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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的设计、生产与使用，根据鄂质监标函 

[2018]243号文件，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并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本规程的编制。 

本规程分为 6章和 4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材料及性能、设计、施工、

质量验收、附录等。 

本规程由湖北省住房和城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规程主编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三迪环保新材有限公司 

贵州开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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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环保节能的政策，在建筑工程中推广应用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

喷筑墙体，做到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或 7 度以下地区工业与民用建筑非承重内墙。严

禁在潮湿环境、长期浸水或化学侵蚀的环境及部位使用。 

1.0.3  轻钢龙骨-混合相石膏喷筑墙体的设计和施工应遵循国家有关的结构安全、防火安

全和环境保护的规定。 

1.0.4  轻钢龙骨-混合相石膏喷筑墙体的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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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以下简称喷筑墙体）  

是一种以建筑用轻钢龙骨为墙体骨架，以混合相磷石膏胶凝材料复配聚苯颗粒、添加剂

等为喷筑浆料，采用机械喷筑施工方式形成的墙体。 

2.0.2  轻钢龙骨（以下简称龙骨）   

轻钢龙骨是以连续热镀锌钢板（带）或以连续热镀锌钢板（带）为基材的彩色涂层钢板

（带）或索氏体不锈钢板（带）为原料、，采用冷弯工艺生产的薄壁型钢。 

2.0.3  混合相磷石膏 

磷石膏（CaSO4·2H2O）经一定温度煅烧形成的以β半水硫酸钙( β-CaSO4·1/2H2O) 为

主要成分，含有一定量Ⅱ型无水硫酸钙（Ⅱ-CaSO4）等物相组成的混合相,可适量添加外加剂

改性得到的石膏胶凝材料。 

2.0.3  添加剂  

石膏缓凝剂、保水剂、增强剂等组成。 

2.0.4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以下简称石膏喷筑浆料）  

将混合相磷石膏、聚苯颗粒和添加剂按一定比例配置，加水搅拌而成的浆料。 

2.0.5  喷筑墙体厚度（以下简称墙体厚度） 

喷筑墙体厚度为墙体的净尺寸，不包含抹灰厚度或板材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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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及墙体性能 

3.1 轻钢龙骨 

3.1.1 轻钢龙骨应采用热镀锌钢板带或不锈钢冷弯成型。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用轻钢龙骨》GB/T 11981的规定；镀锌层采用双面镀锌且镀锌量不小于 100g/m
2
、

镀锌厚度不小于 14μm。宜采用后喷塑冷弯薄壁龙骨。不锈钢龙骨宜采用索氏体不锈钢，

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用高强不锈钢》GB/T 37430的有关规定。龙骨常用规格

尺寸和使用部位见表 3.1.1  

表 3.1.1薄壁型刚常用规格尺寸和使用部位 

   单位为毫米 

类别 品种 截面形状 规格 备注 

墙

体

龙

骨

Q 

C

型

龙

骨 

竖

龙

骨 

 

A×B1×B2×t 

100(98.5)×B1×B2×0.7 

150(148.5)×B1×B2×0.7 

B1≥45；B2≥45 

当 B1＝B2时，

规格为 A×B×

t 

U

型

龙

骨 

横

龙

骨 
 

A×B×t 

102(100)×B×0.6 

152(150)×B×0.7 

B1≥35 

 

通

贯

龙

骨 
 

A×B×t 

38×12×1.0 
 

注：如采用索氏体不锈钢，应根据《建筑用轻钢龙骨》做等强度代换。 

3.2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 

3.2.1 混合相磷石膏的力学性能应满足 7天干抗折强度不小于 3.5MPa,7 天干抗压强度不小

于 10MPa，放射性核素限量 IRa≤1.0且 Ir≤1.0 的要求。 

3.2.2 聚苯颗粒采用新发聚苯颗粒或废聚苯材料经机械破碎后的颗粒，颗粒粒径宜 3-

7mm，容重 8-14kg/m
3
。 

3.2.3 喷筑浆料稠度应满足施工要求。 

3.2.4 混合相磷石膏、聚苯颗粒、添加剂和水按比例拌和的喷筑浆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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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的规定。 

表 3.2.4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1 体积密度（kg/m
3
） ≤1000 

附录 D 
2 绝干抗压强度（MPa） ≥3.5 

3 导热系数[W/(m∙K) ≤0.25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

测定防护热板法》GB/T10294 

4 燃烧性能等级 A2级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8624 

5 pH 值 ≥6.0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方法》GB/T 

5484-2012 

3.3 配套材料 

3.3.1  面层抹灰石膏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抹灰石膏》GB/T 28627中面层抹灰石膏的

要求。 

3.3.2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耐碱玻璃纤维网布》JCT 841 的规定进行

检验，其性能应符合表 3.3.2的要求。 

 

 

 

 

 

3.3.3 紧固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GB/T 3098.2、《紧固件机械性能 自攻螺钉》GB/T3098.5、《紧固

件机械性能 自钻自攻螺钉》GB/T 3098.11、《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自攻螺钉》GB/T 

3098.21、《射钉》GB/T 18981 的有关规定 

3.4 喷筑墙体性能指标 

3.4.1  喷筑墙体的面密度应符合表 3.4.1的规定。 

 

 

 

表 3.3.2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性能指标 

项     目 单位 指标 

单位面积重量 g/m
2
 ≥130 

耐碱断裂强力(经向 纬向) N/50mm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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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喷筑墙体的面密度 

墙体厚度 面密度（kg/m2） 

墙体厚度 100mm+抹灰层 ＜110 

墙体厚度 150mm+抹灰层 ＜160 

3.4.2  喷筑墙体非龙骨处的吊挂力≥1000N。试验方法按《建筑墙体用轻质条板》JG/T169

的规定进行。 

3.4.3  喷筑墙体制作完成后其隔声量、耐火极限和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3.4.3的规定。 

表 3.4.3  喷筑墙体隔声量、耐火极限和传热系数 

墙体厚度

（mm） 

空气声计权隔声量

（dB） 

耐火极限 

（h） 

传热系数 

（W/(m
2
.K)）  

100 ≥40 ≥3 1.95 

150 ≥48 ≥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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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墙体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喷筑墙体应根据使用功能和使用部位分别设计墙体的厚度，并应满足相应的防火、

隔声、保温等功能要求，有抗震要求的喷筑墙体尚应满足相应的抗震构造规定。 

4.1.2  设计中要考虑与主体结构的构造能满足传力、变形、耐久等要求，墙的布置应避免

使主体结构形成层内或上下层刚度或强度突变，当非均匀布置时，应考虑质量、刚度的影响。 

4.1.3  墙体施工前,工程设计单位应完成墙体的设计技术文件。设计技术文件应包括下列

内容:  

1）墙体的轻钢龙骨型钢类型、纵横向间距以及连接方式； 

2）墙体的防火、隔声、保温等技术要求； 

3）墙体的轴线分布、墙体的厚度、门窗位置和洞口尺寸； 

4）墙体的面层做法，防裂、防水及防渗等措施； 

5）墙体的抗震性能要求和相应的抗震措施、加固措施； 

6）墙体的吊挂重物要求和相应的加强措施； 

7）墙体耐撞击性能要求和特殊部位的加固措施。 

4.1.4 墙体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有关规定，墙

体尺寸应标准化和模数化。 

4.1.5 墙体的厚度，应根据使用部位、环境气候条件、主体结构承载力要求等因素确定。厚

度大于 150mm墙体，宜选用双层龙骨。 

4.1.6 墙体应满足承载力及稳定性要求，并满足《轻钢龙骨内隔墙》03J111。 

4.1.7 墙体的热工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的有关规定。 

4.1.8 墙体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的相关规定。 

4.2 喷筑墙体设计与构造要求 

4.2.1  喷筑墙体的高度和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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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mm 厚墙体安装高度不宜大于 4.0m 。  

2)150mm 厚墙体安装高度不宜大于 5.4m 。  

3)墙体长度超过 6m 或长度超过高度的 2 倍时，应采取增加墙体稳定性和防止墙体开

裂的构造措施。 

4)安装高度超过上述要求时，轻钢龙骨体系应按《轻型钢结构住宅技术规程》 JGJ 

209的规定进行专项设计。 

其他厚度的墙体安装高度，可由设计单位与安装单位协商确定。 

4.2.2 分室墙体的厚度不宜小于 100mm，分户墙体的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4.2.3 喷筑墙体中预埋管线的外径不宜大于墙体厚度的 1/4。 

当在墙面上开槽、开洞敷设电气暗线、暗管、开关盒，竖向开槽深度应不大于墙体厚

度的 1/4，禁止水平方向开槽。 

当墙体厚度小于 150mm 时，严禁在墙体两侧同一部位开槽、开洞，其间距应错开 100mm 

以上。 

墙体开的槽孔宜采用与墙体材料相同的材质进行回填、补强。并采用耐碱玻璃纤维网布

进行局部加强、防裂措施。 

4.2.4 100mm 厚墙体不宜设计暗埋配电箱、控制柜；可采用明装方式或局部加厚设计。严禁

穿透墙体安装。配电箱、控制柜宜选用薄型箱体。 

4.2.5  喷筑墙体上需要吊挂重物和设备时，应对龙骨或型钢采取加强措施。 

4.2.6  预埋件和锚固件均应作防锈、防腐处理，并避免预埋铁件外露。 

4.2.7  墙面抹灰 

喷筑墙体施工完成后，面层应采用面层抹灰石膏抹灰，并压入耐碱玻璃纤维网布，抹灰

厚度宜为 3~5mm。墙面装饰应在墙体干燥后进行，墙面装饰可按工程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可

涂刷、粘贴墙纸、墙布。若在墙体上粘贴墙砖，应做好专项设计。 

采用抹灰石膏，宜全墙面铺贴耐碱玻璃纤维网。厚度宜为 3～5mm 

不同材质的基体交接处，应采取防止开裂的加强措施：当采用加强网时，每侧铺设宽度

不应小于 150mm。 

4.3 喷筑墙体轻钢龙骨体系构造及节点 

4.3.1  喷筑墙体用轻钢龙骨体系由横龙骨、竖龙骨和通贯龙骨组成。 

4.3.2  喷筑墙体用轻钢龙骨及龙骨组件的布置和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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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喷筑墙体轻钢龙骨骨架与主体结构可采用射钉或膨胀螺栓固定。 

2) 喷筑墙体的上下横龙骨与建筑主体结构的固定点间距不应大于 600mm。 

3)上、下横龙骨与建筑主体结构的固定点距离龙骨端部不应大于 100mm；上、下横龙骨

需要接长时，接长处两龙骨的间隙不宜大于 10mm。 

4）上横龙骨与结构基层之间预留变形缝，采用与上横龙骨等宽的橡胶垫板进行点铺,间

距为 600mm,厚度不宜大于 3mm。 

 

 

(a)内墙轻钢龙骨上部节点     (b) 内墙轻钢龙骨下部节点 

 

 

（c）轻钢龙骨与墙连接                  （d）轻钢龙骨与钢柱连接 

图 4.3.2-1  轻钢龙骨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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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异型墙轻钢龙骨连接 

图 4.3.2-2 轻钢龙骨节点图 

4.3.3  门、窗及其它附着物的洞口应设置加强龙骨，加强龙骨应与龙骨体系的轻钢龙骨可

靠连接（图 4.3.3）。 

 

图 4.3.3 门窗洞口构造 

4.3.4  顶部为自由端的墙体，墙体顶端应设置通长型钢加固，并间断设置拉杆和主体连接；

所有外露铁件均应做防锈处理。对有特殊要求的墙体应按《轻型钢结构住宅技术规程》JGJ 

209的规定验算。 

4.3.5  “十”字形、“T”形或“L”形喷筑墙体相交处采用 C形龙骨，（图 4.3.5）。 

1 竖龙骨的间距不应大于 600mm。 

2 竖龙骨顶部与上横龙骨顶部地面应预留 10mm间距； 

3 竖龙骨需要接长时，宜采用内衬轻钢龙骨进行对接连接；对接处内衬的轻钢龙骨在

接缝两侧应等长设置，内衬的轻钢龙骨长度不应小于 300mm,内衬的轻钢龙骨与竖龙骨应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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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拉铆钉或龙骨钳固定； 

 

  
 

（a）“十”字形墙相交处节点     （b）“T”形墙相交处节点      （c）“L”形墙相交处

节点 

图 4.3.5  喷筑墙体相交处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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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单位提交的设计技术文件、资料、工地实况编制喷筑墙体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或施工专项方案，应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监理单位审核后实施。 

5.1.2 施工单位应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各种

粉尘、废弃物、噪声等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5.1.3 墙体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的规定采取安全措施。 

5.1.4 施工用电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中的要

求。 

5.1.5 喷筑浆料的生产，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 的

规定进行生产、贮存、使用。 

5.1.6 施工流程 

  

5.2 施工准备 

5.2.1 喷筑墙体所用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验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

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石膏喷筑浆料进场，应有专人进行验收，石

膏喷筑浆料生产企业应提供砂浆产品合格证和有效检验报告。轻钢龙骨运输和堆放过程中，

应采取措施，防止碰撞、变形。 

5.2.2 轻钢龙骨施工前，应先清理基层，按施工设计图要求进行墙体位置放线。 

5.2.3 墙体喷筑机械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施工机具进场应提供产品合格证，并经验收合格。  

2）施工班组每天必须按照《机械喷涂抹灰施工规程》JGJ/T105 的规定进行机具设备的完好

检查和施工准备.  

3）按照喷筑墙片施工顺序，排出施工路线及机具移动路线图 

5.3 喷筑墙体施工 

5.3.1 喷筑墙体施工应在工程地面找平层完成之前进行。 

墙体定位 面层抹灰 墙体喷筑 轻钢龙骨安装 预埋线管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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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沿放线位置安装横向、竖向龙骨，长向的拼接应保持平直，端部应固定牢固；立柱

中心间距应满足设计要求；竖龙骨应垂直，侧面应在同一平面上，不得扭曲错位。 

5.3.3 墙体喷筑作业前，应对水电管线、开关盒、配电箱等安装进行验收，并检验浆料的初

凝时间。浆料的初凝时间不小于 60min。 

5.3.4 墙体喷筑作业宜分次喷涂： 

首先进行基层挂浆，然后喷至规定厚度，以 C 型龙骨为找平点，用 2m 尺杆及木搓板找

平。墙体喷筑完成后，要及时清理场地。 

5.3.5 面层施工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面层施工应在墙体喷筑材料终凝后进行，面层抹灰石膏的抹面厚度宜为 3~5mm，同时将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压入。铺贴遇有搭接时，必须满足横向 100mm、纵向 80mm 的搭接长度要

求。 

5.3.6  破坏部位修补。因工序穿插，操作失误或使用不当致抹灰系统出现破损的应按下列

程序进行修补： 

1）用刀具刮除破损处，浆破损部位四周约 100mm宽度范围的涂料和面层抹灰砂浆磨掉。

不得伤及网布，不得损坏底层砂浆。 

2）在修补部位四周贴不干胶纸带，以防止污染。 

3）用面层抹灰石膏补齐破损部位的底层抹面石膏，用湿毛刷清理不整齐的边缘，并喷

水湿润。用面层抹灰石膏抹面，将纤维网布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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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喷筑墙体工程质量验收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 及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的相关规定。 

6.1.2 喷筑墙体的主要材料和配套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要求。材料或产品进场

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产品出厂检验报告、有效期内的系统型式检验报告等，并应按表 

6.1.2 的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表 6.1.2  喷筑墙体主要组成材料复检项目 

 材料名称 复检项目 抽样数量  判定方法 

龙骨 轻钢龙骨 外观、尺寸、镀锌层厚度  同一厂家、同一规格每 

5000m 为一批，不足 

5000m 按一批抽样 

复验项目均应符合本规程第 3章

的有关规定，即判为合格。如两

次抽检均合格，抽查数量按原来

的批次的双倍进行抽取。抽查其

中任何一项不合格时，应从原批

次中双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重

检，如两组样品均合格，则判定

为合格；如仍有一组不合格，则

判定该批次不合格 

不锈钢龙骨 
外观、尺寸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 体积密度、抗压强度、导

热系数 

相同材料，工艺 和施工条

件的喷筑墙体工程，应以每

1000m
2
为一个检验批次.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 单位面积质量、断裂强度  同一批次至少抽样 1 次 

6.1.3  喷筑墙体工程质量验收时，提供并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喷筑墙体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2)喷筑墙体主要材料出厂合格证，性能复检报告，及现场验收记录； 

3)喷筑墙体分项工程施工记录，隐蔽检查记录； 

6.1.4 喷筑墙体工程应对下列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 

1)喷筑墙体中龙骨安装验收记录； 

2)喷筑墙体中预埋（含管线、开关盒、预埋件等）。 

6.1.5 喷筑墙体工程质量验收按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的要求填写验收记录。 

6.1.6 喷筑墙体验收的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品种的喷筑墙体工程每 50 间应划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50 间也应划为一个检验

批，大面积房间和走廊按喷筑墙体面积每 30m
2
为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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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 10%，但不得少于 3间，不足 3 间时应全数检查。 

6.1.7  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 

2)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及质量检查记录。 

6.2 主控项目 

6.2.1 喷筑墙体的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有隔声、

隔热、耐火极限等特殊要求的工程，材料应有相应性能等级的检测报告。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产品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性能检验报告和复检报告等

证明文件。  

6.2.2 喷筑墙体内轻钢龙骨骨架所用材料、尺寸及位置等应符合设计要求。龙骨骨架

沿地、沿顶及边框龙骨应与基体结构连接牢固。 

检验方法：手扳检查；尺量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2.3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应在施工中制作同条件养护试样，应检测其干密度和抗压强

度。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的同条件养护试样应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核查试验报告。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样制作同条件养护试块 1组 

6.2.4  骨架隔墙中龙骨间距和构造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骨架内设备管线的安装、门

窗洞口等部位加强龙骨的安装应牢固、位置正确。填充材料的品种、厚度及设置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2.5 喷筑墙体上安装所需预埋件、连接件的位置、规格、数量和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

求。喷筑墙体与建筑结构结合牢固、稳定、连接方法应符合本规程。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手扳、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2.6 喷筑墙体面层所用的耐碱玻璃纤维网布及面层抹灰石膏等品种及性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产品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性能检验报告和复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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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般项目 

6.3.1 喷筑墙体应垂直、平整、位置正确，转角应规正，不应有裂纹、裂缝。 

     检查方法：观察、手摸检查、尺量检查。 

6.3.2 喷筑墙体上预留开关盒、预埋件等应位置准确。 

检查方法：观察。 

6.3.3 喷筑墙体施工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3.3 的规定和《建筑装饰工程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10 的要求。 

表 6.3.3 喷筑墙体施工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墙体轴线位移 3 用经纬仪或拉线和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3 用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立面垂直度 3 用 2m 垂直检查尺检查 

阴阳角方正 3 用方尺及塞尺检查 

6.3.4 当喷筑墙体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经返工重做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经部分返修后，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工程，可按本规程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3)经返工重做，重新验收仍不满足的工程，不得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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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喷筑墙体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A.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先由施工单位进行自检，按表 A.0.1填写相关内容，监

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附录 A.1  喷筑墙体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   施工许可证   

序

号 
项      目 内    容 

1 现场质量管理制度   

2 质量责任制   

3 主要专业工种人员操作上岗证书   

4 施工图审查情况   

5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审批   

6 施工技术标准   

7 工程质量检验制度   

8 现场材料、设备管理   

9 其他项目   

结 

 

 

 

 

 

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签章）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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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检查批质量验收记录 

B.1  检查批质量验收记录应由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按表 B.0.1填写，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进行验收。 

B.1  检查批质量验收记录 

单位（子单

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

部）工程名

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检验项目 
设计要求及 

规范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轻钢龙骨材质及其与主体结构

的连接 
满足本规程要求 /   

2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性能 
性能满足本规程第

3.2.4 条款要求  

章要求 

/   

3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等辅助材料 
性能满足规程第

3.3.2 条款要求 

章要求 

/   

4 
预埋件、连接件的位置、规

格、数量和连接方法材料性能 
满足设计要求 /   

   /   

一

般

项

目 

1 墙体轴线位移 ±3    

2 表面平整度 3    

3 立面垂直度 3    

4 墙体厚度 ±3    

5      

6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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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C.1  分项工程验收记录核查应由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

经理和有关设计人员进行验收，并按表 C.1记录。 

C.1  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

人 
  

项目技术

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负责人 
  

分包项目

经理 
  

序

号 
检验批部位、区段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1       

2       

3       

4       

5       

6       

7       

8       

9       

检  

查  

结  

论 项目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检  

查  

结  

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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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混合相磷石膏浆料性能指标试验方法 

D.1 当进行混合相磷石膏浆料的试验时，试样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D.1.1 应将混合相磷石膏与聚苯颗粒提前放入标准养护环境 24h 以上，且应根据产品使用说

明 书中的水料比混合搅拌制备拌合物浆料。 

D.1.2 采用卧式搅拌机，且搅拌机主轴转速宜为（45±5）r/min。搅拌时，应先加入水，将混

合相磷石膏和聚苯颗粒均匀地撒入水中，静置 1min，然后用搅拌机慢速搅拌 2min，暂停搅

拌 2 min，，期间应清理 搅拌机内壁及叶片上的砂浆，再继续搅拌 1min，得到均匀的石膏喷

筑浆料。 

D.1.3 应将制备的喷筑浆料一次性注满 100mm*100mm*100mm 钢质有底三联试模，用捣棒

均匀地由外向内按螺旋方向轻轻沿模壁插捣数次或用橡皮锤轻轻敲击试模四周至插捣棒留

下的空洞消失，高出部分的浆料应沿试模顶面削去抹平。应成型 2 个 3 联试模，6 块试件。

导热系数试块尺寸应为 300mm*300mm*30mm，并应在同一组料是取样制作 2 块。 

D.1.4 试件应在成型 24h 后脱模。脱模后的试件置于试验室条件下养护至第 14 天，然后在

温度调至（40±2）℃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量（24h 质量减少不大于 1g 即为恒量）。干

燥后的试件在试验室条件下冷却至室温，再进行体积密度、抗压强度、导热系数的测定。 

D.2 体积密度的测定  

将 D.1.4 制备好的 6 块试件，用游标卡尺测量试件体积 V，在精度为 0.01g 的电子天平

上称量试件自然状态下的质量 G，保留 5 位有效数字。 

试件的体积密度按式（D-1）计算，试验结果取 6 个试件检测值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1kg/m3 

ρ=G/V     （D-1） 

式中 ρ——试件的体积密度，单位 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G——试件烘干后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V——试件的体积，单位 为立方米（m3）。 

D.3 抗压强度 

检验体积密度后的 6 块试件，按 GB/T5486 第 6 章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的测定，试验

结果取 4 个中间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抗压强度值。 

D.4 导热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防护热板法》

GB/T10294 的规定进行试验，测试平均温度为（25±2）℃，温差为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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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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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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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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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是一种以轻钢龙骨为墙体骨架，以混合相磷石膏胶

凝材料复配聚苯颗粒、添加剂等为喷筑浆料，采用机械喷涂施工方式形成的墙体。编制单位

对这种新型喷筑墙体墙体的材料物理力学性能和耐久性，墙板的抗弯、抗冲击性和吊挂力性

能，以及隔声和耐火性等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聚

苯颗粒-添加剂组合而成的喷筑墙体具有强度高、抗冲击性好、吊挂力大、隔声效果好、耐

久性和耐火性好等显著优点，各项指标均超过了现行国家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墙体材料应

用统一技术规范》GB50574和《建筑墙体用轻质条板》JG/T 169的规定，还兼有墙体厚度小、

整体性好、施工方便、便于水电线管埋设等特点。 

在房屋建筑中推广应用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可有效解决非承重墙体内隔

墙传统砌块自重大、强度低、施工效率低以及装配式大板价格高昂、条板板缝开裂等问

题。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中的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以工业副产石膏为原料，

有效利用工业废渣，具有极大的环保和经济效益，符合我国环保和固废综合利用的发展趋

势和诉求。目前，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的应用技术尚无完整的标准依据，为规

范该产品在工程中的应用，指导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等，确保工程质量，有必要编制

应用技术规程。 

本规程是在试验研究、工程试点的基础上，参考有关技术标准和相关政策，并经广泛征

求意见后制定的。 

1.0.2 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自重小、整体性好，周边通过连接件与房屋的梁、

柱、墙等结构构件可靠连接，具有很好的抗震性能，适用于抗震地区。在工程应用中其设计、

施工和质量验收等也应同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喷筑墙体适用于新建、改建、扩

建和既有建筑改造的一般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的非承重内墙。严禁在潮湿环境、长期浸水或

化学侵蚀的环境及部位使用。 

1.0.3 与本规程密切相关、应配套使用的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主要有《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16、《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0 等。 

2  术 语 

2.0.3 磷石膏是以磷矿石为原料，湿法制取磷酸时所得的，主要成分为二水硫酸钙

（CaSO4·2H2O）工业副产品。从不同的热力学角度来说，石膏及其脱水产物均是 CaSO4-H2O

系统中的一个相，在特定的条件下同处于 CaSO4-H2O 的平衡系统中。磷石膏在不同的温度

下煅烧，会形成不同脱水相，主要β半水硫酸钙( β-CaSO4·1/2H2O)、Ⅲ型无水硫酸钙、Ⅱ

型无水硫酸钙（Ⅱ-CaSO4）及未脱水的二水硫酸钙等。其中Ⅲ型无水硫酸钙也称为可溶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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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膏，遇空气中的水汽即可转化为半水石膏；Ⅱ型无水硫酸钙（Ⅱ-CaSO4）也称为难溶性

无水石膏，具有潜在水化活性，水化生成二水石膏的速度缓慢，但后期强度高。本规程所涉

及的混合相磷石膏是将二水磷石膏经一定温度煅烧形成的以β半水硫酸钙(β-CaSO4·1/2H2O) 

为主要成分，含有一定量Ⅱ型无水硫酸钙（Ⅱ-CaSO4）等物相组成的混合相，可适量添加外

加剂改性得到的石膏胶凝材料。 

3  材料及墙体性能 

3.1 轻钢龙骨 

3.1.1 喷筑墙体采用的冷弯薄壁型钢及配件是由规格和技术性能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的成品钢材产品加工而成。本条规定了喷筑墙体龙骨体系各部位采用的型钢规格和型

号，供设计选用。 

后喷塑冷弯薄壁龙骨构件是指将规定厚度的建筑用钢钢板经冷弯成型后，按照需方计划

的构件计划表加工后，在进行喷塑处理。在有条件情况下，宜选用后喷塑冷弯薄壁龙骨。 

索氏体不锈钢龙骨耐腐蚀、抗拉屈服强度不小于 600MPa，屈服强度高于热镀锌龙骨，

因此，在等强度下，通过验算，不锈钢厚度可以适当减小。 

3.2 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 

3.2.1 石膏喷筑浆料所用的石膏采用以工业副产石膏（磷石膏）经一定温度煅烧形成的以β

半水硫酸钙( β-CaSO4·1/2H2O) 为主要成分，含有一定量Ⅱ型无水硫酸钙（Ⅱ-CaSO4）等

物相组成的混合相,可适量添加外加剂改性得到的磷石膏胶凝材料。由于混合相磷石膏中有

一定量的Ⅱ型无水石膏相存在，其水化速度比半水石膏慢，因此混合相石膏的早期强度低，

因此不适合用《建筑石膏》标准进行 2小时强度与干强度检测。但混合相石膏后期强度与耐

水性能优于纯β型半水石膏，且施工用水量低，更适合做喷筑浆料，因此其力学性能规定为

加水成型后放置 7 天，进行烘干，再按 GB/T17669.3《建筑石膏力学性能的测定》标准测

绝干强度。混合相磷石膏放射性核素限量按 GB 6566《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标准进行。  

3.2.2 石膏喷筑浆料中添加聚苯颗粒可减轻墙体自重，并可提高保温性能。可利用废弃聚苯

材料经机械破碎成聚苯颗粒，或采用新发聚苯颗粒。聚苯颗粒粒径不宜过大，防止在使用过

程中造成堵管或收面困难。 

3.2.4 本条对墙体喷筑浆料性能做出规定，石膏喷筑浆料体积密度、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按附录 D进行。  

墙体喷筑浆料应用于隔墙，需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热工计算，并应符合室内防火放射性

核素限量等要求，因此对墙体喷筑浆料导热系数、燃烧性能等级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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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配套材料 

3.3.1~3.3.3 喷筑墙体硬化后其墙面可作不超过 5mm的薄抹灰层，室内墙面可用面层抹灰

石膏，墙面抹灰层加入耐碱玻璃纤维网布。参照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墙面配套材

料的性能指标作了规定。 

3.4 喷筑墙体性能指标 

3.4.1 石膏喷筑浆料硬化后的体积密度小于 1000kg/m
3
，为方便工程设计和施工应用，本规

程考虑薄壁型钢及双侧抹面层共 10mm 等重量增加的影响，对不同厚度的喷筑墙体面密度进

行了规定。 

3.4.2 喷筑墙体非龙骨处的吊挂力≥1000N。试验方法按《建筑墙体用轻质条板》JG/T169的

规定进行。 

3.4.3 按照国家标准《建筑隔声评价标准》GB/T50121 和《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量 第

3 部分：建筑构件空气隔声的实验室测量》GBT19889.3 规定进行的空气隔声试验结果表明，

厚度为 100mm轻钢龙骨-石膏喷筑墙体的计权隔声量为 40dB，隔声性能分级评定为 5级，达

到并超过了《建筑墙体用轻质条板》JG/T 169规定的 120mm墙板的空气隔声量应不小于 40dB

的要求。厚度为 150mm轻钢龙骨-混合相磷石膏喷筑墙体的计权隔声量为 48dB，隔声性能分

级评定为 6 级，达到并超过了《建筑墙体用轻质条板》JG/T 169 规定的 150mm 墙板的空气

隔声量应不小于 45dB 的要求。 

石膏具有优良的耐火性能， 150mm 厚的墙体规定其耐火极限不小于 4 小时，可用于防

火墙使用。 

4  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4.1.2 喷筑墙体应满足使用部位和使用功能（防火、隔声、保温、抗震、防水、防渗

和铺管线等）的要求，本节规定了设计时应考虑的因素和设计内容。 

4.2 喷筑墙体设计与构造要求 

4.2.1  喷筑墙体厚度较小，为保证其在水平荷载和偶然侧向撞击下的稳定性，规定了不同

高度喷筑墙体的厚度，当墙体的长度较大时为防止产生收缩裂缝，还应采取加强防裂措

施。这里所指工程设计单位主要是喷筑墙体的深化设计单位，可以是总包单位、总承包施

工单位、专业分包单位，也可以是工程设计单位。深化设计单位应根据工程总体设计要

求，结合本规程规定和现场实际，对喷筑墙体进行深化设计，包括墙体布置、厚度、轻钢

龙骨选型、轻钢龙骨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式、预埋件、预埋管线等，应将设计成果报工程

设计单位审查，并对设计成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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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根据《建筑轻质条板墙体技术规程》JGJ/T157 的规定列出了分室、分户和有安静要

求房间墙体的隔声指标要求，结合喷筑墙体隔声性能的试验结果，当墙的厚度符合本条规

定时， 其隔声性能均能满足相应要求，可不进行隔声检验。  

4.2.3～4.2.6 喷筑墙体中的预埋管线、配电箱、控制柜以及需要吊挂重物的位置，以及需

要采取防锈、防腐处理措施的部位，应在龙骨骨架安装完成、喷筑墙体浆料前进行，喷筑

墙体体施工单位必须在水电管线预埋后并隐蔽检查完，水管线按设计要求试压完成，方可

进入喷筑作业。由于轻型墙体承受吊挂的能力不仅与其自身力学性能有关，而且与吊挂的

位置有关，在工程中经常出现吊挂位置不对或吊挂物较重，造成质量问题。因此必须对吊

点位置作出规定并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  

4.2.7 本条文规定了面层抹灰的材质及要求。 

4.3 喷筑墙体轻钢龙骨体系构造及节点 

4.3.1～4.3.2 喷筑墙体轻钢龙骨体系的组成及与梁、板、墙、柱等主体结构构件的连接是

保证墙体整体性的重要构造措施，本条文规定了纵、横龙骨的布置和连接要求，以及与

梁、板、墙、柱连接的具体作法。  

4.3.3 试验结果和试点工程的实践表明，喷筑墙体的破坏大多是从门、窗洞口开始的，

门、窗扇附近的墙体承受荷载的重复作用容易发生破坏，必须对门、窗及其它附着物的洞

口采取加强措施。  

4.3.4 部分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中设有顶端为自由端的墙体，本条文对喷筑墙体用此类墙

体的构造及加固方法作了规定，以提高墙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4.3.5 本条根据试点工程的经验规定了“十”字形、“T”形或“L”形喷筑墙体相交的常

用做法和连接方式，以方便喷筑墙体的施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如采用其它连接方式应

由业主和设计单位协商确定。 

5 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要求施工单位按本规程要求编制喷筑墙体体墙体分项工程施工技术文件，提交墙体

龙骨、门、窗洞口等设计图纸，施工组织方案。编制好喷筑墙体施工技术文件是保证喷筑墙

体施工质量的有效措施。 

5.1.3  要求喷筑墙体施工企业实行文明施工、安全施工，并对喷筑墙体体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环保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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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工准备 

5.2.1  喷筑浆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喷筑墙体的质量，必须确保浆料符合要求方可进场。 

5.2.3  本条规定了墙体喷筑机械喷筑前应进行的准备工作，定时的机械检查可有效减少因

设备故障造成的材料浪费，误工等不利因素。开机前应检查每个机械的运行状态，确保可以

正常运转。喷涂顺序和路线的确定影响着整个喷涂过程。如其选择合理，不仅操作便利，而

且可减少管道的拖移工作量，减少对已完成工程的损伤和污染。 

5.3 喷筑墙体施工 

5.3.4~5.3.5 砂浆稠度是砂浆流动性的主要指标，是保证可泵性和后期施工性的重要因素，

过大或过小都会导致泵送效率低下，甚至无法泵送。喷筑墙体喷涂应分层进行，第一层，模

板挂浆，严禁过厚，以免因为浆料太厚、受力不均匀导致浆料坠落，对墙面施工速度造成影

响；第二层喷涂宜在上一层浆料凝结后进行；分层进行喷涂，不宜一次成墙。根据工程实践

经验，人工持枪喷涂时，喷枪手的持枪姿势以侧身为宜，右手持枪在前，左手持枪在后，两

腿分开，以便于左右往复喷浆，并保持喷枪与作业面之间的夹角。宜采用左右或上下“S”

形喷涂线路，能够方便人工移动喷枪，保证作业面从容不迫、有条不紊；采用机械辅助装置

喷涂时，有利于机械装置上下升降喷涂作业。 

6  质量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3~4  喷筑墙体工程的隐蔽工程施工质量检验批是此分项工程质量验收的重要部分。本

条规定了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在喷筑墙体体施工过程中，水电专业安装单位承担水电管线预

埋敷设、配电箱、控制柜等安装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加强验收和归档验收记录。 

6.2 主控项目 

6.2.3 机械喷涂工艺只要控制好砂浆的质量和性能，连接件的牢固，施工将会非常顺利，为

了控制施工质量，本条文规定了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应在施工中制作同条件养护试样，应

检测其、干密度和抗压强度。混合相磷石膏喷筑浆料的同条件养护试样应见证取样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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