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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在轻板结构的设计、施工及验收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

术经济政策，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

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至8度地区

的标准设防类和适度设防类，单层和2层轻板结构的设计、施工

及验收。

1.0.3轻板结构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主要符号

2.1 术 语

2.1.1轻板结构 light一weight panel structure

    采用轻质墙板、轻质楼板 (屋面板)作为结构受力构件，现

场装配并可靠连接形成的房屋建筑结构。

2.1.2 轻板 light一weight panel

    以泡沫混凝土、聚苯颗粒混凝土、蒸压加气混凝土或轻骨料

混凝土为基材，配置钢筋、钢丝网、型钢或薄壁型钢等形成的轻

质混凝土预制板。

2.1.3 轻质墙板 light一weight wall panel

    竖向安装，用作墙体的轻板。

2.1.4 轻质楼板(屋面板) light一weight floor/roof panel

    水平安装，用做楼板 (屋面板)的轻板。

2.1.5轻质隔墙板 light一weight partition panel
    除墙板自重外不承受其他竖向荷载的轻质混凝土内隔墙板。

2.2 主 要 符 号

2.2.1材料性能

    Ec— 轻质混凝土弹性模量;

fck、fc— 轻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ftk、五— 轻质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设计值。

2.2.2 作用、作用效应及承载力

    八手一一轻质楼板 (屋面板)弯矩设计值;

    呱— 轻质楼板 (屋面板)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N— 轻质墙板竖向压力设计值;

    Nd— 轻质墙板不考虑高厚比影响的轴心受压承载力设



          计值;

    Q一一轻质楼板 (屋面板)剪力设计值;

    q— 轻质楼板 (屋面板)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Rd— 轻板承载力设计值;

    凡— 轻板作用组合效应设计值;

    V一一轻质墙板剪力设计值;

    讥— 轻质墙板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2.2.3 几何参数

    A。— 轻质墙板轴向受压混凝土截面面积;

    bw— 轻质墙板厚度;

    h。— 轻质墙板截面有效高度。
2.2.4计算系数及其他

    yo— 结构重要性系数;
  玩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为— 轻板受力不均匀调整系数;

    久— 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3 材 料

3.1 轻板用钢材

3.1.1轻板中配置钢筋、钢筋焊接网或冷拔低碳钢丝时，钢筋

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的相关规定，钢筋焊接网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的相关规

定，冷拔低碳钢丝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冷拔低

碳钢丝应用技术规程》JGJ 19的相关规定。

3.1.2 轻板中配制钢丝焊接网时，钢丝直径不应小于2.Zmm ，

网格尺寸不应大于200mmX200mm，并应进行热镀锌处理。

3.1.3 轻板中型钢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相关规定。

3.1.4 轻板中薄壁型钢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相关规定，且壁厚不

宜小于Zmln。

3.1.5 制作薄壁型钢的钢带宜采用热镀锌或热镀铝锌钢带，并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

GB/T2518或 《连续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GB/T

14978规定的结构钢要求。

3.1.6 轻板中型钢防腐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热浸镀锌防腐蚀处理时，应根据所在地区的环境腐

蚀程度确定镀层的镀锌量，热镀锌工艺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2 采用防腐涂料时，应完全覆盖钢材表面和无端部封板的

闭口型材的内侧，闭口型材宜进行端部封口处理，涂层厚度应满

足防腐设计要求。



3.2 轻板用混凝土

3.2.1轻板采用的轻质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

准值确定。泡沫混凝土、聚苯颗粒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系指按标准方法制作和养护的边长为10Omm立方体试件，在

28d或设计规定龄期以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有95%保证率的抗

压强度值，强度等级用字母LWC与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表

示。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标准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蒸压加气混

凝土性能试验方法》GB/Tll969进行确定，强度等级用字母A

与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表示。

3.2.2 泡沫混凝土和聚苯颗粒混凝土用于墙板时，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LWC3;用于楼板 (屋面板)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WCS。蒸压加气混凝土用于墙板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AZ.5;

用于楼板 (屋面板)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A3.5。

3.2.3 泡沫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fck及轴心抗拉强度标准

值ftk应按表3.2.3一1采用;聚苯颗粒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

值 fck及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ftk应按表3.2.3一2采用;蒸压加气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fck及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五k应按表
3.2.3一3采用。

表3.2.3一1 泡沫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N/mmz)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LWC3 LWCS LWC7.5 LWC10 IWC15 LW C20

爪 2.2 4.0 6.0 8.5 12.5 17.0

关k 0.45 0.65 0.90 1.15 1.55 1.90

表3.2.3一2聚苯颗粒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N/二2)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LWC3 LWCS LWC7.5 LWC10 LWC15 LW C20

fck 2.5 4.5 6.5 9.0 13.5 18.0

五k 0.50 0.70 0.95 1.20 1.40 1.95



表3.2.3一3蒸压加气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N/nlnl翌)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AZ.5 A3.5 AS.0 A7.5

fck 1.80 2.40 3.50 5.20

五k 0.16 0.22 0.31 0.47

3.2.4泡沫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fc及轴心抗拉强度设计

值ft应按表3.2.4一1采用;聚苯颗粒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及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五应按表3.2.4一2采用;蒸压加气混凝
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fc及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关应按表
3.2.4一3采用。

表3.2.4一1 泡沫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LWC3 LWCS LWC7.5 LWC10 LWC15 IWC20

fc 1.7 3.0 4.5 6.0 9.0 12.0

五 0.30 0.45 0.65 0.80 1.10 1.35

表3.2.4一2 聚苯颗粒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Z)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LWC3 LWCS LWC7.5 IW C10 LW C15 IWC20

fc 2.0 3.5 5.0 6。5 9.5 12.5

五 0.35 0.50 0。70 0.85 1.15 1.40

表3.2.4一3 蒸压加气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N/mmZ)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AZ.5 A3.5 AS.0 A7.5

fc 1.28 1.71 2.50 3.71

五 0.11 0.15 0.22 0.33

3.2.5 泡沫混凝土及聚苯颗粒混凝土强度等级与干密度之间对

应关系可按表3.2.5一1采用，干密度不宜大于160okg/m3;蒸压

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与气干密度之间对应关系可按表3.2.5一2采

6



用，气干密度不宜大于900kg/m3。

表3.2.5一1泡沫混凝土及聚苯颗粒混凝土强度等级

            对应的干密度(kg/耐)

强度等级

泡沫混凝土

聚苯颗粒

  混凝土

1刃吸召 } 1刃吸万 }1刃吸夕.5 1 1戈/C  10 】 1刃吸二15

800~9(X) {800~10(X) 】10(X)~ 12001 12(X)~ 14001 1400~1600 }16(X)~1800

70() ~90()  1 800~10C0}900~12(X)  1 1200~ 14001 1400~1600

表3.2.5一2 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对应的气干密度 (kg/耐)

强度等级 AZ.5 A3.5 AS.0 A6.0 A7.5

水泥、石灰、砂

  加气混凝土
450~500 500~600 650~750 750~ 850 850~ 1050

水泥、石灰、粉煤灰

    加气混凝土
400~450 450~550 550~ 650 650~ 750 750~950

注:气干密度对应的含水率为8%~10%。

3.2.6 泡沫混凝土及聚苯颗粒混凝土的弹性模量Ec宜按表

3.2.6一1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的弹性模量Ec宜按表3.2.6一2

采用。

    表3.2.6一1

  强度等级

  泡沫混凝土

聚苯颗粒混凝土

泡沫混凝土及聚苯颗粒混凝土弹性模量 (N八刀mZ)

IJWC3

3500

3000

LWCS }IWC7.5}LWCIO}IWC15}LWC20

5000 } 7500 } 9500 1 13000 16500

4500 1 6000 7500 1 10500 } 13500

表3.2.6一2 蒸压加气混凝土弹性模量 (N/mmZ)

强度等级 AZ.5 A3.5 AS.0 A7.5

水泥、石灰、砂加气混凝土 1700 1900 2300 2300

水泥、石灰、粉煤灰加气混凝土 1500 1700 2000 2000

3.2.7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等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JGJ/T 12的相



关规定。

3.2.8轻质混凝土导热系数应根据轻质混凝土类型、密度通过

试验测得，其数值可按表3.2.8采用。

            表3.2.8轻质混凝土导热系数[W/(m·K)]

干密度(kg/m3) 400 500 600 7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泡沫混凝土 0.10 0.12 0.14 0.18 0.21 0.27 0.31 0.37 0.46

蒸压加气混凝土 0。12 0.14 0.16 0.18 0.20

注:1表中泡沫混凝土导热系数为含水率为6%时测定数据，自然状态下可乘以

      1.25进行修正;聚苯颗粒混凝土导热系数可参考泡沫混凝土采用;

    2 表中蒸压加气混凝土导热系数为干燥状态的测定数据，自然状态下导热系

      数可按表中系数增加0.05W/(m·K)进行修正。

3.3 轻 板

3.3.1轻板产品应根据本标准第4.2节模数化要求形成尺寸规

格系列，供设计选用。

3.3.2轻板应满足设计要求的承载力、抗裂及刚度要求，轻板

产品应经过产品检验。

3.3.3 外墙板或屋面板材料抗冻性应根据所处地区的建筑热工

分区确定。夏热冬暖地区不应低于F15，夏热冬冷地区不应低于

F25，寒冷地区不应低于F35，严寒地区不应低于F50。

3.3.4 外墙板和屋面板的软化系数不应小于0.85，楼板和隔墙

板的软化系数不应小于0.80。

3.3.5 墙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通用技

术要求》JG/T 169规定的抗冲击试验和单点吊挂承载力试验要

求，抗冲击试验为3Okg不应小于5次，单点吊挂承载力不应低
于1.okN。

3.4 连 接 材 料

3.4.1 轻板面层及连接用玻璃纤维网布增强材料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耐碱玻璃纤维网布》JC/T841的相关规定。

3.4.2安装轻板的金属连接件宜采用铝合金、不锈钢或耐候钢，

也可采用碳素结构钢或低合金高强结构钢，材料选用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铝合金材料的牌号、状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变形铝

及铝合金化学成分》GB/T 3190的规定，铝合金型材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材》GB/T 5237的规定;

    2 不锈钢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GB/T 20878的规

定;耐候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耐候结构钢》GB/T 4171的

规定;

    3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种类、牌号和质量

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和《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的规定，并应做防腐处理。

3.4.3 当采用低碳钢、低合金高强度钢、不锈钢或耐候钢时，

连接件厚度不宜小于3.Omm;当采用铝合金材料时，连接件厚

度不宜小于4. Omm。

3.4.4轻板连接用焊接材料及螺栓、锚栓、铆钉、自钻自攻螺

钉等紧固件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等的规定。

3.4.5 轻板连接用的胶粘剂材料应满足强度要求和耐久性要求。

拌合后的砂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25181的

规定。

3.4.6 密封防水胶应采用有弹性、耐老化的密封材料，衬垫材料

与密封防水胶应相容，耐老化与使用年限应满足设计要求;硅酮、

聚氨醋、聚硫建筑密封胶应分别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硅酮和改性硅

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聚氨醋建筑密封胶》JC/T 482和 《聚

硫建筑密封胶》JC/T 483的规定。



3.5 其 他 材 料

3.5.1 轻板结构保温隔热材料可采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

(EPS板)、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 (XPS板)、硬质聚氨酷板

(PU板)、岩棉等。保温隔热材料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5.1的规

定，并应满足耐久性要求。

表3.5.1 保温隔热材料性能指标

保温材料 EPS板

XPS板

PU板

岩棉

板 条
不带

表皮
带表皮

表观密度(k9/耐) 18~ 22 22~ 35 20~80 64~ 120 )100

导热系数[W/(m·K)〕 镇0.039(0.032(0.030(0.024(0，040(0.048

水蒸气渗透系数

[飞/(Pa·m·5)〕
簇4.5 镇3.5 镇6.5

压缩强度(MPa) )0.10 )0.20 》0.08

体积吸水率(%) 镇3.0 (1.5 毛3.0 (5.0

注:压缩强度是指相对压缩变形为10%时对应的压缩应力。

3.5.2 当采用有机材料作为轻板的保温隔热材料时，保温隔热

系统整体应有合理的防火构造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相关规定，在特定高温环境下有

害气体挥发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5.3 轻板材料室内装修层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

氨的限量》GB 1 8588和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

的相关规定。



4 建 筑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轻板结构建筑设计应按模数协调的原则实现构配件标准

化、系列化，设备产品定型化，并应按建筑、结构、设备和装修

一体化设计原则进行综合设计。

4.1.2轻板结构建筑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对当地建筑热工
分区的节能设计规定。

4.2 模 数 协 调

4.2.1 轻板结构用于住宅时，模数协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规定，专用体系住宅建筑

或非住宅建筑可以自行选择合适的模数协调方法。

4.2.2结构网格应以模数网格线定位，模数网格线应为基本设

计模数的倍数，宜采用优先参数为6M的模数系列。

4.2.3 装修网格应由内部部件的重复量和大小决定，模数网格线

应为基本设计模数的倍数，宜采用优先参数为3M的模数系列。

4.2.4 轻板模数设计时，宜按模数协调确定墙板中基本板、洞

口板、转角板和调整板等类型板的规格、截面尺寸和公差。

4.2.5 当体系中部分构件难以符合模数化要求时，可在保证主

要构件模数化和标准化的条件下，通过插入非模数化部件调整布

置间距。

4.3 平 面 设 计

4.3.1平面设计应在优先尺寸的基础上运用模数协调实现尺寸

的配合，优先尺寸宜根据建筑设计参数与所选通用性强的建筑部

件尺寸确定。



4.3.2 平面设计应在模数化基础上以单元或房间进行模块化

设计。

4.3.3 楼梯间的平面尺寸不符合模数时，应通过平面尺寸调整

使之组合成为周边模数化的模块。

4.3.4 建筑平面设计应与结构体系相协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面几何形状宜规则，其凹凸变化及长宽比例应满足结

构对质量、刚度均匀的要求，平面刚度中心与质心宜接近或

重合;

空间布局应有利于结构抗侧力墙板的设置;

楼梯间不宜设置在房屋的尽端或转角处。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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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筑构造设计

4.4.1 外墙板和屋面板应采取防裂、防潮和防雨水措施，并应

采取措施保持保温隔热材料干燥。

4.4.2 门窗与墙板之间的缝隙、外墙板之间的缝隙应采取构造

措施满足防水和保温隔热要求。

4.4.3 外墙挑出的阳台、雨棚、空调室外板等构件与外墙交接

处应进行防水及保温隔热处理。

4.4.4 外墙板预留洞口或开槽位置除应有结构补强措施外，尚

应对保温隔热采取局部弥补措施。

4.4.5 屋面保温隔热系统与外墙保温隔热系统应连续、密实衔

接;屋檐挑出构件，外墙和楼板、屋面板连接处，应采取保温措

施。当采用室内吊顶保温隔热屋面系统时，屋面与吊顶之间应采

取通风措施。

4.4.6 外墙、内隔墙、楼面、屋面应满足建筑隔声要求;当轻

板自身不能满足隔声要求时，应采取隔声措施。

4.4.7 当轻板结构有地下室时，地下室外墙不应采用轻板，地

下室防水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轻板结构首层墙体外

侧宜设防水层，当外墙下端低于地面时，墙体外侧应做防护，墙

体表面不应直接埋在土中。



5 结 构 设 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轻板结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结构布置应使结构传力途径简捷、明确;

    2结构平面及立面布置宜规则、连续，墙体宜在结构的两
个主轴方向均匀布置;

    3墙体及墙上门窗洞口宜上、下对齐，偏心布置时应考虑
偏心的不利影响;

    4 楼板及屋面板布置不宜错层;

    5 当轻板结构平面和竖向布置不规则时，应采取专门措施。

5.1.2 单层轻板结构的开间不宜大于6.om，2层轻板结构开间

不宜大于4.Zm，轻板结构的悬挑长度不宜大于2.Om，当超过限

值时应有可靠依据。

5.1.3 单层轻板结构层高不宜大于4.Om，2层轻板结构层高不

宜大于3.6m，当超过此限制时，应有可靠依据。

5.1.4 轻板结构中结构缝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控制结构缝的数量，并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设缝的不

利影响;

    2 轻板结构的收缩缝间距不应大于40m。

5.1.5 轻板结构构件和节点应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并应满

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要求。

5.1.6 轻板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

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确定，住宅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应

为50年。轻板结构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结构重要性系数

不应小于1.0。

5.1.7 轻板结构承载力计算应考虑现场装配受力不均匀影响，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无地震作用组合 为为Sd(Rd (5 .1.7一1)

    2 有地震作用组合为Sd(Rd/玩 (5 .1.7一2)

式中:yo— 结构重要性系数，对于一般轻板结构安全等级取二

            级，取1.饥

      为— 轻板受力不均匀调整系数，取1.2;

      Sd— 作用组合效应设计值，应按本标准第5.2节规定

            计算;

      Rd— 轻板抗力设计值，可按本标准附录A试验确定;

      玩—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0.85。

5.1.8 轻板结构的连接节点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耐久性，

连接节点不应先于所连接的墙板或楼板破坏，并不产生影响结构

受力性能的变形。连接强度不应低于轻板连接作用组合效应值的

1.2倍。

                  5.2 作用及结构分析

5.2.1轻板结构的作用及作用组合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及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SOOn确定。

5.2.2 轻板结构的内力分布可采用弹性理论分析、有限元分析

或试验等方法确定，静力计算也可按下列规定进行:

    1单层房屋:在荷载作用下，墙板按上端不动铰支承于屋

盖、下端嵌固于基础的竖向构件考虑;

    2 两层房屋:在竖向荷载作用下，墙板在每层高度范围内，

可近似地视作两端铰支的竖向构件;在水平荷载作用下，墙板可

视作竖向连续梁;

    3 竖向荷载作用应根据楼板 (屋面板)支承情况考虑墙板

受压偏心的影响。

5.2.3 轻板结构的抗震计算可采用底部剪力法，并应对各个墙
段进行截面抗震承载力验算。地震作用下结构分析时轻板结构的



阻尼比可取0.05。

5.2.4 进行地震剪力分配和截面验算时，轻质墙板的层间等效

侧向刚度应计及高宽比的影响，当高宽比小于1时，可只计算剪

切变形;当高宽比不大于4且不小于1时，应同时计算弯曲和剪

切变形;当高宽比大于4时，等效侧向刚度可取0;墙段宜按门

窗洞口划分，墙板宽度取墙段宽度。

5.2.5 轻板结构在风荷载和多遇地震作用下，楼层内最大弹性

层间位移均不应超过楼层高度的1/1。。。。

5.3 墙 体 设计

5.3.1轻质墙板应进行受压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计算，并应验
算外墙在平面外风荷载作用下的抗裂性能。

5.3.2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轻质墙板的轴向压力应符合下

式规定:

                    yd姚 镇产NfcA。 (5 .3.2)
式中:为— 轻板受力不均匀调整系数，取1.2;

    姚—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轻质墙板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N);

    产N— 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轻质墙板的轴压比限值，
            取0.4;

    fc— 轻质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 Z)，可

          按本标准第3.2.4条取值;

    A。— 轻质墙板轴向受压混凝土截面面积 (如 2)。

5.3.3 轻质墙板受压偏心距不宜超出截面核心范围，考虑墙板

高厚比1。/bw与受压偏心距。影响的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

规定:

                    为N(州d (5 .3.3一1)

                  Nd=fcAc+f忿A飞 (5 .3.3一2)

式中:yd— 轻板受力不均匀调整系数，取1.2;



  N一一轻质墙板竖向压力设计值 (N);

  厂一一轻质墙板受压稳定性系数，按表5.3.3取值;
f’v— 轻质墙板内竖向配置的钢材流昭虽度设计值(N/lllnf);
A，S— 轻质墙板内竖向配置的钢材截面积(mmZ);

从— 轻质墙板不考虑高厚比与偏心距影响的受压承载力

      (N)，可按式 (5 .3.3一2)计算，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A试验确定。

            表5.3.3墙体受压稳定性系数，

1。/bw 镇8 l0 12 l4 l6 l8 20 22 24 26 28 30

e/bw

0 1.000.980.950.920.870.810.750.700.65 0.60 0.560。52

0.05 0.970.910.860.820.760.700.640.590.55 0.51 0.470.44

0.10 0.890.810.750.710.650.590.540.500.46 0.43 0.400.37

0.15 0.790.690.640。600.550.500.450.420.39 0.36 0.340.31

0.17 0。740.650.60 0.560.510.460.420.390.36 0.34 0.310.29

表中1。为墙体的计算高度，底层墙体，1。=1.25H;其余层，10=1.SH。

H对底层墙体为从基础顶面到一层楼盖顶面的高度;对其余层为上、下两

层楼盖顶面之间的高度。

bw为墙体的厚度，不包括外贴保温和外装饰层的厚度。

。为墙体竖向压力偏心距。

5.3.4 轻质墙板当承受由梁传递的集中荷载时，应按下列规定

进行验算:

    1 荷载由梁下局部墙体承担，墙体有效宽度应取2倍墙体

厚度，且不应小于梁的截面宽度;

    2 根据墙体的局部宽度、单块墙体总宽度和墙体的轴心受

压承载力设计值，验算局部受压承载力;

    3 当不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应通过局部加强措施提高局部

受压承载力，或通过加宽局部承压面积，满足承压要求。

5.3.5 地震作用组合时，轻质墙板的剪力设计值V应按下列规

定计算:

    1 一层部位



    设防烈度为8度时:

                        V=1.4Vw (5.3.5一1)

    设防烈度6度、7度时:

                        V=1.ZV场 (5.3.5一2)

    2其他层部位

                        V=1.OVw (5.3.5一3)

式中:V—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轻质墙板截面的剪力设计值
            (N);

    Vw— 考虑地震作用组合的轻质墙板截面的剪力计算值
              (N)。

5.3.6轻质墙板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1永久、短暂设计状况

                    ydV成0.25 fcAc。 (5.3.6一1)

    2 地震设计状况

    剪跨比又大于2.5时:

、V成众(。·20 fcA。。， (5.3.6一2)

剪跨比久不大于2.5时:

  ，，/ 1 ，。，尸 ，

为丫飞福LU·‘“J·八。。’
(5.3.6一3)

剪跨比按下式计算:

      砂
人 = ;二丁丁-

      V“ho
(5.3.6一4)

式中:V— 墙板的剪力设计值(N);

      几— 剪跨比，其中Mc 、Vc应取同一组合的、未调整的

          墙板截面弯矩、剪力计算值，并取墙板上、下端截

          面计算的剪跨比的较大值;

    fc— 轻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N/mmz);
    Ac。— 墙板轻质混凝土有效受剪截面面积(mm“)，不包括

          外贴保温、外装饰层和内嵌保温层厚度，取A。=

              bwho;



      h。— 轻板截面受剪有效高度，即受拉端钢筋(或型钢)合

            力点至受压边缘的距离(mm)。

5.3.7 轻质墙板的剪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1 永久、短暂设计状况

                          ydV镇Vd (5.3.7一1)

    2 地震设计状况

                      为V镇Vd/玩 (5 .3.7一2)

式中:讥— 轻质墙板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本标准附

            录A试验确定。

5.3.8 外墙板在平面外风荷载作用下最大裂缝宽度不宜大

于0.IOmmO

5.4 楼板、屋面板设计

5.4.1轻质楼板、屋面板与墙板的连接宜采用铰接连接，轻质

楼板、屋面板受弯计算时可按两端铰接考虑。

5.4.2轻质楼板、屋面板的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ydM镇Md (5.4.2)

式中:M二一一轻质楼板、屋面板的弯矩设计值(N·mm);

    风— 轻质楼板、屋面板的受弯承载力设计值(N·mm)，

            可按本标准附录A试验确定。

5.4.3轻板楼板、屋面板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ydQ簇q (5.4.3)

式中:Q一一轻板楼板、屋面板的剪力设计值(N);

    q— 轻板楼板、屋面板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N)，可按

          本标准附录A试验确定。

5。4。4轻质楼板、屋面板受弯构件的挠度不宜大于构件计算跨
度的1/3。。，悬臂构件计算跨度应按实际悬臂长度的2倍计算

取用。

5.4.5按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影响计算时，轻

质楼板、屋面板的最大裂缝宽度应小于0.Zmm。当轻板内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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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钢筋析架时，可仅考虑型钢、钢筋析架的受弯刚度计算挠

度;当计算挠度符合本标准第5.4.4条规定时，裂缝宽度限值可
适当放宽，但应小于。.3Inm 。

5.4.6轻质楼板、屋面板使用荷载下挠度和裂缝限值可按本标

准附录B试验进行检验，也可按本标准附录B试验得到满足挠

度和裂缝限值的使用荷载标准值。



6 构 造 规 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轻质墙板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外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150mm，不应小于12omm;

    2 承重内墙板厚度不应小于12omm;

    3 隔墙板厚度不应小于75mm。

6.1.2 承重墙板高度依结构层高确定，计算高厚比不宜大于

30;墙板总宽度依房屋开间、进深确定，并应考虑吊装和运输

要求。

6.1.3 承重墙板内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外墙外侧不应小

于25mm，外墙内侧及内墙不应小于20Inm ;做过专门防腐处理

的钢筋保护层不应小于15mm。

6.1.4轻板结构墙体门窗洞口可采用专门设计的带洞口的大型

墙板;当两侧采用分离的墙板时，上方宜设置过梁，当洞口宽度

大于1.Zm时，洞口两侧宜设置立柱。

6.1.5 轻质楼板、屋面板上应浇筑不小于30mm厚的混凝土叠

合层。叠合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间距不宜大于ZO0mm。

                    6.2 连 接 构 造

6.2.1轻板结构的连接构造应传力明确，并应与计算模型相符。

6.2.2 墙板结构基础宜采用混凝土条形基础或筏板基础，墙板

与基础之间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焊接连接时(图6.2.2一1)，墙板和基础应设预埋

件，通过角钢或槽钢连接件焊接;

    2 当采用专用胶粘剂连接时(图6.2.2一2)，墙板端部应采



用冷弯薄壁槽钢封边，槽钢厚度不应小于3mm，槽钢与基础顶

面应可靠粘结;

图6.2.2一1墙板与基础焊接连接

1一墙板;2一墙板预埋件;

3一连接件;4一基础预埋件

图6.2.2一2墙板与基础胶粘剂连接

  1一墙板;2一胶粘剂填满挤紧;

  3一满铺耐碱玻纤网格布腻子或聚

  合物水泥胶浆抹平;4一薄壁槽钢

3 当采用自攻螺钉连接时(图6.2.2一3)，在墙下基础上应

设通长钢板卡，并通过自攻螺钉和水泥射钉可靠连接;

    图6.2.2一3墙板与基础自攻螺钉连接

1一墙板;2一防潮水泥砂浆填满挤实;3一通长钢板卡;

    4一自攻螺钉;5一墙板找平层;6一水泥射钉

    4 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墙板与基础连接时(图6.2.2一4)，

墙板之间企口内应布置钢筋，并应将钢筋锚人基础内，墙板中间

位置可采用插人墙板内的连接钢管与连接钢板焊接，连接钢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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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采用水泥射钉连接。

(a)墙板接缝位置连接 (b)墙板中间位置连接

图6.2.2一4 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墙板与基础连接

1一蒸压加气混凝土板;2一接缝钢筋;3一水泥砂浆;4一接缝钢筋锚人基础;

5一密封胶;6一水泥砂浆找平层;7一连接钢管;8一水泥射钉;9一连接钢板

6.2.3 墙板之间拼接时，墙板间应预留不大于10mm的拼接

缝，拼接做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焊接连接时(图6.2.3一1)，应在墙板对应部位设预埋件

并沿墙高均匀布置连接件，连接件截面尺寸和间距应通过计算确定，

焊缝可采用间断焊，焊缝构造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于
2 3 2

    图6.2.3一1墙板焊接连接

1一墙板;2一墙板预埋型钢;3一连接件

    2 采用专用胶粘剂粘结时(图6.2.3一2)，在接缝处附加不

小于200mm宽耐碱玻纤网格布增强，并刮腻子或用聚合物水泥

胶浆找平;

    3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之间可采用专用胶粘剂和水泥砂浆



连接(图6.2.3一3)，先用专用胶粘剂将左右板接触面粘结，墙板

对接形成的圆孔企口内竖向布置1根直径不小于10mm的钢筋，
并采用水泥砂浆灌注圆孔企口，墙板内侧缝隙由专用勾缝剂勾

缝，墙板外侧由专用密封胶密封。

仁
工止卫塑斗

              图6.2.3一2墙板胶粘剂连接
1一墙板;2一胶粘剂填满挤紧;3一附加)200Inm 宽耐碱玻纤网格布增强;

          4一满铺玻纤网格布刮腻子或用聚合物水泥胶浆找平

仁
      图6.2.3一3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连接

1一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2一钢筋;3一内侧专用勾缝剂;

  4一水泥砂浆;5一外侧专用密封胶;6一专用胶粘剂

6.2.4 纵横墙之间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焊接连接时(图6.2.4一1)，应在墙板对应部位设预

埋件并沿墙高均匀布置连接件，连接件截面尺寸和间距应通过计

算确定，焊缝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的相关规定;
    2 采用专用胶粘剂粘结时(图6.2.4一2)，胶缝不应大于

10mm，并应在墙外侧和内侧转角接缝处附加不小于200mm 宽

耐碱玻纤网格布增强;

    3 承重墙板纵横墙采用构造柱连接时，构造柱可采用混凝



土(图6.2.4一3)或型钢(图6.2.4一4)。混凝土构造柱纵向钢筋不
应小于4笋10，箍筋不应小于拓@200;型钢可采用薄壁H型钢，

型钢高度不小于墙板厚度的2/3，型钢与墙板预埋件采用间断

焊，型钢空隙内可填充岩棉保温材料。

“日聋{挑巡姻

(a)墙板“U’形连接

        图6.2.4一1

                (b)

纵横墙焊接连接

墙毛三

囚
三“T”形连接

1一墙板;2一墙板预埋型钢;3一连接件;4一墙板预埋板

囚 囚

(a)墙板“L’’形连接 (b)墙板“T”形连接

              图6.2.4一2纵横墙胶粘剂连接

1一墙板;2一胶粘剂填满挤紧;3一附加)200mm宽耐碱玻纤网格布增强;

          4一满铺玻纤网格布刮腻子或用聚合物水泥胶浆找平

      2

黔
(a)墙板“L’’形连接

图6.2.4一3

        (b)墙板“T，，形连接

墙板混凝土构造柱连接

1一墙板;2一混凝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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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压 困

国

(a)墙板“r形连接

国
墙板“T’，形连接

      图6.2.4一4墙板型钢构造柱连接

1一墙板;2一墙板预埋型钢;3一型钢构造柱;4一连接板

6.2.5墙板与楼板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墙应在楼板标高处设置连续布置的混凝土圈梁或型钢

圈梁，圈梁与墙板应可靠连接;

    2 墙板和楼板应在端部设预埋件，通过预埋件之间的连接、

预埋件与圈梁的连接实现墙板、楼板之间的可靠连接;

    3 楼板深人墙体的距离a不应小于墙厚的40%(图6.2.5一1);

(a)外墙 (b)内墙

        图6.2.5一1墙板与楼板连接
1一楼板;2一楼板预埋件;3一墙板;4一墙板预埋件;

        5一连续的圈梁(型钢或混凝土圈梁)



    4 蒸压加气棍凝土墙板与楼板连接处(图 6.2.5一2)，外

墙板可通过现浇混凝土圈梁、企口内竖向连接钢筋、连接钢

管、连接钢板、楼板叠合层，将上、下层墙板及楼板连接在

一起。

(a) 外墙 (b)内墙

          图6.2.5一2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与楼板连接

1一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2一蒸压加气混凝土楼板;3一圈梁;4一企口内钢筋;

        5一连接钢管;6一水泥射钉;7一混凝土叠合层;8一连接钢板

6.2.6 轻板结构应在檐口标高处设置圈梁，圈梁的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圈梁宜连续设在同一水平面上，并形成封闭状，纵横墙

交接处的圈梁应有可靠的连接。

    2 采用混凝土圈梁时:当墙厚bw成16Omm时，圈梁宽度宜

与墙厚相同，当墙厚bw>160mm时，圈梁宽度不宜小于160rTun

与Zbw/3的较大者。圈梁高度不应小于12Omm;圈梁纵向钢筋

不应少于4根，直径不应小于10mm，钢筋搭接长度应按受拉钢

筋考虑，箍筋不应少于拓@300mm。

    3 采用型钢圈梁时:圈梁宽度不宜小于12Omm与bw/2的

较大者;圈梁高度不应小于120mm，型钢壁厚不应小于3mm。

6.2.7 轻板构造柱与圈梁应可靠连接。当构造柱与圈梁均为混

凝土结构时，圈梁内钢筋应通过构造柱并应将混凝土浇筑在一
起;当构造柱与圈梁均为型钢时，应通过焊接或螺栓连接为一



体;当混凝土与型钢混合使用时，应在型钢上钻孔将混凝土结构

中的钢筋穿过，浇筑混凝土时应将构造柱与圈梁相交区域浇筑

密实。



7 施 工

7.1 安 装 准 备

7.1.1 轻板应有专业厂家生产，并应按本标准附录A、附录B

的试验方法给出轻板的承载力和正常使用性能。

7.1.2 轻板结构施工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包括

下列内容:

    1 应根据轻板特点和设计要求确定吊装方案、连接方法、

防水做法、门窗洞口做法、穿墙管线以及吊挂重物的加固构造措

施等;

    2 应根据轻板产品和设计图纸绘制排板图，确定安装顺序;

    3冬期或雨期施工时，应包括相应的防冻、防水等保证

措施。

7.1.3施工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卸、运输过程中轻板面层材料发生碰损时，应在安装

前修补;当轻板损伤影响结构受力时，应先做补强处理;

    2材料进场时，应进行进场验收，供方应提供产品合格证、

质量检验报告、承载力和正常使用性能试验报告;

    3 材料进场后，应按不同种类或规格堆放，不得被其他物
料污染;露天堆放时应有防潮、防雨和防暴晒等措施;

    4 轻质墙板安装前应完成基础施工并验收合格。

7.2 安装与连接

7.2.1墙体宜从一端向另一端顺序安装，当有门窗洞口时，可

从洞口向两侧顺序安装。

7.2.2 轻板起吊宜采用专用吊具，吊装方案应经过设计、验算
或试验检验，起吊时绳索与水平面夹角不宜小于600，不应小



于450。

7.2.3墙板吊装就位后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保证构件稳定，并

应及时校正位置和垂直度。外墙垂直度应以墙板外表面为主进行

校核，墙板接缝位置应以满足墙面平整、相邻表面平顺为目标进

行校核。

7.2.4墙板之间、墙板与基础之间、楼板(屋面板)与墙板之间

的连接应按本标准第6.2节构造要求进行。

7.2.5 当轻板采用专用胶粘剂连接时，应在连接接触面两侧均

匀满刮粘结材料，对接缝隙内填满的粘结材料应密实挤紧，并应

将挤出的粘结材料刮平。

7.2.6 墙板内布置的线管应在墙板生产时预埋，当墙板内安装

管线需要现场开槽时，应经过设计和厂家认可，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应使用专用切割工具在板的单面开槽，并应在管线安装

完成后用不低于C20细石混凝土填补;

    2 竖向槽深不宜大于板厚的1/3，水平向槽深不宜大于板

厚的1/5，水平向槽长不应大于板宽的1/3;

    3 开槽不宜切断配置的竖向钢筋或型钢，当切断钢筋或型

钢时应采取补强措施达到原墙板承载能力。

7.2.7 轻板板面需开洞时，洞口尺寸不宜大于80mmX80mm，

不应大于150rTim x 150mm，且洞宽不应大于板宽的15%。

7.2.8墙面处理和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墙面处理应在门框、窗框、管线及设备安装完毕后进行;

    2对墙面小的破损和孔隙应先用腻子填满刮平，对不带饰

面的毛坯墙应满铺防裂网并刮腻子找平;

    3对有防潮或防渗漏要求的墙体，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墙面

防水处理;

    4 施工过程中及工程验收前，应对墙体采取保护措施，防

止污染或损坏墙体。

7.2.9 门、窗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墙板预制时，门、窗洞口相应位置应根据设计要求安装

预埋件;

    2 门、窗的安装应在墙板安装完毕后进行，安装前应检查

洞口的垂直度、平整度及对角线差值，当不满足要求时应进行

调整。

7.2.10 当轻板自身保温不能满足建筑节能要求时，应按设计要

求在墙板、屋面板安装完成后进行保温系统施工。

7.2.11 屋面板安装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屋面防水层或屋面瓦

施工。



8 验 收

8.1 一 般 规 定

8.1.1轻板结构可作为轻板建筑子分部工程的一个分项工程进

行验收。轻板建筑除了轻板结构分项工程外还包括地基基础、装

饰装修等内容。轻板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等相关标准的

规定。

8.1.2轻板结构分项工程根据材料可划分为轻板、连接材料、

防水材料、保温材料等检验批。

8.1.3轻板结构施工可分为墙板安装、楼板安装、屋面板安装、

板缝连接、保温安装等检验批。

8.1.4 同一批材料制成的相同规格的轻板，每1000件为一个检

验批，不足1000件时亦作一个检验批。

8.1.5 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2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合格;一般项目当采用计

数抽样检验时，合格点率应达到90%及以上，且偏差不应超过

允许值的1.5倍;

    3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检查记录。

8.1.6 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5%，但不得少于3件。

8.1.7 轻板结构工程验收时，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提供文件外，尚应提交下列文

件和记录:

    1 轻板、连接材料、防水材料、保温材料等的质量证明文

件、进场验收记录、抽样复验报告;



2轻板承载力、正常使用性能检验报告;

3 连接材料强度检验报告;

4 轻板安装施工记录文件;

5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文件;
6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7 其他必要文件和记录。

8.2 轻板及材料

1 主 控 项 目

8.2.1 轻板应在明显部位标明生产单位、轻板型号、生产日期

和质量验收合格标志，并应提供出厂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产品合格证书。

8.2.2轻板的结构性能应经过试验检验，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轻板合格证、轻板检验报告。

8.2.3 轻板的预埋件、预留孔洞规格、数量应符合本标准和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对照本标准和设计图纸进行观察。

8.2.4 轻板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当尺寸偏差影响结构性能以及影响安装、使用功能时，不得

使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量测，检查技术方案。

8.2.5 连接材料、防水材料、保温材料应符合本标准和设计

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产品合格证书。



n 一 般 项 目

8.2.6 轻板的外观质量不宜有一般缺陷。外观质量一般缺陷应

按表8.2.6的规定进行外观检查，对已经出现的一般缺陷应按技

术方案进行处理，并应重新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量测，检查技术方案。

表8.2.6 外观质量

  项目

面层脱落

              质量要求

              不应有

长度(500Inln ，0.Ilnln 镇宽度镇0.Znun ，
        每块板不应多于3处

      长、宽均不应大于30mln ，
        每块板不应多于3处

检验方法

  观察

板面裂缝 观测，辅以钢尺测量

缺棱掉角 观测，辅以钢尺测量

8.2.7 轻板外形、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

法应符合表8.2.7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现场抽查5%，且不应少于3件。

表8.2.7 尺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Inm ) 检验方法

轻板外形

板长L 士5 钢尺检查

板宽B 士5 钢尺检查

板厚bw 一3，十5 卡尺检查

对角线偏差 成15 钢尺量测两个对角线

楼板、屋面板侧向弯曲 L/750 靠尺和塞尺检查

墙板侧向弯曲 L八000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埋件
中心线位置 l0 钢尺检查

钢板平整度 5 靠尺和塞尺检查

预留孔洞
中心线位置 l0 钢尺检查

大小尺寸 士5 钢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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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安装及成品

工    主 控 项 目

8.3.1 轻板之间的连接应符合本标准第6.2节的规定和设计

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包括隐蔽工程记录。

8.3.2 当轻板之间采用专用胶粘剂或专用砂浆填充连接时，应

检查填充材料的强度，并应在填充材料达到设计强度要求时安装

上一层结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及填充材料强度，包括隐蔽

工程记录。

                      n 一 般 项 目

8.3.3 墙板安装位置、平整度、垂直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3.3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表8.3.3 墙体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Inm ) 检验方法

l 轴线位移 5 用钢尺量

2 表面平整度 3 用靠尺和塞尺量

3 相邻板高差 3 用靠尺和塞尺量

4 层内垂直度 3 用托线板或吊线，钢尺量

5 门窗洞口尺寸 士5 用钢尺量



附录A 轻板抗力设计值试验确定方法

A.0.1 轻板受弯、轴心受压、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可采用本附录

试验方法确定，试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

标准》GB/T 50152的相关规定。

A.0.2 轻板试件宜采用足尺，试件与试验装置之间的连接、支

承方式应能合理、有效地模拟结构构件的受力状态。墙板轴心受

压试验应采用侧向支撑措施，得到不考虑高厚比与偏心距影响的

轴心受压承载力。

A.0.3对相同型号轻板的同一性能X进行试验测试，有效试件

数量不少于3件，轻板达到承载力极限状态判断准则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的规定，并

应按表A.0.3确定承载力检验系数[yu]。

表A.0.3 承载力检验系数

受力类型 承载力标志 承载力检验系数【y。〕

受弯

弯曲挠度达到跨度的1/5。或悬臂长的1/25 1.20(1.35)

受拉主筋处裂缝宽度达到1.50mm或

        钢筋应变达到0.01
1.20(1.35)

构件受拉主筋断裂 1.60

弯曲受压区混凝土开裂、破碎 1 30(1.50)

轴心受压 受压构件的混凝土受压破碎、压溃 1.60

受剪

墙板斜裂缝宽度达到1.50mm 1.40

斜裂缝端部混凝土剪压破坏 1.40

斜截面斜拉裂缝，混凝土撕裂 1.45

斜截面斜压裂缝，混凝土破碎 1.45

注:采用无明显屈服钢筋为主筋时，取用括号内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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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同型号轻板性能X量测结果考虑承载力检验系数后的统

计特征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Xd，=X‘/「儿] (A.0.4一1)

平均值: m划一告艺禹瓜 (A.0.4一2)

标准差: Sxd=
习几，(Xdf一m剐)2

n一 1
(A.0.4一3)

式中:X‘— 性能X的第1个测量值，X包括受弯、轴心受压、

            受剪承载力等;

    Xd、— 第1个测量值X，考虑承载力检验系数后的数值。

A.0.5 对试验中多次量测系列数据中与其余量测值有明显差异

的可疑数据凡，，可按下式决定取舍:

龙 ;一 m。 }_ ，
一 :长 一 = }象 an

    勺xd }
(A.0.5)

式中:dn— 合理的误差限制，按表A.0.5取值。

表A.0.5 试验值舍弃标准

注:当量测次数n小于5时，能够确定某一量测结果为可疑数据，可以直接将可疑

    数据舍弃;不能确定某一量测结果是否为可疑数据时，则需要增加试验次数。

A.0.6 轻板性能X的抗力设计值Xd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得到:

                      Xd=m划一kss划 (A.0.6)

式中:k，— 分位值为0.05 时的单侧容限系数，按表A.0.6

            取值。

表A.0.6 k，取值



附录B 轻板挠度与裂缝试验检验方法

B.0.1 轻质楼板 (屋面板)、轻质墙板在按本标准附录A得到

抗力设计值后，可采用本附录方法检验轻板的正常使用性能，试

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的规定。

B.0.2 挠度检验应在使用状态试验荷载作用下、持荷结束时量

测挠度值，挠度试验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旦毛[a，〕/0 (B.0.2)

式中:武— 在使用状态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的挠度实测值

              (mm);

    [af]— 构件挠度设计的限值 (Inln )，轻质楼板、屋面板

            应取跨度的1/300;

      0— 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受

          压侧配筋率衬=0时，取。=2.0;衬一p时，取
            1.6;其他情况线性插值。

B.0.3 裂缝宽度检验应在使用状态试验荷载作用下、持荷结束

时量测裂缝宽度，并取量测结果的最大值作为最大裂缝宽度实测

值，构件裂缝宽度试验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毗，二:(〔赐 x] (B.0.3)

式中:诚，Inax— 在使用状态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的最大裂缝

              宽度实测值 (mm);

    [%:〕— 构件最大裂缝宽度检验允许值 (mm)，按表
              B.0.3采用。



表B.0.3构件最大裂缝宽度检验允许值 (tnln )

设计标准限值训im 检验允许值仁切湘万」

0.10 0.07

0.20 0.15

0.3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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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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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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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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轻板结构技术标准》JGJ/T486一2020，经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2020年4月16日以第101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近几年我国轻板结构技术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

法规、技术标准，吸取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轻板结构技术标准》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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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实现节能环保、提高建筑质量水平、

实现建筑业升级换代的有效措施。轻板结构是以轻质墙板和轻质

楼板为构件单元，在现场拼装而成的装配式建筑结构体系。

    轻质墙板和轻质楼板以轻质混凝土为基材，配置钢筋、钢丝

网、型钢或薄壁型钢，在工厂预制而成。钢筋、钢丝、型钢或薄

壁型钢与轻质混凝土能协同工作，发挥两种材料的各自优势，与

钢结构相比可节省钢材，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可减轻结构自

重。轻质混凝土材料还具有较好的热工性能，墙体保温隔热性能

优于普通混凝土和砌体结构，更加节能。工厂预制可实现墙体的

结构、保温、装饰一体化，提高建筑装配化水平，提高建筑

品质。

    楼板、墙体均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工业化程度高，现场

基本不需要模板，节材、节水、节能，减少建筑垃圾，实现了建

筑工业化和绿色施工，符合建筑行业发展需求，近年来在新农村

建设、别墅等项目中大量使用。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规范轻

板结构的材料技术参数，给出设计、施工和验收方法，促进该建

筑结构体系合理应用和健康发展。

1.0.2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轻板结构中的轻质混凝
土强度相对较低，所配置的钢筋直径小，或以配置焊接钢丝网或

薄壁型钢为主，因此不适合建造高层建筑。经过系列结构试验研

究证明，轻板结构用于2层及以下建筑是安全的，且能够满足8

度及以下设防抗震烈度要求;轻板结构在3层一4层建筑中也有

应用，但是，应用相对较少，经验较少。由于轻板结构体系的主

要抗侧力依靠墙体，因此该结构适用于建造住宅、公寓、小开间

公共建筑。轻板也可用于多层和高层建筑中的隔墙、外围护墙和



楼板，其设计、施工和验收可参照本标准。

1.0.3 轻板结构的受力与砌体结构类似，轻板的制作与普通混

凝土构件相近，因此，在轻板结构的设计、施工及验收时，除执

行本标准外，尚应参照砌体结构和普通混凝土结构的相关规范，

另外，轻板的连接技术也在不断完善，也应该符合装配式建筑的

相关标准要求。



2 术语和主要符号

2.1 术 语

    轻板结构是行业内的一种习惯性叫法，虽然 “轻板”中没有

明确轻质混凝土，一般专指轻质混凝土预制的轻板，而轻板结构

就是轻质混凝土预制板装配成的房屋结构。本节所列术语参照了

《墙体材料术语》GB/T 18968一2019。
    轻骨料混凝土是用轻粗骨料、轻细骨料或普通砂、水泥和水

配制成的干表观密度不大于195Okg/耐的混凝土，当用于轻板结

构时，密度一般不大于160Okg/m3。《轻钢轻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 383一2015中给出轻混凝土定义，也就是轻质混凝土的

定义:干密度不大于1600kg/耐的泡沫混凝土或聚苯颗粒混凝
土，轻骨料混凝土、泡沫混凝土或聚苯颗粒混凝土都可用于制造

轻板。蒸压加气混凝土是以水泥、石灰、硅砂为主要原料，以铝

粉为发气剂，经过高温高压蒸汽养护而成的多孔混凝土材料，简

称ALC(或NALC)，密度一般不大于gOOkg/m3。

    轻板按使用部位可分为轻质墙板和轻质楼板 (屋面板)，按

板型可分为轻质大型板和轻质条板。

    轻板可以预制成大型板，见图1;也可以预制成条板，见

图2。蒸压加气混凝土轻板见图3，可以是条板;也可以叠合一

层普通混凝土预制成大板作为楼板或屋面板，见图4。

    轻板也可以在内部或外侧叠合保温材料，或采用其他无机材

料制成轻型板材，原则上满足本标准各项技术要求的轻质板材都

可以用于轻板结构。

    板型分类参考了《墙体材料术语》GB/T 18968一2019，将
墙板分为条板和大型板。



(a)大型板配筋及型钢布置

(b)剖面图

          图1轻质大型板示意

1一轻质混凝土;2一面层混凝土;3一钢筋或钢丝网片;

      4一内置型钢或钢筋析架;5一外包型钢

              图2轻质条板

1一轻质混凝土;2一混凝土面层;3一钢筋或钢丝网片

5O



  (a)墙板 (b)楼板/屋面板

          图3蒸压加气混凝土条板剖面

1一蒸压加气混凝土;2一钢筋网片;3一C形槽口;4一L形槽口

              图4 蒸压加气混凝土叠合楼板剖面

1一蒸压轻质加气混凝土;2一现浇普通混凝土;3一析架钢筋;4一钢筋网片

51



3 材 料

3.1 轻板用钢材

3.1.1轻板结构自重轻，层数少，所承受的荷载较高层建筑小，

所需要的配筋相对较少，轻板结构所采用的轻质混凝土强度比普

通混凝土强度低，为了使得钢筋和轻质混凝土协同工作，故钢筋

的强度也不宜太高。轻板结构的轻板产品来自工厂预制，采用钢

筋焊接网作为轻板配筋应用较多，用冷拔低碳钢丝作为构造配筋

和受力配筋的轻板产品也较多，因此，本条也给出了采用钢筋焊

接网或冷拔低碳钢丝时应满足的标准要求。

3.1.2 目前还没有钢丝焊接网相关标准，但是，有些轻板已经

采用钢丝焊接网，本条给出了采用钢丝焊接网时的要求。

    构造钢丝焊接网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10Omm，搭接长度不

应少于1个网格，且不应小于200mm。钢丝焊接网所用钢丝应

进行热镀锌处理，网片、钢丝表面应光滑整洁，无油污、裂纹、

翘皮、纵向拉痕等缺陷;不得有漏剪、翘伸的钢丝挑头;焊点区

外应无钢丝锈点。

3.1.3、3.1.4 轻板可采用普通型钢或薄壁型钢代替钢筋，与轻
质混凝土共同受力，特别是在轻质楼板中，采用型钢受力的较

多。型钢的材质要求应满足现行相关标准要求，薄壁型钢及普通

型钢的强度设计值，可以查相应的标准。薄壁型钢在轻板中作为

受力用，因此，壁厚不宜小于Zmm。

3.1.5 连续热镀锌钢板及钢带、连续热镀铝锌合金镀层钢板及

钢带具有防腐层，广泛应用在建筑工程中，是用于轻板构件及连

接件的很好的材料，可以根据受力及防腐要求从两项标准中选择

钢板及钢带。

3.1.6 热镀锌是一种有效的防腐处理方法，热镀层镀锌量及镀



铝锌量可参考轻钢龙骨要求和目前国内工程实践经验确定。对于

一般腐蚀性地区，镀层的镀锌量一般不低于1809/mZ或镀铝锌量

一般不低于1009/m，;对于高腐蚀性地区或特殊建筑物，镀层的

镀锌量不低于2759/耐或镀铝锌量不低于1759/mZ。镀层重量和

厚度可以按涂层密度代换，镀锌层7.209/mZ对应厚度1拌m，镀
铝锌层3.769/耐对应厚度1拌m。

3.2 轻板用混凝土

3.2.1 本标准轻质混凝土材料的抗压强度是以边长为100mm

的立方体标养试件的试验结果统计获得，其他设计指标均与抗压

强度指标相关，本条参考了行业标准《轻钢轻混凝土结构技术规

程》JGJ 383一2016中轻质混凝土强度等级试验方法。蒸压加气

混凝土强度参考了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GB/T

11969一2008和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JGJ/T

17一2008中的试验方法。
3.2.2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341一2014中用泡

沫混凝土 FC表示强度等级，从 FCo.5到 FC30，强度从
0.SMPa到30MPa。 《轻钢轻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83-

2016中用轻质混凝土LWC表示泡沫混凝土及聚苯颗粒混凝土强

度等级，强度从LWC3到LWC20，本标准采用LWC表示泡沫

混凝土和聚苯颗粒混凝土强度等级。《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

技术规程》JGJ/T17一2008和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  15762-

2008都采用符号A表示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等级，本标准沿

用A。

    根据不同密度等级轻质混凝土力学试验结果，结合大量结构

构件的试验研究结果，确定轻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LWC3。

试验表明，轻质混凝土尽管强度较低，但仍能够大幅提高结构的

抗侧移能力和耗能能力。采用LWC3以上等级的轻质混凝土制

成的轻板，能起到良好的结构承载作用。根据 《蒸压加气混凝土

砌块》GB 1 1968一2006规定，蒸压加气混凝土强度分为AI.0、



AZ.0、AZ.5、A3.5、AS.0、A7.5、A10七个级别，配筋板材

按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 1 5 762一2008最低取AZ.5。当采用

轻质混凝土只作为保温时，强度和密度可不受此强度限制。

3.2.3、3.2.4本标准第5章将给出轻板结构的设计方法，轻板

构件的承载力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可以通过本标准附录A、

附录B的试验确定，本标准的设计方法推荐此方法。在配筋轻

质混凝土设计理论完善后，根据设计理论，利用混凝土、配筋或

型钢的力学参数进行截面设计，或通过有限元分析进行设计，这

时就需要轻质混凝土材料的各种力学参数，3.2.3条与3.2.4条

给出了这些基础参数。

    力学参数参考了国内试验研究成果，并依据了《轻钢轻混凝

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83一2016、《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341一2014和 《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JGJ/

T 17一2008的相关数据。轻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的标准值系

根据标养轻质混凝土棱柱体抗压强度试验结果统计得到，轴心抗

拉强度系根据劈拉试验结果换算得到。轻质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

和轴心抗拉强度的设计值由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分项系数1.4，

并考虑数值取整来确定。

3.2.5 泡沫混凝土和聚苯颗粒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与干密度之间

的关系通过试验确定，取用 《泡沫混凝土》JG/T 266一2011中

的数据，并参考了《轻钢轻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83-

2016中数值。泡沫混凝土按干密度分为16个等级分别对应于

AOI，A02，⋯，A16，干密度分别对应于 IOOkg/m3，20Okg/

m3，⋯，16。。kg/耐。干密度较低时，泡沫混凝土可只用作保温

材料，用于受力时本标准表3.2.5一1干密度从sookg/m3开始考

虑。在考虑轻板的自重时，应考虑使用过程中吸水，按材料的实

际密度取值，而不是按干密度取值。

    蒸压加气混凝土根据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GB 1 1 968-

2006规定按干密度分为B03、BO4、BOS、B06、BO7、BOS六个

级别，按强度分为AI.0、AZ.0、AZ.5、A3.5、AS.0、A7.5、



A10七个级别。用于轻板结构时，强度采用 AZ.5、A3.5、

AS.。、A7.5四个级别。表3.2.5一2参考了高连玉、李庆繁编著

的《蒸压加气混凝土建筑制品生产及应用》，其中干密度400kg/

m3、SOOkg/m3、600kg/m3、700kg/m3、sookg/m3分别对应干
密度级别B04、Bos、BO6、Bo7、Bos。

3.2.6 泡沫混凝土和聚苯颗粒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根据试验结果

确定，并参照了《轻钢轻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83一2016

给出。蒸压加气混凝土弹性模量根据试验并参照 《蒸压加气混凝

土建筑应用技术规程》JGJ/T 17一2008给出。

3.2.7 轻骨料混凝土有成熟的设计标准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

技术标准》JGJ 12，目前，轻骨料采用的陶粒需要烧制，由于

环保的原因，陶粒的烧制受到很多限制，价格较高，应用开始

减少。

3.2.8 轻质混凝土导热系数与材料密度相关，不同的试验得到

的导热系数略有不同，不同的资料给出略有不同的参数。

    泡沫混凝土的导热系数根据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341一2014中第3.1.3条确定。聚苯颗粒混凝土导热系数
缺少系统的研究，根据现有的试验结果，与泡沫混凝土导热系数

基本相同，因此，暂时可按泡沫混凝土导热系数取值;当有可靠

试验数据时，可按试验结果取值。蒸压加气混凝土导热系数参考

行业标准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GB 1 5762一2008确定，根据试

验研究，干密度在300kg/m3一800kg/m3时蒸压加气混凝土导热

系数与干密度基本成线性关系，干密度每增加10okg/耐，导热

系数增加约。.02W/(m·K);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也可根据

试验结果确定。另外，根据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一2016，正常使用状态下，蒸压加气混凝土导热系数比干

燥时提高0.o4w/(m·K)一0.OSW/(m·K)。如干密度SOokg/

耐对应的导热系数为0.19W/(m·K)，干密度700kg/m3对应的

导热系数为0.22W/(m·K)，将表3.2.8中干燥状态下数值增

加0.05W/(m·K)统一考虑正常使用状态下导热系数，与《民



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一2016基本一致。

                      3.3 轻 板

    除了对轻板所需要的原材料给出要求外，轻板作为一种产

品，本节给出了轻板的材料要求。

3.3.3轻板外墙材料的抗冻等级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墙体材

料应用统一技术规范》GB 50574确定的。由于轻板采用的混凝

土强度低，混凝土内孔隙多，为了保证轻质墙板或屋面板的耐久

性，故对其抗冻性作出要求。过去常用慢冻法试验，用D表示，

现在常用快冻法试验，用F表示。

3.3.4 轻板外墙材料的软化系数是参考 《混凝土轻质条板》

JG/T 350一2011确定的。由于轻板采用的混凝土强度低，为了
保证轻质墙板或屋面板的耐久性，故对其软化系数作出要求。

3.3.5 抗冲击性能是为了保证轻板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承受可能

存在的冲击，行业标准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通用技术要求》

JG/T 169一2016第7.4.1条给出了确定轻板抗冲击性的试验装

置和试验方法，轻板要在30kg沙袋按要求冲击5次后满足开裂

相应要求。单点吊挂承载力的确定是根据吊装、运输和使用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吊挂要求确定的，行业标准《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

通用技术要求》JG/T 169一2016第7.4.7条给出了确定单点吊

挂承重力的装置和试验方法。

3.4 连 接 材 料

    轻板结构是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连接材料的质量直接影响

结构的整体性能。本节对主要连接件的材质、规格和形式作了规

定。连接材料选材原则是安装快速、便捷，连接可靠、牢固，使

用耐候、耐久。

3.4.2 近年来，不锈钢材料已经在工程结构中大量应用，尤其

是作为连接件，广泛应用在三明治式剪力墙内页板、保温板和外

页板的连接，因此，在轻板结构中可采用不锈钢作为连接件。



3.4.4 轻板连接采用自攻螺钉时，工程标准中还没有明确给出

设计方法和要求，相应的产品标准很多，可以参考，如 《十字槽

盘头自钻自攻螺钉》GB/T 15856.1、《十字槽沉头自钻自攻螺

钉》GB/T巧856.2、《十字槽半沉头自钻自攻螺钉》GB/T
15856.3、《六角法兰面自钻自攻螺钉》GB/T巧856.4和《六角

凸缘自钻自攻螺钉》GB/T 15856.5的规定;自攻螺钉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开槽盘头自攻螺钉》GB/T 5282、《开槽沉头自攻

螺钉》GB/T 5283、《开槽半沉头自攻螺钉》GB/T 5284和 《六

角头自攻螺钉》GB/T 5285的规定。

    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C级》GB/T

5780的规定，其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

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的规定。

    锚栓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机械锚栓》JG/T 16。
的规定。

3.5 其 他 材 料

3.5.1 轻板结构自身有一定的保温功能，见本标准第3.2.8条，

但是，在北方地区还不能满足建筑保温需要，需要与保温材料复

合在一起或在轻板结构上做保温。本条保温材料的性能指标是根

据行业标准《轻型钢结构住宅技术规程》JGJ 209一2010确定的，

可为轻板结构保温设计提供参考。

3.5.2 轻板结构的优点是工厂预制轻板，现场拼装成建筑结构。

保温材料和装饰面层可在工厂与轻板一起预制完成，减少现场的

施工工序。目前，复合保温材料的轻板应用较为广泛。外保温材

料可采用EPS板、XPS板、PU板等有机泡沫塑料材料，但必

须做好防火构造措施，在特定高温环境下有害气体挥发量应满足

国家相关规范要求，产品生产企业应对高温下有害气体的挥发进

行检验和说明。

3.5.3 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底颁布《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

质限量1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GB 18588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是其中与轻

质墙板室内装修层有关的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

制规范》GB 50325是民用建筑工程及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环境

质量验收的检测依据。



4 建 筑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轻板结构是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具有产业化的优势和

特点。因此，轻板结构应采用标准化设计，轻板尺寸应尽量标准

化、模数化。轻板结构的建筑、结构、设备和装修应紧密配合，

综合考虑，实现一体化设计，避免现场随意改动。

4.1.2 轻板结构是一种新的节能建筑体系，建筑设计应进行建

筑节能专项设计，执行我国建筑节能政策。我国地域辽阔，从南

到北气候差异较大，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76分为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

地区和温和地区等五个建筑热工分区，建筑节能指标要求不同，

建筑节能设计应根据当地气候情况满足当地节能指标要求。

4.2 模 数 协 调

4.2.1~4.2.5 模数协调就是设计尺寸协调和生产活动协调，它
既能使设计者的建筑、结构、设备、电气等专业技术文件相互协

调，又能达到设计者、制造者、经销商、建设者和业主等人员之

间的生产活动协调一致，目的就是推动房屋建造的装配化、住宅

产业化。产业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工业化是在标准化基础上进行

的，非标准化的工厂预制会大大降低生产效率。采用模数化设计

就是最大限度地采用通用的建筑构配件和建筑设备，而轻板是最

容易实现标准化设计和标准化生产的，通过模数协调，可以实现

用标准化的板材达到灵活多样的建筑要求，IM(lM=100mm)
模数系列也是建筑中常常采用的模数。建筑设计还应该考虑转角

处的公差配合，做到现场不需要裁板就可以安装，实现转角的顺

利对接。本节旨在引导技术和产品开发以及设计和建造者以工业



化、产业化为方向，实现建筑产品和部件的尺寸协调及安装位置

的模数协调，模数化原则参考了行业标准《轻型钢结构住宅技术

规程》JGJ 209一2010的相关规定。

    轻板结构是在轻板产品基础上进行设计，建筑设计时应根据

轻板产品规格，选用合适的尺寸组合，形成模数化的建筑尺寸。

4.3 平 面 设 计

4.3.1优先尺寸就是从模数数列中事先排选出的模数或扩大模
数尺寸。在选用部件和板型中对通用性强的尺寸关系，指定其中

几种尺寸系列作为优先尺寸，其他部件和板型应与已选的优先尺

寸关联配合。

4.3.2 轻板结构用于住宅时，应以套为单元进行模块化设计。

4.3.4 建筑设计与结构体系相协调，使板型布置既能满足建

筑要求，又能满足结构受力要求，使结构尽量对称布置，避免

不规则布置，这样受力合理、外形美观，且节省材料，更加

经济。

4.4 建筑构造设计

4.4.1~4.4.5 轻板结构在保温隔热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符合

我国建筑节能政策，具有推广价值。外墙和屋面是建筑节能的关

键，墙板和屋面板都应根据建筑保温隔热要求确定相应的热阻

值。除了墙板、屋面板主断面保温隔热满足要求外，窗口、开

洞、开槽、外墙挑出部分都是存在 “热桥”隐患的位置，需要重

点处理，采取相应的措施。

    轻板密度低、孔隙大、易吸水，吸水后不仅影响轻板的耐久

性，而且降低保温性能，应做好轻板的防水处理。特别是各种连

接的接缝位置，都存在渗水隐患，应重点采取措施做好防水

处理。

4.4.6 建筑隔声往往被忽视，常常在交房人住后才发现隔声存

在问题，因此，应重视轻板结构的建筑隔声要求。轻板不如普通



混凝土板隔声性能好，但是比一般轻钢龙骨外加水泥纤维板组成

的墙板要好很多，应根据采用的轻质混凝土物理性质确定隔声参

数，必要的时候进行试验确定轻板的隔声性能。



5 结 构 设 计

5.1 一 般 规 定

5.1.1灾害调查和事故分析表明:结构方案对建筑物的安全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结构方案非常重要，在确定结构布置时

应考虑结构体型适当，传力途径和构件布置能够保证结构的整体

稳固，避免因局部破坏引发结构连续倒塌。

5.1.2 开间是指相邻两个横向定位墙体间的距离。住宅建筑的

开间常采用下列参数:2.lm、2.4m、2.7m、3·Om、3·3m、

3.6m、3.gm、4.Zm。较小的开间尺度，可缩短楼板的空间跨

度，增强住宅结构整体性、稳定性和抗震性，我国大量建造的砖

混住宅，开间一般不超过3.3m。

    目前，轻板结构主要用在农村住宅建设，单层开间尺寸不会

大于6m，2层建筑开间控制在4.Zm，悬挑主要是人户门上的雨

棚，悬挑尺寸一般不会大于2.om，这三个数值的限制可以满足

大部分建筑的要求。

    当突破本条的限制时，应经过试验验证，或者是有充分的理

论依据。

5.1.3 根据试验研究，轻板结构不仅具有一定的竖向承载力，

同时具有一定的抗侧移能力，满足建造多层建筑的要求。考虑到

轻板结构为现场装配式结构，单层和2层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
而2层以上需要积累经验，为确保结构安全，本标准推荐不超过

2层，这个限制也基本适合农村建筑的需要。

    目前，已经有一些轻板结构建筑在经过试验、分析和论证后

层数达到了3层甚至4层，从目前研究情况和工程实例看是可行

的，因此，当有可靠的理论依据、计算分析或试验依据时，建筑

可以突破2层限制。



    单层房屋层高4.Om，2层房屋层高3.6m，基本满足住宅建

筑的空间要求。

    对于平面或竖向不规则的结构，其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宜适

当降低或采取专门措施，体现了对不同情况、不同宽严程度区别

对待。

5.1.4 结构缝主要指轻板结构的收缩缝，应根据结构受力特点

及建筑尺寸、形状、使用功能，合理确定结构缝的位置和构造形

式，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

中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露天建筑的收缩缝距离，实际工程中大部分

是一户一单元，户与户之间自然设缝。

5.1.5 按承载力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

组合，采用荷载设计值和强度设计值进行计算。按正常使用极限

状态设计时，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并考虑长期作用的影响，采用

荷载标准值、组合值和变形限值进行计算。

5.1.6 对于灾后的临时性安置房，虽然使用年限少于50年，考

虑到居住的重要性，结构重要性系数不应小于1.0。

5.1.7 本标准以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以及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为准

则，采用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以分项系数的形式表达。但

是，轻板结构是工厂预制、现场拼装，现场拼装并没有达到装配

整体式混凝土结构那样的整体性，各板块不能完全变形协调一

致，因此，荷载组合时考虑受力不均匀的影响，Yd为轻板受力不
均匀调整系数，暂时取1.2。

    轻板构造复杂、类型繁多，抗力设计值难以用统一的公式表

达，也很难准确计算，因此，本标准规定，轻板的抗力通过轻板

构件试验取得，这也是本标准的特点。不同构造、不同材料的各

种组合形成的轻板，都可以通过试验得到其抗力设计值，作为轻

板产品的基本参数和轻板结构结构设计的基本参数，因此，本标

准可为新型板材的开发提供方便。

    有地震作用主要指墙体，墙体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玩是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on的规定给出的。

该系数是在该规范采用的多遇地震作用取值和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取值的前提下，为了使多遇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各类构件承载力具

有适宜的安全性水准而采取的对抗力项的必要调整措施。

5.1.8 由于轻板结构为预制装配式结构，靠现场连接形成整体，

因此结构的连接节点尤为重要。连接节点包括墙板的拼接节点、

纵横墙的连接节点、上下墙和楼板的连接节点等，应保证连接节

点不先于板材破坏，从而保证结构的整体性。

5.2 作用及结构分析

5.2.1 本条规定了结构设计荷载标准值的确定原则，即根据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轻板结构设计应
考虑恒荷载、活荷载、风荷载、雪荷载和支座不均匀沉降等荷载

作用;地震作用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涉及轻板自重时应考虑轻板正常使用过程中的自

然状态密度而不是干密度。

5.2.2 弹性分析方法是最基本和最成熟的结构分析方法，也是

其他分析方法的基础和特例，它适用于分析一般结构，同样也适

用于轻板结构。结构内力的弹性分析和截面承载力的极限状态设

计相结合，实用上简易可行。试验表明，对于轻板结构的静力计

算，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中刚性

方案原则进行计算是可行的，并偏于安全，本条也给出了刚性方

案计算原则石

    轻板结构整体计算也可以采用现有的结构设计软件PKPM

和YJK进行，只是要选择合理的计算参数值。

5.2.3 轻板结构自重轻，地震作用小，拟静力试验结果表明，

采用底部剪力法计算按满足设防烈度抗震承载力设计的轻板结

构，具有较好的抗震能力和安全储备，并可确保大震不倒。

5.2.4 墙段的高宽比指层高与墙长之比，对门窗洞边的小墙段

指洞净高与洞侧墙宽之比。



5.2.5 对结构楼层层间位移的控制，实际上是对构件截面尺寸、

刚度大小的控制，从而达到保证主体结构基本处于弹性受力状

态，保证轻质墙板及轻板隔墙完好，避免产生明显损伤。抗震设

计是根据抗震设防三个水准的要求，采用二阶段设计方法来实现

的。要求在多遇地震作用下主体结构不受损坏，填充墙及隔墙没

有过重破坏，保证建筑的正常使用功能;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主

体结构遭受破坏或严重破坏但不倒塌。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剪力墙结构弹性层间最大位

移与层高之比为1/1000。轻板结构层数小于或等于2，当位移角

达到1/100。时，裂缝比较少，故要求轻板结构在风荷载和多遇

地震作用下，楼层内最大弹性层间位移均不应超过楼层高度的

1/1000。

5.3 墙 体 设 计

5.3.1轻板结构为装配式建筑结构，墙板密度小，自重轻，墙

体主要受到竖向压力和水平剪力作用，因此，轻质墙板应进行受

压承载力和受剪承载力计算。外墙在平面外风荷载作用下受弯，

可能会引起弯曲裂缝，但是，一般不会起控制作用。

5.3.2 轴压比是影响轻质墙板在地震作用下塑性变形能力的重

要因素，考虑轻质混凝土强度较普通混凝土低，并参考剪力墙墙

肢轴压比限值，将墙体轴压比限值定为0.4是适宜的。

5. 3.3 轻板种类很多，有的内部设钢筋析架，有的设置型钢骨

架，有的配置水平和竖向分布钢筋，有的配置高强钢丝网片，有

的内部还填充轻质材料，因此，采用一种通用的计算公式进行轻

板受压承载力计算非常困难，而且，大部分轻板的承载力是厂家

通过试验得到，综合各方意见，可采用式 (5 .3.3一2)进行轻质

墙板不考虑高厚比与偏心距影响的受压承载力计算，也可以按本

标准附录A的要求试验得到Nd。

    考虑偏心距。/bw影响是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03中考虑偏心距影响的公式计算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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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物为偏心距为0时的稳定性系数，稳定系数取值引用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和 《砌体结构设计

规范》GB 50003。

    偏心距。/bw簇0.17是控制截面偏心受压时截面尚未出现拉

应力，处于全截面受压状态。

5.3.4 轻板结构墙板一般不承受梁的局部压力，只是在门窗洞

口上才有过梁，需要计算梁下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局部受压可参

照砌体结构计算。

5.3.5轻板结构受力是剪力墙结构受力，水平力靠墙板的受剪

来抵抗，因此，应满足 “强剪弱弯”的要求，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对剪力墙抗震分级的规定，8度

时为二级抗震底层取1.4，6、7度时为三级抗震底层取1.2。

5.3.6 本条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剪力墙墙肢截面要求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确定墙板的

厚度。

5.3.7采用式 (5 .3.7)进行轻质墙板的受剪承载力计算时，式

中讥一般应按本标准附录A的要求由试验得到;当有可靠理论

依据时，也可通过设计计算得到。由于轻板构造复杂，理论计算

非常困难，通过试验得到更为简单、可靠。轻质墙板作为一种产

品，产品的性能参数应包括轻质墙板的受剪承载力设计值，供结

构工程师设计时采用。

5.4 楼板、屋面板设计

5.4.1轻板结构的墙体混凝土强度较低，楼板、屋面板和墙板

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故墙体对楼板的约束难以做到嵌固，

且按嵌固设计时对墙体承载受力不利，因此，规定楼板的非连续

边的支撑按简支考虑。



5.4.2、5.4.3楼板、屋面板的受剪承载力一般不会控制设计，

但是，由于是轻质板材，轻质混凝土材料的受剪强度显著降低，

板的受剪承载力也明显降低，因此，增加了受剪承载力验算。采

用式 (5 .4.2)和式 (5 .4.3)进行轻板楼板的受弯和受剪承载力

计算。式中风和q由轻板厂家通过试验得到，试验应满足本标

准附录A的要求;当有可靠理论依据时，也可通过计算得到。

5。4.4构件变形限值主要为了不影响结构使用功能和外观，不

影响构件之间的连接等。轻板作楼板时，由于轻板为多种材料的

复合体，要进行挠度验算是非常困难的。轻板作为一种产品，厂

家应该进行板的弯曲试验，按本标准附录B进行挠度检验，得

到满足挠度要求的使用荷载标准值，供结构工程师选用。

5.4.5轻板作楼板时，由于轻板为多种材料的复合体，要进行

裂缝验算是非常困难的。轻板作为一种产品，厂家应该进行板的

弯曲试验，得到板满足裂缝宽度要求的使用荷载标准值，供结构

工程师选用。对于内置型钢 (钢筋析架)的轻板，混凝土主要起

传递荷载作用，楼板的设计可仅考虑型钢 (钢筋析架)的刚度贡

献，裂缝宽度可放宽到0.3mm。



6 构 造 规 定

6.1 一 般 规 定

6.1.1墙板厚度不包括外贴保温、外装饰层厚度。

6.1.4 过梁可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或钢梁，立柱可采用矩形

钢管和槽钢。钢结构过梁与门窗洞口的立柱可采用螺栓连接或焊

接，钢筋混凝土过梁与门窗洞口的立柱可采用预埋件焊接或螺栓

连接。钢结构过梁的计算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

技术规范》GB 50018和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相关规

定，钢筋混凝土结构过梁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的规定设计。

6.1.5 轻质楼板、屋面板上浇筑不小于30mm厚的混凝土叠合

层，是为了增加楼盖的整体性，保证轻质墙板变形的一致性，保

证本标准第5章中轻板结构的计算模型的正确性。

6.2 连 接 构 造

6.2.1一6.2.7 本节连接构造是根据大量工程实践总结出来的，

主要包括了墙板之间的连接、墙板与楼板 (屋面板)之间的连

接、墙板与基础的连接、屋顶圈梁等。蒸压加气混凝土轻板结构

有一套独立的连接构造，与泡沫混凝土轻板、聚苯颗粒混凝土轻

板做法既能协调一致，成为统一的做法，同时，条文也体现蒸压

加气混凝土轻板结构独立成熟的做法。

    连接采用自攻螺钉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技术规范，自攻螺钉的

数量应根据计算确定，且每个接触面不应少于2个。自攻螺钉应

有不少于3圈螺纹穿过连接构件;相邻自攻螺钉的中心距不应小

于自攻螺钉直径的3倍;自攻螺钉中心到连接件边缘不应小于自

攻螺钉直径的2倍。



    在檐口标高处设置圈梁是为增加房屋的整体刚度，防止由于

地基的不均匀沉降或振动引起轻板与轻板之间的连接破坏，影响

结构整体性。



7 施 工

7.1 安 装 准 备

7.1.1~7.1.3 轻板结构是一种装配式建筑结构，轻板由工厂预

制，运到现场后进行安装，因此，施工准备包括了预制构件的工

厂检验，主要是设计需要的承载力、正常使用性能等，这些参数

是设计的依据，需要随产品一并提供。

    轻板安装的施工方案、排板图、安装顺序等，也是施工前必

须准备好的;轻板进场后的保护、修复、产品进场检验，都是施

工前需要准备好的。

    本标准未包括基础的设计和施工内容，这部分工作应该在轻

板安装前完成施工，并进行验收。

7.2 安装与连接

    本节主要规定了墙板、楼板 (屋面板)的安装与连接要求，

施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轻板结构作为一个建筑结构，建筑还包

括了防水、保温、装修、设备等，本节没有给出详细的规定，需

要根据不同专业要求配合进行。

7.2.6 墙板水平方向开槽会严重破坏墙板的受荷载截面，显著

降低承载力，因此，现场不允许水平方向开槽。如墙板确需沿水

平方向表面开槽，开槽不应切断竖向配筋或型钢，槽深不应大于

板厚的1/5，如果切断了钢筋或型钢，应该将钢筋或型钢通过连

接件焊接补强，并应该把开槽破坏的轻质混凝土用不低于C20

混凝土填补。



8 验 收

8.1 一 般 规 定

8.1.1~8.1.7 按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一2013附录B，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可以作为一个分项工程

进行验收，因此，轻板结构作为轻板建筑的一个分项工程来验

收，对于整个轻板建筑，除了轻板结构外还有基础工程、装修装

饰等分项工程。

8.2 轻板及材料

8.2.1~8.2.7 本节主要规定了轻板结构作为结构的主要材料，

包括轻板、轻板上的预埋件及预留孔洞、连接材料、防水材料等

的验收规定，保温材料可以作为保温分项进行验收。

8.3 安装及成品

8.3.1~8.3.3 本节主要规定了轻板结构安装连接节点的验收要

求，本标准第6.2节给出了详细的构造要求，验收主要检测是否

按构造要求进行安装和连接。当采用专用胶粘剂或专用砂浆连接

时，胶粘剂和专用砂浆的强度是关键，必须进行试验验证。

    安装完成轻板结构的外观主要是通过测量来验收，检查是否

满足安装的允许偏差值。



附录A 轻板抗力设计值试验确定方法

A.0.1~A.0.6本附录给出了依据试验确定构件承载力的方法，

参照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一2008附录

D“试验辅助设计”中的经典统计方法以及国际标准 《General

principles on reliability for structures》150 2394一2015的相关条
文，当性能X服从正态分布时，其设计值凡 可按下列公式

确定:

凡一瓷‘m一‘nk“·’ (2)

式中:mx— 性能X的平均值;

      Sx— 性能X的标准差;

      knk— 标准值单侧容限系数;

      和— 换算系数的设计值，换算系数的评估主要取决于
            试验类型和材料;

      ym— 分项系数，具体数值应根据试验结构的应用领域
            来选定。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一2008未给出系

数和和Tm的取值，结合《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一2012中承载力检验系数〔y。]给出，也就是近似取孕                                      --- 一 ym

=1/[yu〕，这样就可以得到公式:

                Xd=(mx一k、Sx)/[了u] (3)
    考虑到不同试件破坏形式可能不同，采用的[yu〕值也会不

同，就将[yu」的考虑放在了前面，对每个试验数据X，先考虑

[y。]，得到式 (A.0.6)。



附录B 轻板挠度与裂缝试验检验方法

B.0.1~B.0.3 本附录依据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

准》GB/T50152一2012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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