 0.75 m~1 m，高度应为 2 m~2.2 m。

见图 7。

单位为毫米

图 7 出入通道示意图（方式二）

4.8 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

4.8.1 安全区可作为场外击球区，安全区不应有任何障碍物，单侧宽度应不小于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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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示意图

4.8.2 出入通道的侧边门框、顶部以及网柱上应加装安全软包。保护装置厚度应为（20±5）

mm，并牢固地安装在金属框架及网柱上，保证运动员身体安全。

4.9 排水设施

排水设施应设置在场地周边安全区外。

4.10 照明

4.10.1 照明灯具布置应符合 JGJ 153 中网球场地的相关要求。

4.10.2 场地照明应避免在运动员运动方向上造成眩光。

4.10.3 场地照明设计在满足相应照明指标的同时，应实施照明节能。

5 检验方法

5.1 场地朝向

依据场地定位图纸，用精度为±2″的经纬仪进行测量。宜可使用带导航定位系统的手

机指南针进行观测。

5.2 场地规格

5.2.1 用精度不低于±10 mm/km 的光学测距仪或符合 QB/T 2443 规定的Ⅰ级钢卷尺现场测

量。当用钢卷尺测量时，应施加 100 N 的拉力，应按钢卷尺的全尺长校正值及温度膨胀系数

对钢卷尺示值进行调整。

5.2.2 所有的测量都应以线的外缘为准。

5.3 场地面层

5.3.1 材料及外观

现场观察、触摸，检查场地完好情况。

5.3.2 平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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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检测设备：使用尺长精度为±5 mm、底面平直无缺陷的 2 m 直尺及精度为±1 mm

的塞尺现场测量。

5.3.2.2 检测方法：在靠近端线内的 A、A1 区，B、B1 区各取 3 个点，在 C、C1、D、D1 区

各取 2个点，检测点数不少于 14 个点，将 2m 直尺轻放于被选点之上，用塞尺测量最大局部

凹凸，见图 9。

5.3.2.3 平整度的合格率应不小于 85%，且不合格点的平整度应不大于 4 mm。

图 9 平整度检测位置示意图

5.3.3 坡度

5.3.3.1 检测设备：应使用精度为±1 mm 的水准仪或更高精度仪器现场检测。

5.3.3.2 检测方法：测量每片场地边线和端线上 3 组点的标高及距离，按公式（1）计算每

组点的坡度。

%100
L

h
P .............................................................................(1)

式中：

P —— 横向或纵向坡度；单位为百分数（%）；

h —— 每组两点的高差，单位为米（m）；

L—— 场地的长度或宽度，单位为米（m）。

5.3.3.3 结果判定

横向坡度或纵向坡度的每一组结果均应符合要求。

5.3.4 球反弹

球反弹性能测试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3.5 抗滑值

抗滑值性能测试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5.3.6 冲击吸收

冲击吸收性能测试应符合附录C的要求。

A B

C

D

C1

D1

B1 A1
中 线

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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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净空高度

应使用精度不低±10 mm/km的光学测距仪，测量场地上空障碍物至地面的高度。

5.5 围墙

5.5.1 墙身

5.5.1.1 构造的测试仪器和方法

应使用现场观察和查看工程设计图纸与验收竣工图纸的方式，核查比赛区域墙身范围内

的结构统一性，核查墙身构造实际是否考虑到防腐防潮、吸音降噪与利于环保的要求。

应使用精度不低±10 mm/km的光学测距仪测量墙身的宽度、高度。

5.5.1.2 垂直性的测试仪器和方法

应使用2m工程质量检测尺测量墙体垂直度，取点位置应为每面墙两端距转角250 mm处各

选1点，另外在本面墙长度方向上任意选择1点，所选3点应均匀分布。

计算3点测试平均值为该面墙壁的垂直性。

5.5.1.3 墙面平整度的测试仪器和方法

应现场观察墙壁凹痕、孔洞或缺口接缝，并使用标准钢板尺测量其长度或直径。使用2 m

靠尺（尺长精度为±3 mm）和游标塞尺（精度为±1 mm）测量墙面平整度，每面墙至少选取

5个测试点，墙身与围网之间选取5个测试点，计算其平均值为该面墙身的平面度。

5.5.1.4 接缝的测试仪器和方法

应现场观察墙身表面接缝、墙身与围网之间接缝、墙身与场地面层之间接缝，并使用标

准钢板尺测量接缝宽度。

5.5.2 金属围网

5.5.2.1 应使用符合 QB/T 2443 规定的钢卷尺测量金属围网的高度、宽度。

5.5.2.2 应使用标准钢板尺测量金属围网对角线长度。应使用现场观察法观察金属围网弯

曲点接缝或焊接点边缘是否无锋利、尖锐突出。

5.6 球网和网柱

应使用符合 QB/T 2443 规定要求的钢卷尺或精度不低于±10 mm/km 的光学测量仪器现

场测量球网和网柱的规格、高度和长度。

5.7 出入通道

5.7.1 应使用现场观察法观察出入通道是否有门。无门时，观察是否有固定物支撑金属围

网；有门时，观察门的扶手位置及其他附件。

5.7.2 应使用符合 QB/T 2443 规定的钢卷尺或精度为不低于±10 mm/km 光学测量仪器测量

出入通道的规格。应观察出入通道是否左右对称。

5.8 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

5.8.1 应使用现场观察法观察并记录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保护装置的安装情况。

5.8.2 应使用符合 QB/T 2443 规定的钢卷尺或精度为不低于±10 mm/km 光学测量仪器测量

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的宽度、长度、高度以及保护装置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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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排水设施

应查看排水设施竣工材料，并使用现场观察法观察场地排水设施安装情况。

5.10 照明

5.10.1 按照 JGJ 153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10.2 测量网格间距为 2 m。

5.11 其他

5.11.1 钢化玻璃、围网、网柱、挡网、灯具等器材应查看其出厂合格证明或第三方产品检

测报告。

5.11.2 现场检测过程中，应记录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温度计的精度应为±1 ℃；湿度计

的精度应为±5%RH。

6 合格判定规则

6.1 当检测结果有不合格项时，应对该项不合格点复检 1 次，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该

项不合格。

6.2 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第 4 章要求，可判为场地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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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球反弹测试方法

A.1 检测设备

A.1.1 测试用球

测试用球应满足表A.1的要求

表 A.1 测试用球要求

测试用球类型 下落高度/m 参考面层上的反弹高度/m 静息时间常数 K/s 备注

板式网球 2.54±0.01 1.400±0.025 0.005 竞赛用板式网球

注：下落高度、参考面层上的反弹高度为测试用球下沿到面层的距离。

A.1.2 参考面层

混凝土地面，尺寸不小于 1.0 m×1.0 m，厚度不小于 0.05 m，强度应不低于 GB 50107

—2010 中 C20 的要求。应水平、固定安装，无振动，表面平整、无裂纹。现场检测时，如

混凝土面层无法得到，可使用类似面层代替。

A.1.3 释放装置

能够将测试用球固定在规定高度并释放，且固定和释放过程对球体不产生破坏。能够使

球体自由垂直下落，不产生旋转或水平运动。

注：可以采用机械、电磁、真空或手动释放装置。

A.1.4 下落高度测试仪器

垂直刻度尺等测距仪器，精度为±1 mm，用于测量测试用球下落高度。

A.1.5 视觉仪器

数码摄像机或类似仪器，可以直接观测测试用球的运动轨迹，精度为±1 mm。

A.1.6 声音装置

声学装置由扩音装置、计时装置和分析、显示系统组成。可以分别记录测试用球第一次

落地和第二次落地声音达到峰值时的时间，并按照公式（A.1）计算垂直球反弹高度。计时

精度为±1 ms。

21.23( )H T K   ...................................................................(A.1)

式中：

H -- 垂直球反弹高度，单位为米（m）；

ΔT -- 两次反弹落地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s）；

K -- 静息时间常数，单位为秒（s），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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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现场测试条件

在实际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力下进行时，风速应不大于 2 级（3.3 m/s）。

A.3 检测方法

A.3.1 测试用球的校准

将测试用球从规定高度释放到参考面层上，用视觉或声学仪器测量反弹球下沿的高度。

测试用球的下落高度和反弹高度均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

当反弹高度不合格时，应更换测试用球后再次测试，直至符合表 A.1 的规定。

A.3.2 参考面层的反弹高度测试

用校准的测试用球按表 A.1 规定的高度下落到参考面层上，测试并记录反弹球下沿的高

度，精确到 1 mm。在同一位置进行 5 次测试，计算平均值作为参考面层上的垂直球反弹高

度 H1，精确到 1 mm。

A.3.3 运动面层的反弹高度测试

用校准的测试用球按表 A.1 规定的高度下落到运动面层上，测试并记录反弹球下沿的高

度，精确到 1 mm。在同一位置进行 5 次测试，计算平均值作为该位置的垂直球反弹高度 H2，

精确到 1 mm。

现场测试应至少选取 5 个不同位置进行测试。

A.3.4 结果计算

各测试位置的垂直球反弹率按公式（A.2）计算，精确到 0.1%。

%100
1

2 
H

H
R ....................................................................... (A.2)

式中：

R -- 垂直球反弹率，单位为百分数（%）；

H2 -- 运动面层上的垂直球反弹高度，单位为米（m）；

H1 -- 参考面层上的垂直球反弹高度，单位为米（m）。

计算运动面层上各测试位置的垂直球反弹率 R 的平均值，精确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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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抗滑值测试方法

B.1 测试条件

测试面层和滑块表面温度应为5 ℃~40 ℃。润湿面层所用水的温度应与空气温度相差在

15 ℃以内。

B.2 测试工具

B.2.1 洒水用具

应使用容器盛放足量干净的水，用于润湿测试场地的表面。

B.2.2 清洁用具

视样品情况需要，宜准备非金属手刷清洁运动面层表面。

B.3 检测设备

B.3.1 滑动阻力测试仪

滑动阻力测试仪见图B.1。

标引序号说明：

1──重物释放装置；

2──重物提升装置；

3──连接销；

4──橡胶滑动装置；

5──测试台支撑脚；

6──场地材料表面；



15

7──基础层；

8──刻度表（标尺）。

图 B.1 滑动阻力测试仪示意图

B.3.1.1 底座质量应不小于 3.5 kg。

B.3.1.2 设备中心柱应垂直，且设备的支撑柱与地面垂直，如图 B.1 所示。

B.3.1.3 仪器放置在基本水平的被测面层上，调整支撑脚，使仪器基座水平。

B.3.1.4 弹簧滑块组件安装于摆臂末端，滑块边缘应距旋转轴（514±6）mm。

B.3.1.5 滑块在样品表面滑动长度应为（126±1）mm，如图 B.2 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标尺；

2——滑块。
a
测量的滑动长度。

b
实际的滑动长度。

图 B.2 滑动长度及标尺示意图

B.3.1.6 摆臂应能从水平位置自由摆下,重心应在臂轴上，与旋转轴的距离为(410±5)mm。

B.3.1.7 指针长度应为 300 mm，质量应不大于 85 g。

B.3.1.8 指针调节轮的摩擦应可调节。

B.3.1.9 刻度盘应采用 0～150 的刻度表。

B.3.1.10 仪器的轴承和工作元件应密封贮存，使用后应进行防潮处理。

B.3.2 滑块组件

B.3.2.1 滑块组件应由橡胶片和铝制垫片构成。

B.3.2.2 滑块组件橡胶片宽（76.2±0.5）mm，长（25.4±1.0）mm，厚（6.35±0.50）mm。

滑块组件质量为（32±5）g。

B.3.2.3 滑块组件的厚度范围应在 9.5 mm～10.0 mm 之间。

B.3.2.4 滑块组件应装有弹簧，对样品表面施加静压力。

B.3.2.5 滑块组件的橡胶片性能应符合表 B.1 的要求。橡胶片的弹性值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1681，橡胶国际硬度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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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滑块橡胶片性能要求

性能
温度/℃

0 10 23 30 40

弹性值/% 43～49 58～65 66～73 71～77 74～79

橡胶国际硬度IRHD 55～61

B.3.2.6 滑块如图 B.3 所示。使用新滑块时，应安装在仪器上进行调节处理,使滑块冲击边

的磨损宽度大于 1 mm。

标引序号说明：

1——橡胶片；

2——铝制垫片；

3——冲击边；

4——磨损宽度。

图 B.3 滑块及冲击边示意图

B.3.2.7 当滑块的冲击边出现以下情况时，不应继续使用：

a) 磨损宽度超过 3 mm；

b) 出现较多磨痕和毛刺。

B.3.2.8 滑块组件储存环境应防潮避光，温度为（15±10）℃。

B.4 现场测试

B.4.1场地面层测试位置和次数应具有代表性，不应在具有凹槽或凸起形貌的面层表面进行

测试。

B.4.2现场应至少选择3个点位，并且在每个点位垂直两个方向上进行检测。每个点间距不小

于400 mm。

B.5 检测方法

B.5.1使用前，检查确认仪器已正确安装，无机械故障。

B.5.2现场检测时，测量并记录每个测试位置的表面温度。

B.5.3将仪器置于运动面层表面，摆锤沿运动面层的高频使用方向摆动。

B.5.4放下摆锤，使摆锤置于试样表面正上端，确保在摆动时滑块能经过待测区域。

B.5.5仪器进行水平方向、垂直方向调节，使仪器处于水平状态。

B.5.6调节指针调节轮，使摆臂自右侧水平位置释放后，指针停在刻度盘零点。

B.5.7调节摆臂高度，使滑块冲击边与试样完全接触，使用标尺调节滑动长度，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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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摆锤脚置于样品右端，调整摆锤头高度，使滑块与样品表面接触，滑块后沿对齐

标尺右侧标记，保持标尺位置不动；

b) 抬起滑块，将摆锤脚移至左端，确保滑块抬起时不接触到样品表面；

c) 将摆锤脚缓慢放下，直至滑块与试样表面接触，此时滑块后沿与标尺左侧标记对齐；

d) 若滑块后沿与标尺左侧标记不对齐，调整摆锤头高度，使滑块在标尺左右限定的范

围；

e) 拧紧摆锤头，移动标尺，直至滑块边缘与左侧标记位置对齐。将摆锤脚移至右端，

检查滑块边缘是否与右侧标记位置对齐；

f) 若仍未对齐，重复上述操作继续调整，直至滑动长度符合要求。

B.5.8滑动长度符合要求后，将摆臂重新置于水平位置。

B.5.9从水平位置释放摆臂和指针，当摆臂摆至左侧最高点后，用手接住摆回的摆臂，记录

指针所示读数并取整数值。将摆臂和指针再次置于水平释放位置。

B.5.10重复 5 次上述操作，若 5 次的测试结果均与算术平均值相差不超过 3个单位，则 5

次测试结果的平均数为该样品干燥表面的最终测试结果；若 5 次的测试结果均与算术平均值

相差超过 3个单位，则增加测试点、更换测试样品、更换操作人员或增加重复测试，直至连

续 3 次测试结果为不超过 3 个单位，该值即为干燥表面的最终测试结果。

B.5.11如需测试潮湿表面的抗滑值，可采取上述操作步骤，在每次释放摆锤和记录结果前

均对测试面层表面进行润湿。若 5 次的测试结果均与算术平均值相差不超过 3 个单位，则 5

次测试结果的平均数为该样品潮湿表面的最终测试结果；若 5 次的测试结果均与算术平均值

相差超过 3个单位，则增加测试点、更换测试样品、更换操作人员或增加重复测试，直至连

续 3 次测试结果为不超过 3 个单位。

B.6 结果计算

按公式（B.1）或公式（B.2）计算 5 次摆动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摆锤测试值：

5

5

1





n

i
iV

PTV .......................................................................... (B.1)

式中：

PTV ——摆锤测试值，结果取整数；

Vi ——每次测量的值。

或：

jVPTV  .............................................................................. (B.2)

式中：

PTV ——摆锤测试值；

Vj ——当初始测量值的波动较大，且最后三次测试结果为同一常量时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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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冲击吸收测试方法

C.1 方法A

C.1.1 检测设备

C.1.1.1冲击吸收测试仪（A 型）示意图见图 C.1。

标引序号说明：

1 导向管；

2 电磁铁（吸附与释放作用）；

3 冲击重物；

4 承压头；

5 弹簧；

6 金属导管；

7 测试脚以及压力信号传感装置；

8 钢垫板。

图 C.1 冲击吸收测试仪示意图

C.1.1.2该装置应符合下述要求：

a) 电磁铁可使冲击重物从设定的高度跌落，且释放高度误差应不大于 0.25 mm。

b) 冲击重物的质量为(20±0.1) kg，表面坚硬光滑，可沿导轨自由垂直下落。

c) 受冲击的物体由承压头、弹簧、测试脚和压力信号传感器、钢垫板组成，固定在金

属导管中，整体重量（不计金属导管）为(3.0±0.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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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承压头厚度不小于 20 mm。

e) 弹簧外直径为(69±1) mm，压力范围在（0.1～7.5 ）kN，弹性系数为(2000±60)

N/mm。弹簧配有坚硬的承压头，由至少 3 个两端焊接在一起的同轴圆筒组合而成。

f) 支撑弹簧并承受冲击力的钢垫板，直径应为（70.0±0.1）mm，厚度不小于 10 mm，

下表面为半圆弧面，弧面的半径为（500±50）mm，边缘倒角弧度为 1 mm。

g) 金属导管的内径应大于弹簧直径，为(71.0±0.1) mm。

h) 测试仪的 3个支撑脚位置与高度均可调节，重量平均分布在 3个支撑脚上。

i) 压力信号传感装置包括压力传感元件和传感器的信号记录系统，以及能够显示记录

数据的装置进行调制和记录。调制放大器的信道频率等级应符合 ISO 6487 的要求，

应不小于 1 kHz。调制放大器应配备具有二阶巴特沃斯性能的低通滤波器，在频率

120Hz 下的信道噪音为-3 db。滤波过程可以经过硬件和软件系统实现。根据巴特

沃斯函数计算，在任何设定的频率下，系统的反馈噪音应控制在预期反馈的±0.5

dB 以内，信号记录系统能够在 10 ms 的时间段内记录单次冲击力的最大值，其误

差不超过 2 %。

C.1.2 参考力值（Fr）的测量

C.1.2.1 应在厚度不小于 200 mm，强度宜符合 GB 50107-2010 中不低于 C25 的的刚性混凝

土地面上测得 Fr 的值。

C.1.2.2 将仪器置于混凝土地面上，调节设备的 3 个支撑脚使设备保持水平。

C.1.2.3 调整冲击重物下端与承压头上端之间的距离为（55±0.25）mm，释放下落重物，

使其自由落体砸在承压头上。记录冲击过程中刚性混凝土表面所受到的冲击力的峰值。

C.1.2.4 再重复 C.1.2.3 所述过程 10 次，使总测试次数达到 11 次。计算第 2 次～第 11

次冲击力峰值的平均值，记为 Fr。

C.1.2.5 Fr的数值应在(6.60±0.25)kN 的范围之内，若所得值超出此范围，则结果无效。

C.1.2.6 应每三个月进行一次 Fr的测试，作为下一阶段的参考力值。

C.1.3 测试过程

C.1.3.1 将仪器置于被测物上，调节设备的 3 个支撑脚使设备保持水平。

C.1.3.2 调整冲击重物下端与承压头上端之间的距离为（55±0.25）mm，释放下落重物，

使其自由落体砸在承压头上。

C.1.3.3 记录在冲击过程中，刚性混凝土表面所受到的冲击力的峰值，并在 5s 内提起重物。

C.1.3.4 重复上述过程三次，每两次冲击应间隔(60±10)s，记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的冲击力峰值。

C.1.3.5 同一运动面层或样品不同测试点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100 mm。

C.1.4 测试结果

C.1.4.1 冲击吸收按式（1）进行计算：

%100)1(
r

s 
F
FR ..................................................................... (C.2)

式中：

R 被测运动面层或样品的冲击吸收，以百分比表示(%)；

Fs 在被测运动面层或样品上的冲击力峰值，单位为牛顿(N)；

Fr 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冲击力峰值，单位为牛顿(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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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2 同一点的后三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点的冲击吸收值，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

一位。

C.2 方法B

C.2.1 检测设备

C.2.1.1 冲击吸收测试仪（B型）示意图见图 2。

标引序号说明：

1 导向管；

2 电磁铁（吸附与释放作用）；

3 重物；

4 压阻式加速度计；

5 弹簧 ；

6 测试脚；

7——支撑脚。

图 C.2 冲击吸收测试仪（B 型）示意图

C.2.1.2 该装置应符合下述要求：

a) 电磁铁可使下落重物从设定的高度跌落，高度误差应不大于 0.25 mm。

j) 下落物体应由压阻式加速度计、弹簧和测试脚组成。总质量应为（20±0.1）kg。

k) 压阻式加速度计应安装牢固，测量范围应为±50 g（1g= 9.80665 m/s2）,频率范

围不小于 1000 Hz（-3dB），线性误差小于 2％。

l) 弹簧应安装在落体重心下方，弹簧的质量应为（800±50）g。

m) 弹簧外直径为(69±1) mm，压力范围在(0.1～7.5 )kN，弹性系数为(2000±60)

N/mm。如果该弹簧的弹性系数超过该范围，则有必要对采用该仪器得到的结果应用

校正系数。弹簧配有坚硬的承压头，由 3 个或更多的、两端焊接在一起的同轴圆筒

组合而成。

n) 测试脚直径为（70±1）mm，最小厚度为 10 mm。测试脚的下侧部分是圆形的，圆

形半径为（500±50） mm，边缘半径为 1 mm。测试脚的质量应为（400±50）g。

o) 测试仪的 3个支撑脚位置与高度均可调节，重量平均分布在 3个支撑脚上。



21

C.2.1.3 加速度计信号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采样速率：最低 9600 Hz；

b) 电子 A/D 转换器，具有 16 位的最低分辨率；

c) 有 2 阶低通的信号过滤，具有 600 Hz 截止频率的巴特沃斯滤波器。

标引序号说明：

T0——下落物体开始下降的时间；

T1——测试脚与地面初始接触的时间（与下落物体速度的最大绝对值 Vmax相对应，见图4）；

T2——冲击到试样之后其反弹过程中落体的最大绝对速度的时间（由 Vmin决定，见图4）；

Amax——最大加速度。

图 C.3 下落物体加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示例

图 C.4 下落物体的速度随着时间变化的曲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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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参考力值 Fr的测量

应符合C.1.2的要求。

C.2.3 测试过程

C.2.3.1 将仪器垂直置于被测面层上，调节设备的 3 个支撑脚使设备保持水平。

C.2.3.2 在 10 s 内，调整下落物体与测试面层之间的距离（55.00±0.25）mm，并把下落

物体挂在磁铁上。

C.2.3.3 在（30±5）s 后（在移除测试落体后使试样放松）使落体落下并记录加速度信号。

C.2.3.4 在冲击后 10 s 内，检查提升高度并把下落物体重新连接到磁铁上。

C.2.3.5 重复 C.2.3.3 和 C.2.3.4 三次，每两次冲击应间隔(60±10)s，记录第二次、第三

次、第四次的冲击力峰值。

C.2.4 测试结果

C.2.4.1 冲击时的峰值力（Fmax）按式（2）计算：

）（ gm maxmax  AF ....................................................................(C.3)

式中：

Fmax ——在被测运动面层或样品的冲击力峰值，单位为牛顿（N）；

Amax ——在冲击过程中的加速度峰值，单位为米每秒的平方（m/s²）；

m ——落体的质量，包括重物、弹簧、测试脚和加速计，单位为千克（kg）；

g ——重力加速度（9.81 m/s²）。

C.2.4.2 冲击吸收按式（3）计算：

%100]1[
r

max 
F

FR ................................................................... (C.4)

式中：

R 被测运动面层或样品的冲击吸收，以百分比表示(%)；

Fmax ——在被测运动面层或样品的冲击力峰值，单位为牛顿（N）；

Fr 在混凝土地面上的测试读数，单位为牛顿(N)。

C.2.4.3 计算每个测试位置的冲击吸收的平均值，同一点的后三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即为

该点的冲击吸收值，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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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球网和网柱
	应使用符合QB/T 2443规定要求的钢卷尺或精度不低于±10 mm/km的光学测量仪器现场测量球网

	5.7　出入通道
	5.7.1　应使用现场观察法观察出入通道是否有门。无门时，观察是否有固定物支撑金属围网；有门时，观察门的扶手位置
	5.7.2　应使用符合QB/T 2443规定的钢卷尺或精度为不低于±10 mm/km光学测量仪器测量出入通道的规

	5.8　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
	5.8.1　应使用现场观察法观察并记录安全区及场外击球区保护装置的安装情况。
	5.8.2　应使用符合QB/T 2443规定的钢卷尺或精度为不低于±10 mm/km光学测量仪器测量安全区及场外

	5.9　排水设施
	5.10　照明
	5.10.1　按照JGJ 15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5.10.2　测量网格间距为2 m。

	5.11　其他
	5.11.1　钢化玻璃、围网、网柱、挡网、灯具等器材应查看其出厂合格证明或第三方产品检测报告。
	5.11.2　现场检测过程中，应记录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温度计的精度应为±1 ℃；湿度计的精度应为±5%RH。


	6　合格判定规则
	6.1　当检测结果有不合格项时，应对该项不合格点复检1次，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该项不合格。
	6.2　所有检测项目均符合第4章要求，可判为场地合格。


	附　录　A（规范性）球反弹测试方法
	A.1　检测设备
	A.1.1测试用球
	A.1.2参考面层
	混凝土地面，尺寸不小于1.0 m×1.0 m，厚度不小于0.05 m，强度应不低于GB 50107—

	A.1.3释放装置
	能够将测试用球固定在规定高度并释放，且固定和释放过程对球体不产生破坏。能够使球体自由垂直下落，不产生

	A.1.4下落高度测试仪器
	A.1.5视觉仪器
	A.1.6声音装置
	K -- 静息时间常数，单位为秒（s），见表A.1。



	A.2　现场测试条件
	在实际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力下进行时，风速应不大于2级（3.3 m/s）。

	A.3　检测方法
	A.3.1测试用球的校准
	将测试用球从规定高度释放到参考面层上，用视觉或声学仪器测量反弹球下沿的高度。测试用球的下落高度和反弹
	当反弹高度不合格时，应更换测试用球后再次测试，直至符合表A.1的规定。
	A.3.2参考面层的反弹高度测试

	用校准的测试用球按表A.1规定的高度下落到参考面层上，测试并记录反弹球下沿的高度，精确到1 mm。在
	A.3.3运动面层的反弹高度测试

	用校准的测试用球按表A.1规定的高度下落到运动面层上，测试并记录反弹球下沿的高度，精确到1 mm。在
	现场测试应至少选取5个不同位置进行测试。
	A.3.4结果计算

	各测试位置的垂直球反弹率按公式（A.2）计算，精确到0.1%。
	计算运动面层上各测试位置的垂直球反弹率R的平均值，精确到0.1%。


	附　录　B（规范性）抗滑值测试方法
	B.1　测试条件
	B.2　测试工具
	B.2.1洒水用具
	B.2.2清洁用具

	B.3　检测设备
	B.3.1滑动阻力测试仪
	B.3.1.1  底座质量应不小于3.5 kg。
	B.3.1.2  设备中心柱应垂直，且设备的支撑柱与地面垂直，如图B.1所示。
	B.3.1.3  仪器放置在基本水平的被测面层上，调整支撑脚，使仪器基座水平。
	B.3.1.4  弹簧滑块组件安装于摆臂末端，滑块边缘应距旋转轴（514±6）mm。
	B.3.1.5  滑块在样品表面滑动长度应为（126±1）mm，如图B.2所示。
	B.3.1.6  摆臂应能从水平位置自由摆下,重心应在臂轴上，与旋转轴的距离为(410±5)mm。
	B.3.1.7  指针长度应为300 mm，质量应不大于85 g。
	B.3.1.8  指针调节轮的摩擦应可调节。
	B.3.1.9  刻度盘应采用0～150的刻度表。
	B.3.1.10  仪器的轴承和工作元件应密封贮存，使用后应进行防潮处理。
	B.3.2滑块组件

	B.3.2.1  滑块组件应由橡胶片和铝制垫片构成。
	B.3.2.2  滑块组件橡胶片宽（76.2±0.5）mm，长（25.4±1.0）mm，厚（6.35
	B.3.2.3  滑块组件的厚度范围应在9.5 mm～10.0 mm之间。
	B.3.2.4  滑块组件应装有弹簧，对样品表面施加静压力。
	B.3.2.5  滑块组件的橡胶片性能应符合表B.1的要求。橡胶片的弹性值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1
	B.3.2.6  滑块如图B.3所示。使用新滑块时，应安装在仪器上进行调节处理,使滑块冲击边的磨损宽
	B.3.2.7  当滑块的冲击边出现以下情况时，不应继续使用：
	B.3.2.8  滑块组件储存环境应防潮避光，温度为（15±10）℃。

	B.4　现场测试
	B.5　检测方法
	B.5.1使用前，检查确认仪器已正确安装，无机械故障。
	B.5.2现场检测时，测量并记录每个测试位置的表面温度。
	B.5.3将仪器置于运动面层表面，摆锤沿运动面层的高频使用方向摆动。
	B.5.4放下摆锤，使摆锤置于试样表面正上端，确保在摆动时滑块能经过待测区域。
	B.5.5仪器进行水平方向、垂直方向调节，使仪器处于水平状态。
	B.5.6调节指针调节轮，使摆臂自右侧水平位置释放后，指针停在刻度盘零点。
	B.5.7调节摆臂高度，使滑块冲击边与试样完全接触，使用标尺调节滑动长度，方法如下：
	B.5.8滑动长度符合要求后，将摆臂重新置于水平位置。
	B.5.9从水平位置释放摆臂和指针，当摆臂摆至左侧最高点后，用手接住摆回的摆臂，记录指针所示读数并取
	B.5.10重复5次上述操作，若5次的测试结果均与算术平均值相差不超过3个单位，则5次测试结果的平均
	B.5.11如需测试潮湿表面的抗滑值，可采取上述操作步骤，在每次释放摆锤和记录结果前均对测试面层表面


	B.6　结果计算
	按公式（B.1）或公式（B.2）计算5次摆动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摆锤测试值：


	附　录　C（规范性）冲击吸收测试方法
	C.1　方法A
	C.1.1　检测设备
	C.1.1.1冲击吸收测试仪（A型）示意图见图C.1。

	C.1.2　参考力值（Fr）的测量
	C.1.2.1　应在厚度不小于200 mm，强度宜符合GB 50107-2010中不低于C25的的刚性混凝土地面上测
	C.1.2.2　将仪器置于混凝土地面上，调节设备的3个支撑脚使设备保持水平。
	C.1.2.3　调整冲击重物下端与承压头上端之间的距离为（55±0.25）mm，释放下落重物，使其自由落体砸在承压头
	C.1.2.4　再重复C.1.2.3所述过程10次，使总测试次数达到 11 次。计算第2次～第11次冲击力峰值的平均
	C.1.2.5　Fr的数值应在(6.60±0.25)kN的范围之内，若所得值超出此范围，则结果无效。
	C.1.2.6　应每三个月进行一次Fr的测试，作为下一阶段的参考力值。 

	C.1.3　测试过程
	C.1.3.1　将仪器置于被测物上，调节设备的3个支撑脚使设备保持水平。
	C.1.3.2　调整冲击重物下端与承压头上端之间的距离为（55±0.25）mm，释放下落重物，使其自由落体砸在承压头
	C.1.3.3　记录在冲击过程中，刚性混凝土表面所受到的冲击力的峰值，并在5s内提起重物。
	C.1.3.4　重复上述过程三次，每两次冲击应间隔(60±10)s，记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冲击力峰值。
	C.1.3.5　同一运动面层或样品不同测试点间的距离应不小于100 mm。
	C.1.4　测试结果
	C.1.4.1　冲击吸收按式（1）进行计算：
	C.1.4.2　同一点的后三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点的冲击吸收值，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C.2　方法B
	C.2.1　检测设备
	C.2.1.1　冲击吸收测试仪（B型）示意图见图2。
	C.2.1.2　该装置应符合下述要求：
	C.2.1.3　加速度计信号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C.2.2　参考力值Fr的测量
	C.2.3　测试过程
	C.2.3.1　将仪器垂直置于被测面层上，调节设备的3个支撑脚使设备保持水平。
	C.2.3.2　在 10 s内，调整下落物体与测试面层之间的距离（55.00±0.25）mm，并把下落物体挂在磁铁上
	C.2.3.3　在（30±5）s后（在移除测试落体后使试样放松）使落体落下并记录加速度信号。 
	C.2.3.4　在冲击后10 s内，检查提升高度并把下落物体重新连接到磁铁上。 
	C.2.3.5　重复C.2.3.3和C.2.3.4三次，每两次冲击应间隔(60±10)s，记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C.2.4　测试结果
	C.2.4.1　冲击时的峰值力（Fmax）按式（2）计算：
	C.2.4.2　冲击吸收按式（3）计算：
	C.2.4.3　计算每个测试位置的冲击吸收的平均值，同一点的后三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即为该点的冲击吸收值，结果精确到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