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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说明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建筑物的隔声主要包括空气声隔声和撞击声隔声，对于密度较大的钢筋混凝土楼板，通

常有较好的空气声隔声能力，如住宅中常用的 12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加装修层空气声隔声量

在（48～50）dB，再加上其他构造措施，基本能满足空气声隔声要求，但撞击声隔声效果差。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规定：住宅楼板撞击声（现场测量）

≤75dB，高要求住宅≤65dB，12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楼板的撞击声压级在 80dB 左右，仅靠钢

筋混凝土楼板无法达到标准的要求。随着我国建筑节能要求不断提高，对分户楼板的热工性

能也提出了相应要求，而钢筋混凝土楼板的 K 值较大，同样不能满足标准要求。而民用建筑

普遍存在来自上部楼板撞击声的干扰。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是在承重的钢筋混凝土楼板上依次增设柔性的轻质保温隔声砂浆保温

隔声层（必要时加隔声保温垫）、界面剂界面层、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防护层，且墙体四周采

用弹性片材把柔性的轻质保温隔声砂浆与墙体隔离，形成类似“浮筑结构”的保温隔声系统，

基本隔绝固体传声效应，有效削弱撞击声传播。 

经过实际的工程应用，本系统的各项性能指标稳定，其应用技术基本成熟，为规范系统

在建筑楼面工程中的应用，指导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等，确保工程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资料，总结了多个工程的应用经验，开展了相关的试验研究

和工程应用分析，以期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确保工程质量。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适用的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采用

建筑楼面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保温隔声系统材料、设计、施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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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地面饰面层、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防护层、轻质保温隔声砂浆保温隔声层、隔声保温垫

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竖向的弹性减震系统，且墙体四周采用弹性片材把柔性的轻质保温隔声砂

浆与墙体隔离的声桥阻断构造，形成完整的保温隔声系统，基本隔绝固体传声效应，有效削

弱撞击声传播。 

2.0.2 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对轻质保温隔声砂浆起保护作用，与水泥基混凝土相比，自身不易

开裂。 

2.0.5 竖向隔离片可以采用保温板材（XPS、EPS）、隔声保温垫以及专用材料（PE 卷材）等

弹性材料。 

2.0.6 楼板保温隔声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综合考虑保温、隔声以及性价比选用是否铺设

隔声保温垫。 

2.0.8 本条说明撞击声隔声是通过改变撞击声的发声方式，以及撞击声在固体中传播途径，在

建筑结构中采取措施，增加声衰减， 

2.0.9 本条说明建筑楼面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保温隔声系统，采用浮筑楼板的形式完全隔断混

凝土保护层与四周墙面，防止形成传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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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 材料性能要求 

3.1.1 因为建筑石膏可以以工业副产石膏为原料，经高温烧制而成，因此建筑石膏的放射性核

素限量可能超标，所以，本条明确建筑石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石膏》GB/T 9776 的

要求，其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要求。 

3.1.2 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的 28d 抗折强度分为 4MPa、6MPa、7MPa，抗压强度分为 15MPa、

20MPa、25MPa 三个等级，在使用过程中，可根据不同的设计需求进行选择，一般抗压强度

不低于 20MPa；只要满足表 3.1.2 性能指标的要求，石膏自流平砂浆同样可以使用。 

3.1.3 本条对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的基本性能做出规定。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的干密度、导热系数

决定了楼板隔声及保温性能，干密度越小、柔性越大，越有利于隔声效果；导热系数越低，

保温性能越好，但材料的强度越低。而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用于建筑楼板，始终处于受压状态，

因此需要考虑压缩强度，能够承载正常的地面荷载即可。本条根据已有的工程经验以及材料

特性，综合考虑隔声性能、保温性能、防火性能等，参照《泡沫混凝土》JG/T 266 等相关标

准，做出了规定。 

3.1.5 隔声保温垫是建筑楼面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保温隔声系统的关键材料，其材料性能对系

统性能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已有的工程经验以及现有可以用作隔声保温垫的材料特性，参照

国内现有标准对隔声保温垫的性能要求，并综合考虑隔声性能、保温性能、防火性能等，本

条对隔声保温垫的基本性能进行了规定。 

    隔声保温垫的弹性决定了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压缩弹性模量越小，弹性越好，越有利

于撞击声隔声；压缩弹性模量过高，压缩强度偏高，对撞击声隔声不利；压缩弹性模量偏低，

虽有利于撞击声隔声，但受上部自重和室内使用荷载的作用下，易导致上部开裂。因此材料

的压缩弹性模量要适中，压缩强度不能太高，能承受正常的地面荷载即可。 

3.1.6 竖向隔离片可以采用保温板材（XPS、EPS）和弹性片材。弹性片材可由隔声保温垫同

质材料制成，也可采用专用材料（PE 卷材）。竖向隔离片的高度应高于饰面层，以确保良好

的隔声效果，避免产生声桥。对竖向隔离片的厚度进行规定主要是为确保隔声效果。 

3.1.7 本条对防水胶带的宽度作了规定。防水胶带的作用是为了避免材料进入隔声保温垫间的

缝隙，因此防水胶带需有一定的宽度，确保有效覆盖隔声保温垫拼缝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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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楼面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保温隔声系统主要解决长期有人居住、生活、工作、学习

和休息建筑中主要使用功能房间的热环境，降低噪声的传播，改善室内声环境。民用建筑的

一些辅助用房，如厨房、卫生间、库房、走道、设备间等，人员不会长时间停留，因此，此

类房间的楼板不进行隔声、保温设计。 

4.1.7《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标准里说明 120mm 厚的钢筋混凝土楼板的撞击声

压级在 80dB 左右，同时该标准规定：住宅楼板撞击声（现场测量）≤75dB，高要求住宅≤

65dB。本规程对撞击声隔声改善量提出一般要求及高要求两个标准，一般要求是指楼板保温

隔声系统撞击声隔声改善量≥10dB，可使楼板撞击声≤70dB；高标准要求是指楼板保温隔声

系统撞击声隔声改善量≥15dB，可使楼板撞击声≤65dB。设定建筑楼面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

保温隔声系统的隔声性能有效地解决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由于楼板的隔音效果差带来的噪

声干扰，提高了居住声环境质量。楼板保温隔声系统撞击声隔声改善量的检测及性能要求不

包含饰面层材料。 

4.1.8 精装全装修住宅楼板的隔声设计应包含已经明确的饰面层材料。 

4.2 构造设计 

4.2.1 铺设导热系数低和弹性模量小的隔声保温垫有利于提高建筑楼板的保温、隔声性能，但

是，由于其弹性大、压缩强度低，在轻质保温隔声砂浆隔声层、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护面层

自重及室内使用荷载作用下，变形较大，易导致保护层开裂。故设计时，需根据实际使用需

求，优先选用未设置隔声保温垫的建筑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当特定建筑部位撞击声隔声要求

需小于 60dB 或层高控制严格时，也可选用加隔声保温垫的建筑楼面保温隔声系统。 

4.2.3 楼板的隔声性能、保温性能均与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的厚度成正比关系，因此对其厚度进

行最低限制要求；轻质保温隔声砂浆为柔性材料，其隔声、保温性能较好，但压缩强度低，

而楼面始终处于受压状态，因此护面层必须要有一定的强度及厚度，以保护其质量不会受到

影响，通过工程经验，对护面层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的厚度进行最低限制要求。 

4.2.5 隔声保温垫层、轻质保温隔声砂浆层和高抗裂混凝土层与墙体交接处宜设置竖向隔离片

构造，使保护层与墙体脱离，能相对自由地变形，避免声桥的产生，同时根据实际的施工经

验，对竖向隔离片的高度做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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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    工 

5.1 一般规定 

5.1.1 专项施工方案是指导整个建筑保温隔声工程施工的前提条件，是保证质量的基本手段。

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中应包括有关建筑楼面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保温隔声系统施工的针

对性内容，反映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的特殊要求。方案应经施工单位技术部门负责人或者

技术负责人审批后报项目监理机构，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同意后实施。 

5.1.3 施工人员的施工水平对施工质量影响较大，目前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人员和施工经验

缺乏，施工企业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技术交底和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

技术交底和培训均应留有记录。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应有经过培训的专门人员进行。 

5.1.4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在现场进行作业，易产生粉尘、废弃物和噪声，因此施工企业应文明

施工、安全施工，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弃物、噪声等对周围环境造

成的污染和危害。 

5.1.5 冬期施工考虑因素较多，如在低温条件下施工，应采取冬期施工措施。 

5.2 施工准备 

5.2.1 本条规定了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前应具备的基本施工条件。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应在钢

筋混凝土楼板结构工程、墙体抹灰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后进行。 

5.3 施工工艺 

5.3.2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中，需按照构造从隔声保温垫层（如果设置有隔声保温垫层）、

轻质保温隔声砂浆层、界面剂界面层、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护面层依次施工，以确保其隔声、

保温性能，同时控制护面层的强度以抵抗正常的行动造成的楼板受压力。 

5.3.3 （1～3）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基面不平整，凹凸不平、蜂窝、麻面、起砂、吸水率大导致

隔声保温垫铺设不平整，造成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的材料用量大，同时降低轻质保温隔声砂浆

的保温性能及强度。建筑石膏容易引起钢筋及铁块的锈蚀，故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基面不应有

明显的露筋或铁块，特殊情况下，可做防锈处理。 

5.3.5 （1～3）隔声保温垫铺设时，应注意接缝宽度以及缝隙的密封处理，避免产生声桥以及

浇筑轻质保温隔声砂浆层时材料的渗入。用于隔声保温垫之间、隔声保温垫与竖向隔离片之

间的对接缝密封的防水胶带应平整、牢固，无皱褶。 

5.3.6 （1～4）采用普通砂浆做灰饼，灰饼间距应根据现场情况、材料需求量、施工厚度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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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平整度确定。轻质保温隔声砂浆应严格按配比，采用专用的设备搅拌。轻质保温隔声砂浆

的施工与常规砂浆有一定区别，需要严格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施工，由于凝结时间较短，搅拌

好的砂浆需在合适的时间内用完。施工完毕后养护时间随着施工环境温度及湿度的不同存在

一定差异，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养护时间，正常情况下，材料硬化可上人后再进行下一步工

序施工。 

5.3.7（1～4）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宜采用半机械法或全机械法搅拌，并应充分搅拌至均匀无

结块为止； 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的施工前需涂刷一层界面剂，不得漏涂和局部积液；界面剂

表干后再进行高抗裂混凝土面层施工，以确保轻质保温隔声砂浆与高抗裂混凝土粘结牢固，

同时可保证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面层表观效果。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采用气硬性材料为主要

胶凝材料，无需水养或是覆膜养护，在施工环境条件下养护即可，并保持室内适当通风；24h

内不得上人踩踏、堆放物料、安装模板及支架。 

 

 

 

 

 

 

 

 

 

 

 

 

 

 



 9 

6 质 量 验 收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所列内容为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应验收的隐蔽项目。 

楼板保温隔声系统施工过程中，涉及多个隐蔽工程,隐蔽工程项目在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完

工之后，基本被隐蔽，在工程验收时无法评价，而这些项目又与楼面保温隔声系统的施工质

量和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检查并记录，并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确保

工程施工质量。工程验收时，仅对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进行审查。 

6.1.2 本条所列内容为楼面保温隔声系统验收时应提交的基本验收资料和文件。 

6.1.3（1、2）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同一检验批的楼面保温隔声系

统宜是相同材料和相同施工条件的楼面保温隔声系统。 

注意检验批的划分并非是唯一或是绝对的，当遇到较为特殊的情况时，检验批的划分也

可根据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6.2 质量验收 

6.2.1 本条规定了判断检验批质量合格的标准要求。 

6.2.2本条针对不同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质量不合格工程，分别提出了工程验收的处理方法。 

主控项目 

6.2.4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中使用的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界面剂、隔声保

温垫应进行现场抽样复验，本条规定了复验项目。复验采用的检测方法应遵循相应产品的试

验方法标准，复验指标是否合格应依据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判定。复验应采用见证取样送样

制度，由具备具有相应参数资质认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6.2.5 除面层外，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各层构造做法均为隐蔽工程，完工后难以检查。在施工过

程中对于隐蔽工程应做到随做随检，并做好记录。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各层构造做法是否满足

设计要求，以及施工工艺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要求。 

6.2.6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的隔声性能和热工性能均与隔声保温垫的厚度有关，因此应确保隔声

保温垫的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6.2.7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的隔声性能和热工性能均与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的厚度有关，因此需确

保轻质保温隔声砂浆的厚度满足设计要求。 

6.2.8 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是防止保温层受到外力破坏及控制地面开裂的重要构造，需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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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厚度，因此高抗裂石膏基混凝土的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一般项目 

6.2.12 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施工完成后还需进行饰面层的施工，因此对护面层高抗裂石膏基混

凝土平整度提出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