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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9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协字〔2019〕12号）文件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

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8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材料、设计与构造、

施工、成品保护和验收。

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建筑与市政工程产品应用分会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北京金科复合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解释单位（地址：北京市昌

平区回龙观镇龙泽苑综合楼 1 号楼 2 层，邮政编码：102200）。

主编单位： 北京金科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 中国兵器工业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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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防爆地面能满足建筑功能和使用要求，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

保护环境、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中易燃易爆场所的地面、楼地面以及防腐、洁净、重载及翻新地

面。

1.0.3 防爆地面设计、施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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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爆地面 explosion-proof floor

在易燃、易爆场所，为防止爆炸，在地面施工中采取措施，使地面具备能够抑制爆炸

点燃源的地面。

2.0.2 爆炸点燃源 The ignition source of the explosion

一般指地面、踢脚、墙面可以引起燃烧、爆炸的火花。

2.0.5 燃烧等级A级 Combustion grade A1

材料按GB 8624-2012《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检验，燃烧性能达到A（A1）级。

2.0.6 持久稳定 Durable and stable performance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波动、衰减的功能。

2.0.7 防爆墙面 Explosion-proof walls

具备能够抑制爆炸点燃源的墙面，通常配合防爆措施一起使用。

2.0.8 防爆踢脚 Explosion-proof skirting

具备能够抑制爆炸点燃源的踢脚，通常配合防爆措施一起使用。

2.0.10 耐磨性 Abrasive resistance

材料的耐磨损性能，也称耐磨耗性。用磨耗量或耐磨指数表示。

2.0.11 抗冲击性 Impact resistance

可直接反映、评价或判断一种材料（或者产品）的抵抗冲击的能力（脆性、韧性程度）。

2.0.12 金属骨料 Metal aggregate

由金属经过特殊处理，得到的新型骨料。

2.0.13 金属复合骨料 Metal composite aggregate

由金属骨料与矿物骨料通过特殊处理，复合而成的新型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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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防爆地面的施工方法可分为干撒骨料式和自流平式。

3.0.2 防爆地面根据危险物品对点火能的敏感度不同可分为下列 3 级：

1 一级敏感区域表面电阻为 5×104Ω-1×106Ω，代号为 F1；

2 二级敏感区域表面电阻为 1×105Ω-1×108Ω，代号为 F2；

3 三级敏感区域表面电阻为 1×106Ω-1×109Ω，代号为 F3。

3.0.3 防爆地面应具备耐磨、抗冲击性能。

3.0.4 防爆地面在使用时，应同时搭配防爆墙面、防爆踢脚。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及踢脚

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1 导（防）静电；

2 摩擦不发火花、撞击不发火花；

3 燃烧等级 A1 级；

4 性能持久稳定，使用期限内不波动不衰减；

5 洁净、环保。

3.0.5 有防腐要求的场所，在选用防爆地面时，应在易产生腐蚀源的部位采取防腐蚀措施。

当使用环境对地面有防爆及防腐要求时，应优先考虑防爆要求。

3.0.6 常用防爆地面的选择应根据实际工程需求，使用年限及荷载进行，且应符合表 3.0.6

的规定。

表 3.0.6 易燃易爆物质场所防爆地面防护等级对应表

地 面防 爆等

级

静电阻值（Ω） 计 算 能 量 分 级

（级）

复 检 周 期

（月）

F1 5×10
4~1×10

6 EⅠ 6

F2 1×10
5~1×10

8 EⅡ 6

F3 1×106~1×109 EⅢ 6

注：F1/F2/F3 导（防）静电性能应定期复检，复检不合格应停止区域作业，应复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3.0.7 特殊燃烧爆炸品工程的防爆地面选择应符合表 3.0.7 的规定。

表 3.0.7 特殊燃烧爆炸品工程的防爆地面防护等级对应表

地面防爆等

级

规范危险等级 备注

F1 A 应以存放物品对



5

最小点火能敏感

度所引发燃烧爆

炸危害性设计防

爆地面。

F1 B

F1、F2 C1

F2、F3 C2

F3 D,E,F

注：相关防护等级要求参加相对应规范。

3.0.8 石油化工“SH”工程的防爆地面选择应符合表 3.0.8 的规定。

表 3.0.8 石油化工“SH”工程防爆地面防护等级对应表

地面防爆等级 规范危险等级

F1 甲 A

F1,F2 甲 B

F2,F3 乙 A

F2,F3 乙 B

注：相关防护等级要求详见附录 A。

3.0.9 使用金属或金属复合骨料做面层材料时，可不必设置静电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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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1 防爆地面材料不得含有燃烧等级 A 级以下的材料。

4.1.2 防爆地面使用的胶凝材料以水泥为主，且不得使用高分子材料。

4.1.3 防爆地面选用的骨料应为硬质材料且具备导（防）静电不发火的性能。地面材料中

若使用金属骨料占比不得低于 60%。

4.1.4 防爆地面选用金属骨料时，堆积密度应为 0.8 T/m³～4.0 T/m³。

4.1.5 选用金属及金属复合骨料时，骨料应具备永不生锈、轻质多孔、比表面积大的性能。

4.1.6 导电材料不应选用易挥发、易团聚、耐磨性差及对电子设备正常安全运行及对人体

健康带来危害的材料。

4.1.7 防爆地面使用的材料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且应具有下列质量证明文

件：

1 产品质量合格证、型式检测报告和出厂检验报告；

2 产品使用说明书；

3 专有技术文件或企业技术标准；

4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5 企业营业执照相关资质；

6 材料使用的工程案例表。

4.2 材料配比

4.2.1 施工方式为干撒骨料式防爆地面的基本材料配比应符合表4.2.1的规定。

表 4.2.1 干撒骨料式防爆地面的基本材料配比

项 目 指 标

骨料含量 ≥60%

硅酸盐水泥含量 ＜37%

颜料 ＜3%

外加剂 ＜1%

含泥量 ＜0.5%

4.2.2 施工方式为自流平式防爆地面的基本材料配比应符合表4.2.2的规定。

表 4.2.2 地流平式防爆地面的基本材料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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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指 标

骨料含量 ≥60%

胶凝材料含量 ＜34

颜料 ＜3%

外加剂 ＜3%

含泥量 ＜0.5%

4.2.3 防爆墙面的基本材料配比应符合表4.2.3的规定。

表 4.2.3 防爆墙面的基本材料配比

项 目 指 标

骨料含量 ≥60%

胶凝材料含量（硅酸盐水泥） ＜37

颜料 ＜3%

外加剂 ＜1%

含泥量 ＜0.5%

4.2.4 踢脚的基本材料配比应符合表4.2.4的规定。

表 4.2.4 防爆踢脚的基本材料配比

项 目 指 标

骨料含量 ≥60%

胶凝材料含量（硅酸盐水泥） ＜37

颜料 ＜3%

外加剂 ＜1%

含泥量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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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与构造

5.1 一般规定

5.1.1 防爆地面应根据使用功能，环境条件、地面结构、材料性能、施工工艺和工程特点、

使用寿命进行系统设计。

5.1.2 底层地面构造层应铺设防水层和防潮层，且应符合设计要求。

5.1.3 基层混凝土厚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建筑

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 混凝土材料质量的相关规定。

5.1.4 防爆地面材料用量不应少于 5kg/㎡，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2mm。

5.1.5 防爆地面、防爆踢脚及防爆墙面的设计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2 性能设计

5.2.1 干撒骨料式防爆地面不同类别的成品性能应分别符合表5.2.1-1~5.2.1-3的规定。

5.2.1-1 F1类防爆地面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导（防）静电 表面电阻5×10
4
Ω～1×10

6
Ω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磨性（齿轮法） ＜0.015g/cm
2

耐油性 油渗＜3mm，油泡三年强度无变化

抗压强度（28d） ≥90MPa

抗折强度（28d） ≥16MPa

抗拉强度（28d） ≥3.8MPa

抗冲击强度（28d） ≥18MPa

莫氏硬度 ≥8

耐高温 ＜+200℃

抗冻性 ≥-40℃

氡浓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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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F2类防爆地面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导（防）静电 表面电阻1×10
5
Ω～1×10

8
Ω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磨性（齿轮法） ＜0.025g/cm
2

耐油性 油渗＜3mm，油泡三年强度无变化

抗压强度（28d） ≥85MPa

抗折强度（28d） ≥15MPa

抗拉强度（28d） ≥3MPa

抗冲击强度（28d） ≥16MPa

莫氏硬度 ≥6

耐高温 ＜+200℃

抗冻性 ≥-40℃

氡浓度 ≤25

5.2.1-3 F3类防爆地面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导（防）静电 表面电阻1×106Ω～1×109Ω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磨性（齿轮法） ＜0.065g/cm
2

耐油性 油渗＜3mm，油泡三年强度无变化

抗压强度（28d） ≥60MPa

抗折强度（28d） ≥9MPa

抗拉强度（28d） ≥1.5MPa

抗冲击强度（28d） ≥9MPa

莫氏硬度 ≥5

耐高温 ＜+200℃

抗冻性 ≥-40℃

氡浓度 ≤25

5.2.2 自流平式防爆地面成品性能应符合表5.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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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自流平式防爆地面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导（防）静电 表面电阻5×10
4
Ω～1×10

9
Ω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抗压强度（28d） ≥35MPa

流动度
初始 ≥140mm

30min ≥135mm

5.2.3 防爆墙面不同类别的成品性能应符合表5.2.3-1和5.2.3-2的规定。

表5.2.3-1 1类防爆墙面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导（防）静电
表面电阻5×10

4
Ω～1×10

6
Ω

对地电阻≤10
10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磨性（齿轮法） ＜0.015g/cm
2

耐油性 油渗＜3mm，油泡三年强度无变化

抗压强度（28d） ≥85MPa

抗折强度（28d） ≥16MPa

抗拉强度（28d） ≥3.8MPa

抗冲击强度（28d） ≥18MPa

耐高温 ＜+200℃

抗冻性 ≥-40℃

氡浓度 ≤25

表5.2.3-2 2类防爆墙面成品性能要求

导（防）静电
表面电阻1×106Ω～1×109Ω

对地电阻≤10
10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磨性（齿轮法） ＜0.025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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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油性 油渗＜3mm，油泡三年强度无变化

抗压强度（28d） ≥55MPa

抗折强度（28d） ≥11MPa

抗拉强度（28d） ≥3MPa

抗冲击强度（28d） ≥13MPa

耐高温 ＜+200℃

抗冻性 ≥-40℃

氡浓度 ≤25

5.2.4 防爆踢脚不同类别成品性能应符合表5.2.4-1和5.2.3-2的规定。

5.2.4-1 1类防爆踢脚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防静电 表面电阻5×104Ω～1×106Ω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高温 ≥+180℃

抗冻性 ≥-35℃

氡浓度 ≤25

5.2.4-2 2类防爆踢脚成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防静电 表面电阻1×10
6
Ω～1×10

9
Ω

不发火花 摩擦、撞击不产生火花

燃烧等级A级
不燃性试验

ΔT≤30℃

Δm≤50%

t1=0s（无持续燃烧）

燃烧热值试验 PCS≤2.0MJ/kg

耐高温 ≥+180℃

抗冻性 ≥-35℃

氡浓度 ≤25

5.3 设计选用

5.3.1 防爆地面的地面工程设计选用应符合表 5.3.1 的规定

表 5.3.1 防爆地面的地面工程设计选用表

地面荷载

（kN/㎡）

面层材料重

量（kg/㎡）

材料层设计厚

度（mm）

混凝土厚度

（mm）

地基承载

值

（kPa）

防爆地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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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 2-3

≥40 ≥80 F1、F2、F3
7 3-5

＜50

5 2-3

≥150
≥80 F1、F2、F3

7 3-5

10 5-7

10 7-9

＜80

5 2-3

≥150 ≥100 F1、F2、F3
7 3-5

10 5-7

10 7-9

5.3.2 防爆楼面的地面工程设计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表 5.3.2 防爆楼面的地面工程设计选用表

面层材料重量（kg/㎡） 材料层设计厚度（mm） 混凝土厚度（mm） 防爆地面类型

5 2~3
≥40 F1、F2、F3

7 3~5

5.3.3 重载防爆地面的地面工程设计应符合表 5.3.3 的规定

表 5.3.3 重载防爆地面的地面工程设计选用表

地面荷载

(kN/㎡)

面层材料重量

(kg/㎡)

材料层设计厚度

（mm）

混凝土整体厚

度（mm）

地基承载

值

(kpa)

防爆地面

类型

＜80

5 2~3

≥180 ≥100

F1、F2

7 3~5 F1、F2

10 5~7 F1、F2

10 7~9 F1、F2

＜150

5 2~3

≥250 ≥170

F1、F2

7 3~5 F1、F2

10 5~7 F1、F2

10 7~9 F1、F2

＜200

5 2~3

≥250 ≥220

F1

7 3~5 F1

10 5~7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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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7~9 F1

＜300

7 3~5

≥300 ≥320 F110 5~7

10 7~9

＜500
10 5~7

≥350 ≥520 F1
10 7~9

＜

700-1200
10 7~9 ≥400 720-1220 F1

5.3.4 防爆自流平的地面工程设计应符合表 5.3.4 的规定。

表 5.3.4 防爆自流平地面工程设计选用表

地面荷载(kN/㎡) 防爆地面材料层设计厚度（mm）

≤20 2-3

≤50
3-5

5-8

5.3.5 防爆踢脚工程设计应符合表 5.3.5 的规定

表 5.3.5 防爆踢脚工程设计选用表

防爆踢脚材料层设计厚度（mm） 踢脚材料重量（kg/㎡） 高度（mm）

7-8 8-10 120-150

5.3.6 防爆墙面设计应符合表 5.2.5 的规定

表 5.3.6 防爆墙面工程设计选用表

防爆墙面材料层设计厚度（mm） 防爆墙面材料重量（kg/

㎡）

适用场所

7-8 8-10 存在较空气轻的易燃易爆

物质的厂房、库房

5.4 构造

5.4.1 防爆地面系统应由基层混凝土、防水层、面层混凝土、防爆面层构成（图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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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混凝土；2—防水层；3—面层混凝土；4—防爆面层

图 5.4.1 水泥基防爆地面系统构造示意图

5.4.2 防爆楼面系统应由现浇混凝土楼板、面层混凝土、防爆面层构成（图 5.3.2）

1—现浇混凝土楼板；2—面层混凝土；3—防爆面层

图 5.3.2 水泥基防爆楼面系统构造示意图

5.4.3 自流平式防爆地面系统应由基层混凝土、防爆自流平地面面层构成（图 5.4.3）

1—混凝土基层；2—防爆自流平地面面层

图 5.4.3 水泥基防爆自流平地面系统构造示意图

5.4.4 防爆踢脚系统应由混凝土、墙面基层、防爆踢脚面层构成（图 5.4.4）。



15

1—混凝土；2—墙面基层；3—防爆踢脚层

图 5.4.4 水泥基防爆踢脚系统构造示意图

5.4.5 防爆墙面系统应由混凝土、墙面基层、防爆墙面面层构成（图 5.4.5）

图 5.4.5 水泥基防爆墙面系统构造示意图

1—混凝土；2—墙面基层；3—防爆墙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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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一般规定

6.1.1 防爆地面工程施工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规定对基层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面层施工。

6.1.2 面层施工前应进行基层检查、验收、编制施工方案，经相关单位审定并进行技术交

底后方可按方案组织施工。

6.1.3 不同型号、不同规格的防爆面层材料不应混合使用，不应外掺其他材料。

6.1.4 防爆面层施工材料用量和面层厚度应符合第 5.1.4 条的规定，水泥基防爆自流平施

工用量不得小于 5.5Kg/m
2
，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2mm。

6.1.5 防爆踢脚施工时，不得用石灰砂浆打底，踢脚线宜在防爆面层施工完后成进行。

6.1.6 防爆墙面施工时，应在找平砂浆的基础上，加挂玻璃纤维网格布，方可进行防爆墙

面的施工。

6.2 施工条件

6.2.1 防爆面层施工环境温度和地表温度宜为 10℃~35℃，环境温度不得低于 5℃。

6.2.2 防爆地面、防爆踢脚、防爆墙面等系统工程施工应采用专用机具。

6.2.3 防爆自流平材料的配制、搅拌和可操作时间应按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

6.3 施工工艺

6.3.1 施工前的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面基层杂物清理干净，影响面层厚度的凸出部位应剔除平整，铺设防爆面层前 1d

浇水湿润，基层表面不得积水。

2 面层混凝土施工前，须测量出地面面层标高，并在四周墙面标出标高线。

3 面层混凝土施工前，应在已湿润的基层上刷素水泥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17

4 面层内有钢筯网片时，应按设计要求先进行钢筯网片的绑扎。

5 有地漏的地面，应按设计要求在地漏四周做出泛水坡度。

6.3.2 防爆地面施工工艺应符合图 6.3.2 的规定：

图 6.3.2 防爆地面施工工艺流程图

6.3.3 防爆地面施工工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层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最薄处不应低于 40mm，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应

去除泌水，进行提浆、找平；

2 防爆面层材料的施工应参考 120℃/h 为维度计算混凝土的初凝时间；

3 防爆面层材料应根据设计要求，将防爆地面材料分二次或三次撒布在初凝阶段的混

凝土表面，撒布后应用 3 米靠尺对撒布的材料进行纵横各一次整平。待机械压实后再进行

第二次及第三次防爆地面材料的撒布，机械压实应纵横交错进行，确保防爆地面面层材料

与混凝土形成一个致密坚固的整体。防爆地面材料撒布顺序及材料用量应符合表 6.3.3 的

规定；

4 先对边角处辅以人工修饰，大面积区域采用机械镘抹后再进行收光，抹压时要用力

稍大，抹平收光应以不留抹纹为止，收光必须控制在混凝土终凝前完成；

5 收光后 24h 之内加以覆膜并浇水养护，常温条件下连续养护时间不少于 7d，养护期

间应封闭，严禁上人；

6 施工完成后 48h 内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切割缝施工，切割缝应进行清洁处理并使用聚

苯泡沫棒塞缝，上部以弹性密封胶密封。

表 6.3.3 防爆地面材料撒布顺序及材料用量表

设计厚度（mm） 材料重量（kg） 材料撒布顺序

2-3 5 底料——面料

3-5 7 底料——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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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0 底料——中料——面料

7-9 10 底料——中料——面料

6.3.4 水泥基防爆自流平施工工艺（图 6.3.4）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层处理时，基层不平整宜用打磨机打磨处理，再用吸尘器吸尘及用水冲洗，若有

油污可用化学法清洗除污。基层表面不得有蜂窝、孔洞、缝隙等缺陷，若有时，应进行修

补。最后做到表面彻底清洁、平整、无明水；

2 涂刷界面剂时，在基层表面相互垂直的方向上各涂刷一遍界面剂，涂刷应均匀无遗

漏。第一遍界面剂涂刷表干后，再涂刷第二遍，最后表面做到无积液，干燥后方可进行防

爆自流平施工；

3 浆料制备时，将精确称量好的拌和用水，倒入干净的搅抖桶内。开动电动搅拌器，

徐徐加入已精确称量的水泥基防爆自流平材料，持续搅拌 3min，搅拌至均匀无结块为止。

然后静置 2min，使自流平材料充分湿润熟化，排除气泡，再次搅抖 2-3min，使浆料成为均

匀的糊状；

4 浆料摊铺时，将搅拌好的自流平浆料倒在施工面上，须将搅拌桶内的浆料一次性倒

尽，用自流平专用镘刀辅助浆料均匀展开，浆料摊平后用自流平消泡滚筒，帮助浆料流动

并清除所产生的气泡，施工时操作人员必须穿钉鞋作业；

5 施工完成的防爆自流平地面，在自然条件下养护在 24h 后可以上人行走，在自流平

地面未达到强度前严禁堆积重物。

图 6.3.4 水泥基防爆自流平施工工艺流程图

6.3.5 防爆踢脚施工工艺（图 6.3.5）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爆踢脚应在地面面层完成后施工。底层和面层砂浆宜分两次抹成，抹底层砂浆前

清理基层，洒水湿润，量出踢脚线标高，拉通线确定底灰厚度，抹 1：2.5 水泥砂浆，刮板

刮平，搓毛，洒水养护；

2 抹面层砂浆须在底层砂浆硬化后，拉线粘贴尺杆，抹 1：2水泥防爆踢脚砂浆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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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刮板紧贴尺杆垂直地面刮平，用铁抹压光。阴阳角、踢脚线上口，用角抹子溜直压光，

防爆踢脚的出墙厚度宜为 7mm~8mm。

图 6.3.5 防爆踢脚施工工艺流程图

6.3.6 防爆墙面施工工艺（图 6.3.6）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将已经过验收的墙体表面尘土、污垢、油渍清除干净，检查基体表面的平整度，剔

除所有墙体表面砼凸出部分，对蜂窝、麻面、露筋处用预制水泥砂浆补平；

2 施工前 1d 对墙面洒水润湿，如遇风干天气，抹灰时墙面仍干燥不湿，应在施工前再

洒水湿润一次；

3 将掺有建筑胶的预制水泥砂浆，用铁抹均匀刮于墙面，做到均匀平整，不露基层，

随即进行玻璃纤维网格布铺贴；

4 将裁剪好的玻璃纤维网络布拉紧、张贴于底层砂浆上，用铁抹刮压进底层砂浆，网

络布应做到平直均匀，宽窄一致，不应褶皱；

5 抹面层砂浆须在底层砂浆硬化后，拉线粘贴尺杆，抹防爆墙面砂浆面层，用铁抹压

光；

6 面层施工完成后，12h 后进行喷水养护，保护表面湿润，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3d。

图 6.3.6 防爆墙面施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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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品保护

7.1 一般规定

7.1.1 防爆地面施工完成后，应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养护，养护完成后方可使用。

7.1.2 防爆地面工程施工完毕后，必须设专人负责成品保护工作，对养护区域或部位列出

清单和警示。

7.1.3 防爆地面验收之前，各工种的高凳架子、台钳等工具不宜再进入场地。当确实需要

时，应采取防污染或防止损坏地面的措施。操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必须穿软底鞋，并确认已

做好成品保护工作后，方可进场。

7.1.4 责任相关方应加强成品保护教育，质量技术交底应有成品保护的具体措施。

7.2 防爆地面的成品保护

7.2.1 防爆地面施工完成后，24h 加以覆膜并浇水养护，常温条件下连续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7d，养护期间应封闭，严禁上人。

7.2.2 养护期间不得用重物冲击地面，后续施工时应保护成品面层不被破坏。

7.2.3 后续施工时防爆面层要加以保护，应在面层施工完毕 5d~7d，方可在面上进行操作及

安装，并应铺设模版等保护材料。

7.2.4 后续施工中，当需上脚手架等施工工具时，必须安装滑轮且不得直接把架体放在面层

上进行拉拽，防止划伤防爆面层。

7.3 防爆踢脚及墙面的成品保护

7.3.1 严禁一切污染物污染防爆墙面及踢脚。

7.3.2 刮白涂料时墙面不得雨淋、水泡，其它工种施工时不得碰撞墙面及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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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 收

8.1 一般规定

8.1.1 工程完工后应由当地的消防、安监等监管机构根据设计图纸、设计变更图纸及相应

的规范、法规、管理条例中的要求进行验收。应满足规范、设计图纸及相关文件的技术要

求，必须提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按本规程的规定进行检测，并出具的合格的检测报告。

8.1.2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验收时应提供材料进场时的抽样复检合格报告和地

面工程完工后抽样检测或现场检测的合格报告。每份报告必须同时体现导（防）静电、不

发火花两项合格数据。

8.1.3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材料进场抽样复检时，所有抽取样品检测的合格率

必须达到 100%，所抽取的样品中如存在不合格情况，无论多大比例一律判定为不合格。

8.1.4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完工后，现场检测方法参见第 8.4 条。

8.1.5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工程验收时应提供复检报告，复检项目应按表 8.1.5

的规定执行。

表 8.1.5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工程复检项目表

产品类型 检测项目 组批 取样数量 检测方法

防爆地面

防静电性能

不发火性能

耐磨性

25 吨 25Kg 《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

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

范》SJ/T 10694，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9

（防静电不发火地面）标

准

防爆踢脚 10 吨 25Kg

防爆墙面 15 吨 25Kg

8.2 主控项目

8.2.1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工程验收主控项目应符合表 8.2.1 中的规定

表 8.2.1 主控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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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厚度偏差 防静电性能 不发火性能

干撒骨料式防爆

地面

---

符合设计要求（100%

合格，不存在盲点）

《建筑地面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9，

合格率 100%

自流平式防爆地

面 ≤20%

防爆踢脚

防爆墙面

8.3 一般项目

8.3.1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工程验收一般项目应符合表 8.3.1 中的规定

表 8.3.1 一般项目表

项

目

外观 检测方法 平

整

度

检 测 方

法

伸缩缝 检测方法

防

爆

地

面

表面平整、密实、色泽

均匀、无露石、无起壳、

无明显裂纹、砂眼和镘

刀纹等缺陷

距表面 1 米处垂

直观察，80%的表

面为肉眼可见的

差异

≤

3mm

用 2m 靠

尺和楔

形塞尺

检查

平直、无崩边。

齿纹存在、填

缝应密实饱满

距表面 1 米处垂

直观察，80%的表

面为肉眼可见的

差异

防

爆

自

流

平

表面应平整，不得存在

沙眼、明显接茬痕迹。

无 无

防

爆

踢

脚

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得

存在宽窄不均、厚薄不

匀的情况，颜色均匀。

无 无

防

爆

墙

面

无 无

8.4 验收

8.4.1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工程应在复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现场验收或抽样验收，

且应在符合验收的条件下方可进行。

8.4.2 防爆地面、防爆墙面和防爆踢脚工程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全部合格；

2 主控项目合格率不能达到 100%合格率的情况下，视为验收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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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项目的应有 80%以上的检验点合格，且不合格点不影响使用；

4 需提供材料进场时的复检报告；

5 需提供材料厂家的资质文件、技术文件、产品合格证；

6 施工方案和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7 隐蔽工程施工质量记录应完整；

8 工程正式投入使用后，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复检，检测项目为导（防）静电、不发火

两项功能。

8.4.3 现场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 3000 ㎡为一检验批次，不足 3000 ㎡的按 3000 平米计；

2 现场随机选取 1 ㎡为单位的区域 5 个，在每个区域内抽取 5 个点位检测。要求每个

检测点位同时检测导（防）静电性能和不发火性能。五个检测区域内的检测点位全部合格，

方可进行下一步的全面检测。全面检测按 50 ㎡为一个检测区域，每个区域的检测点位为 5

个。

8.4.4 随机检测区域内和全面检测过程中的任何检测点位均应全部合格，在检测过程中，

出现点位不合格的情况，无论在何区域，均判定该工程不合格。检测环境及相关要求：

1 防爆地面完工 28 天后方可进行现场检测。

2 检测试样的含水率，应采用湿度检测仪对检测区域内的试样进行检测，含水率不得

大于 8%。

3 检测环境空气的湿度不得大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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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石油化工“SH”工程防爆地面防护等级

B.0.1 石油化工“SH”工程防爆地面防护等级见表 B.0.1。

表 B.0.1 石油化工“SH”工程防爆地面防护等级表

行业 工序和存放物名称举例 防爆等级

闪点小于 28℃的甲类液体

或其他火灾危险性类别为

甲类物质的场所

闪点小于 28℃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或洗涤部位及其泵

房，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工房，二硫化碳粗馏、精馏工段及其

应用工房，青霉素提炼工房，原料药厂的非钠西汀车间的烃化、

回收及电感精馏工段，皂素车间抽提、结晶及过滤工段，农药厂

乐果厂房、敌敌畏合成厂房、磺化法糖精厂房、氯乙醇厂房、环

氧乙烷、环氧丙烷工段， 苯酚厂房的磺化、蒸馏， 焦化厂吡啶

工段，胶片厂片基厂房，汽油加铅室， 甲醇、乙醇、丙酮、丁

酮异丙醇、醋酸乙酯、苯等的合成或精制厂房，集成电路化学淸

洗间等

甲 A

甲 B

乙炔站、氢气站、石油 气体分馏（分离）厂房，氯乙烯厂房,乙

烯聚合厂房，天然气、石油伴生气、 矿井瓦斯、水煤气或焦煤 气

的净化、脱疏厂房压縮机及鼓风机室，液化石油气灌瓶间，丁二

烯及其聚合厂房，醋酸乙烯厂房， 电解水或电解食盐厂房， 环

己酮厂房，乙基苯和苯乙烯厂房，化肥厂的氢、氮气压缩厂房，

半导体材料厂使用氢气的拉晶间、 硅烷热分解室等

甲 A

硝化棉厂房及其使用部位，赛璐珞厂房.黄麟制备厂房及其应用

场所、 三乙基铝厂房，染化厂能自行分解的重氮化合物生产工

序，甲胺厂房，丙稀腈厂房等

甲 A

甲 B

金属钠、钾加工厂房及其应用工序，聚乙烯厂房的一氧二乙基铝

部位，三氯化磷厂房，多晶硅生产的三氯氢硅厂房，五氧化 磷

生产厂房等

甲 A

氯酸钠、氯酸钾生产厂房及其应用工序，过氧化氢、过氧化钠、

过氧化钾 生产厂房等

甲 A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工序，五硫化二磷生产厂房及其应用

工序

洗涤剂生产的石蜡裂解工段，冰醋酸裂解工房

闪点大于或等于 28℃、 小

于 60℃的乙类液体或其他

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乙类物

质的场所

闪点大于等于 28C 但 小于 60℃的油品（如煤 油〉和有机溶

剂的提炼、 回收、洗涤等工序及其泵房，松节油、松香蒸馏厂 房

及其使用工段，醋酸酐精馏厂房，己内酰胺厂房，甲酚厂房，氯

丙醇厂房，樟脑油提取工段，环氧氯丙烷厂房，松针油精制工房，

煤油灌装间等
甲 B

一氧化碳压缩机房及净化室，发生炉煤气或鼓风炉煤气净化工

段，氨气压缩机房,制氧站及灌装间

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工段，高锰酸钾厂房，重铬酸钠、铬酸

钾生产厂房 甲 B

硫磺回收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樟脑、松香提炼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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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的轧坯、切片、 磨球、分球、检验工段

印刷行业生产场所

印油配料、研磨、搅拌、过滤、装桶 甲 A

印刷车间等 乙 A、乙 B

化妆品行业生产场所

配料、研磨、搅拌、过 滤、灌装及其他溶剂挥发处 甲 A

成品包装、储存 乙 A、乙 B

行业 工序和存放物名称举例 防爆等级

易产生易燃爆纤维的场所
如硝化纤维素、乙基纤维索、乙酰纤维素、聚酯纤维素等的

生产和存储 工序，及纺织纤维生产车间
甲 B

易产生静电积粉、易燃爆粉

尘的场所

铝粉、镁粉生产厂房， 金属或非金属制品抛光工段，煤粉、

面粉碾磨工段，活性炭制造及再生厂房，亚麻厂的除尘或过滤器

室

甲 B

锆粉、钍粉等 甲 A

钛粉、铝粉、硫磺粉、聚乙烯、环氧树脂、苯酚、甲醛等 甲 B

石油

属 0 区和

1 区的场

所

流动、过滤、

混 合 、 喷

雾、喷射、

加注等工序

管式炉（含卧式、立式，毫秒炉等各型炉）蒸汽裂

解制乙烯、丙烯装臵，裂解汽油加氢装臵；芳烃抽

提装臵；对二甲苯装臵；对二甲苯二甲酯装臵；环

氧乙烷装臵；石脑油催化重整装臵；制氢装臵；环

已烷装臵；丙烯腈装臵；苯乙烯装臵；碳四抽提丁

二烯装臵；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装臵；甲烷部分

氧化制乙炔装臵；乙烯直接法制乙醛装臵；苯酚丙

酮装臵；乙烯氧化法制氯乙烯装臵；乙烯直接水合

法制乙醇装臵；对苯二甲酸装臵（精对苯二甲酸装

臵）；合成甲醇装臵；乙醛氧化制乙酸（醋酸）装

臵的乙醛储罐、乙醛氧化单元；环氧氯丙烷装臵的

丙烯储罐组和丙烯压缩、氯化、精馏、次氯酸化单

元；羰基合成制丁醇装臵的一氧化碳、氢气、丙烯

储罐组和压缩、合成、蒸馏缩合、丁醛加氢单元；

羰基合成制异辛醇装臵的一氧化碳、氢气、丙烯储

罐组和压缩、合成丁醛、缩合脱水、2-乙基己烯醛

加氢单元；烷基苯装臵的煤油加氢、分子筛脱蜡（正

戊烷，异辛烷，对二甲苯脱附）、正构烷烃（C10～

C13）催化脱氢、单烯烃（C10～C13）与苯用 HF 催

化烷基化和苯、氢、脱附剂、液化石油气，轻质油

等储运单元；双酚 A装臵的原料予制及回收、反应

及脱水、反应物精制单元；MTBE 装臵；二甲醚装

臵；1-4 丁烯二醇装臵等

甲 A

属 2区的

场所

流动、过滤、

混 合 、 喷

雾、喷射、

加注等工序

乙醛氧化制乙酸（醋酸）装臵的乙酸精馏单元和乙

酸、氧气储罐组；乙酸裂解制醋酐装臵；环氧氯丙

烷装臵的中和环化单元、环氧氯丙烷储罐组；羰基

合成制丁醇装臵的蒸馏精制单元和丁醇储罐组；烷

基苯装臵的原料煤油、脱蜡煤油、轻蜡、燃料油储

甲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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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单元；合成洗衣粉装臵的烷基苯与 SO3 磺化单

元；合成洗衣粉装臵的硫磺储运单元；双酚 A装臵

的造粒包装单元等

加油 加气站及其储油

（气）罐部位，易燃油品或

有机溶剂库

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汽油 甲 A

煤油、柴油、有机溶剂、室外储罐区 甲 B

氢气、液化石油气、甲烷、

乙炔等易燃易爆气体生产、

灌装及销售场所

生产、灌装工序 甲 A

敞开或半敞开销售场 所 乙 A、乙 B

油、气输送 管廊 乙 A、乙 B

橡胶制品生产场所及

胶浆溶剂库

炼胶、搅拌、涂胶、压延、

裁断、层布贴合、制品 成型等工

序

丁苯橡胶和丁腈橡胶装臵的

单体、化学品储存、聚合、

单体回收单元；乙丙橡胶、

异

戊橡胶和顺丁橡胶装臵的单

体、催化剂、化学品储存和

配臵、聚合，胶乳储存混合、

凝聚、

甲 单体与溶剂回收单元；氯

丁橡胶装臵的乙炔催化合成

乙烯基乙炔、催化加成或丁

二烯

氯化成氯丁二烯，聚合、胶

乳储存混合、凝聚单元；丁

基橡胶装臵的丙烯乙烯冷

却、聚合

凝聚、溶剂回收单元等

甲 A

胶鞋刷胶、晾布、胶浆溶剂库 甲 B

漆布 等生产使用场所 包括漆布、油布、油纸、 油绸漆布及硝化纤维色片的生产、

使用场所
乙 A、乙 B

行业 工序和存放物名称举例 防爆等级

电解液储存间 电解液存放区域

甲 A电解液配送、间注液间 电解液混合配送过程

化成
电池未完全密封情况下进行化成（满足安全条件的丙类，不

满足安全条件为甲类）

行业 工序和存放物名称举例 防爆等级

白酒厂、食用酒

精厂

≥ 60

度 液态法酿酒车间、酒精蒸馏塔、勾兑车间、灌装车间、酒泵

房；酒精度大于或等于 38 度的白酒库、人工洞白酒库、食用酒

精库，白酒储罐区、食用酒精储罐区、包装车间等

甲 A

≥ 38

度、＜

60度

甲 B

粮食筒仓的工作塔、制酒原料粉碎车间、制曲原料粉碎车间

等
乙 A、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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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厂、白兰地酒厂

白兰地蒸馏车间、白兰地勾兑车间、白兰地酒泵房；白兰地

陈酿库等
甲 A

白兰地灌装车间、葡萄酒灌装车间、葡萄酒酒泵房；葡萄酒

陈酿库、葡萄酒储罐区等
乙 A、乙 B

黄酒厂

采用糟烧白酒、高粱酒等代替酿造用水的发酵车间等 甲 A

粮食筒仓的工作塔、制曲原料粉碎车间、压榨车间、煎酒车

间、灌装车间；储罐区等
乙 A、乙 B

啤酒厂 粮食筒仓的工作塔、大麦清选车间、麦芽粉碎车间等 乙 A、乙 B

其他区域

燃气调压站、乙炔间等 甲 A

氨压缩机房；输送白酒、食用酒精、葡萄酒、白兰地、黄酒

的管道区域地面等
甲 B

行业 工序和存放物名称举例 防爆等级

民爆器材生产、加工、周转

等场所

火药、火雷管、点火引线、 拉火管、电点火貝•、电雷管 等

各生产工序，导火索生产 用的三.味混、筛药、分药等工序；
甲 A

导爆索、导爆管、雷管所 用 TNT、太安、黑索今的筛 选、

分药、输送、制索等工序
甲 A

民爆器材检验、包装、周 转等 甲 B

烟花 爆竹、 大型礼花生

产、库 存场所

原材料中，锆粉、赤磷、爆炸音剂等易燃粉体，苯、乙醚、

丙酮等易燃液体，黑火药、烟火剂、火棉、苦味酸、 三硝基甲

茉等易燃药剂的 混合、粉碎、筛选、造粒、压制、干燥等工序 甲 A

半成品加工，如星体压 药，药球成型，点火发射药 包称虽、

装药，点火引线装 配，及烟花，礼花装配、烘干 等生产工序

成品包装、暂存间、周转 库、库房 乙 A、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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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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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2013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074-2014

《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2007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 年版)》GB 50160-2008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3-2015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2010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GB 50457-2019

《石油化工全厂性仓库及堆场设计规范》GB 50475-2008

《导（防）静电地面设计规范》GB 50515-2010

《酒厂设计防火规范》GB 50694—2011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GB 12158-2006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7440-2008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2018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涂料生产企业安全技术规程》AQ 5204-2008

《电子产品制造与应用系统防静电检测通用规范》SJ/T 1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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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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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4 易燃易爆物质比空气轻的场所，必须选用防爆墙面。

3.0.7 本条明确对应《军工燃烧爆炸品工程设计安全规范》中各工序及区域中对地面防护

的需求。

3.0.9 金属自身为导体，骨料间相互搭接，使地面具备导（防）静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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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一般规定

4.1.3 防爆地面的性能是通过金属骨料实现的，骨料的硬度越大，地面的耐磨性能越好，

地面的使用性能越好，使用年限越长。金属骨料用量低于60%，骨料间不能形成有效的搭接，

地面的防静电性能不能完全展现出来。金属骨料应为多孔隙蜂窝状结构，其结构可以分散

化解冲击力，不产生火花。

4.1.5 金属骨料生锈会产生氧化还原反应，导致导（防）静电，摩擦不发火花，撞击不发

火的性能失效。

4.1.6 常用导电材料以碳基材料为主，碳基材料使用过程中不易分散均匀，防静电性能会

出现盲点，防静电性能不稳定；碳基材料的耐磨性能差，摩擦过后极易产生漂浮的细小颗

粒，漂浮的颗粒落在精密设备上会造成设备失灵、电子产品次品率增加，被人体吸收后无

法代谢，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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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与构造

5.1 一般规定

5.1.1 防爆地面应根据环境条件及温度，对建筑地面的使用需求进行建筑结构设计。

5.1.3 防爆地面面层下的找平层应采用强度等级不小于 C25 的细石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40mm，地面荷载参照《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中第 C.2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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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一般规定

6.1.2 防爆面层、防爆自流平施工技术要求极高，又是新材料应用，必须严格按照施工方

案组织施工。

6.1.3 不同型号、不同规格的防爆面层材料因其具有不同的力学性能，混合使用会导致防

爆面层品质下降，如果外掺其他材料会导致金属骨料不能有效搭接，丧失防爆性能。

6.1.4 本条规定了防爆面层的厚度及对应的面层材料用量，本规程规定的材料用量及面层

厚度是在总结和实践过程中编制的，低于该规定会导致面层收光不均匀，影响地面验收及

使用。

6.1.6 加挂玻璃纤维网格布可以有效增加墙体强度，减少墙体开裂风险。

6.2 施工条件

6.2.1 本条规定了面层施工温度，不仅可以保证面层混凝土正常凝结和硬化的条件，更主

要的是保证了工程质量。

6.2.2 防爆面层施工主要机具有：抹光机、切割机、工业吸尘器等；辅助工具有：靠尺、

馒刀、平底胶鞋等。

防爆自流平施工主要机具有：地面打磨机、工业吸尘器、锯齿馒刀、消泡滚筒、抹子、

钉鞋等。辅助工具有：计量器具、搅拌工具、搅拌桶等。

防爆踢脚、墙面施工主要机具有：方头铁抹子、圆头铁抹子、木抹子、阴角抹子、阳

角抹子等。辅助工具有：托灰板、靠尺、钢筋卡子、靠尺板，托线板、线锤等。

6.3 施工工艺

6.3.1 浇水湿润主要防止基层地面吸水，可有效防止混凝土因水分散发过快而产生地面开

裂。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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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 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等相关规范

要求，本条规定了面层混凝土强度及厚度，可以减少混凝土空鼓、开裂风险。

2 120 除以当前施工环境温度为基础判定混凝土初凝时间。

3 为保证防爆地面质量，防爆地面材料必须严格按照材料用量进行二次或三次撒布，

使骨料之间充分搭接，防爆地面密实度高，抗压耐磨性能优异，防爆性能持久稳定。

4 墙、柱、门等边角区域水分蒸发较快，应先进行人工抹光。

5 防止表面水分快速蒸发而引起地面出现龟裂。

6.3.4 基层处理分别详细的叙述了防爆自流平地面对基层要求，基层处理是十分重要的一

个工序，与工程质量密切相关，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6.3.6

1~2 基层清扫不干净、湿润不够会导致砂浆与基体之间粘结不牢，从而出现空鼓、裂缝

现象。

3~4 采用玻璃纤维布的加强措施能有效控制收缩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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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品保护

7.2 防爆地面的成品保护

7.2.1~7.2.4 成品保护期间，已做好的防爆地面、防爆自流平地面不能堆放垃圾、杂物、

油漆涂料以及施工机具，避免造成沾污，不得用钝器、锐器击打或刻画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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