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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是根据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关于发布 2017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京建科促【2017】007号）的要求，由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化学建材工作部会同

有关单位以“公平、透明、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团体标准《透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程》（项目编号 T201704）制定。 

本标准依据《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201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135-2016；《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190-2012 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等相关标准，并在专

家意见和总结以往施工经验编制而成。 

本标准共分为 11章和 5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 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透

水基层铺设、5透水砖地面、6透水水泥混凝土地面、7透水彩色砂浆地面、8透水沥青

混凝土地面、9分部工程质量验收。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 

本标准由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负责起草和归口管理。本标准已在全国标准化信息平

台公示、查询、下载，供各单位和人员采用。  

  为提高标准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

并请将意见和建议通过邮政寄发给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邮政编码：10005，地址：北

京市西城区广莲路 1 号北京建工大厦九层 912-1 室，邮箱：13911125185@163.com）电

话：63989081。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 

       本标准参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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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实现雨水资源管理，控制及利用地面雨水工程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安全环保、保证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小区及市政建设地面雨水控制与利

用工程的施工和验收。 

1.0.3  建筑小区及市政工程透水地面工程的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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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透水铺装地面 Pervions pavement 

      可渗透、滞留和溢排雨水，并满足相关性能要求的地面。 

2.0.2  透水面层 Sorface  layer 

      具有透水功能的地面表层结构。 

2.0.3  透水基层 Permeability road course of pervions  

      土基与透水结构层之间，由级配石或少量胶结料高孔隙率混凝土构成的透

水滞水层。 

2.0.4  透水地面结构 Pervious ground structure 

     分为半透水地面结构即地表水只能够渗透至面层或基层（或垫层）的地

面结构体系。全透水地面结构即地表水直接通过道路的面层、基层（或垫层）向

下渗透至路基中的地面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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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透水地面工程施工应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方案，

施工组织设计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查后实施，并按相关标准进行施工。 

3.0.2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的规定。透

水地面工程验收应在施工、监理单位组织的对该工程检验批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

行，并在工程竣工备案前完成验收工作。 

3.0.3 加强对原材料控制，透水地面工程所采用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应符合国

家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及设计和工程的要求。应提供产品合格证，对主要材料应

进行现场见证取样、抽检、复验，复验项目按产品标准的出厂项目和试验方法进

行。 

3.0.4 加强对施工过程中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施工人员应进行自检，

质量员应进行检查，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报监理人员进行确认合格后，方能进

行下一道工序施工，并做施工记录。透水地面工程各构造层的铺设，均应待下一

层检验合格方可施工上一层。 

3.0.5 透水地面工程验收应由有资质的检验单位，检验人员和计量认证合理的检

验器具进行。 

3.0.6 透水铺装地面应在土基上建造，自上而下设置的各层为透水面层、透水找

平层、透水基层和透水底基层，各层完工后应做隐蔽工程记录，并应对各层分别

进行质量检验和验收。 

3.0.7 透水地面工程所包括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详见附

录 A（透水地面工程分部（子分部）、分项、检验批划分）并依此进行验收。主

要透水地面面层见表 3.0.7 

               表 3.0.7 主要透水地面面层型式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整体透水地面工程 

透水混凝土地面（透水彩色混凝土地面、透水露骨

混凝土、透水压痕混凝土、透水再生集料混凝土） 

透水彩色混凝土地面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透水环氧树脂、透水聚氨酯、透

水丙烯酸树脂、透水彩砂水泥地面） 

透水沥青地面，透水彩色沥青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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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透水地面工程 

透水混凝土路面砖地面 

透水烧结砖地面 

透水混凝土板地面 

透水砂基砖地面 

3.0.8 透水地面按荷载分为：人群荷载和轻型荷载，人行道、步行道等为人群荷

载；停车场、广场、小区道路等为轻型荷载透水地面。各类透水地面应符合荷载

和抗冻性要求，并应符合设计和工程的规定 。 

3.0.9 透水面层应满足 a 透水系数应大于 1x10
4
m/s，透水砼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

10%，垫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b 透水面砖的微孔隙率应不小于 8%，其各类

透水地面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3.0.10 透水找平层应满足透水系数不小于面层，宜采用细石透水砼、碎石等有效

孔隙率应不小于面层，厚度宜为 20mm~50 mm。 

3.0.11 透水基层和透水底基层应满足渗透系数应大于面层，基层宜采用级配碎石

或透水砼。底基层宜采用碎石、中粗砂或砂砾，透水砼有效孔隙率应大于 10%，

垫层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3.0.12 透水地面工程应设置变形缝，设置要符合设计要求和下列规定： 

1 透水地面伸缝、缩缝、沉降缝应与结构相应缝位置一致，且应贯通到地面

各层。 

2 各类缝的宽度应符合设计和工程要求。 

3 各类缝处理应将缝隙处理干净后，采用填缝材料嵌实、填平，做到表面平

整。 

3.0.13 各类透水地面工程的防滑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

规程》JGJ/T331 的规定。 

3.0.14 透水地面工程验收程序和组织应按本标准《透水地面（绿道）工程施工验

收规程》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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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水基层铺设 

4.1  一般规定 

4.1.1  本章适用于地面结构各层土基、透水垫层、透水基层、透水找平层、透水

地面面层，分项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 

4.1.2 透水基层铺设的材料质量，压实值，密实度，抗压回弹模量等应符合设计

要求和本规程的规定。 

4.1.3  透水基层铺设前，其下一层表面应干净、平整、无积水。 

4.1.4  透水基层的标高，坡度，厚度，允许偏差等应符合设计和工程要求，基层

表面应平整。 

4.2 土基 

4.2.1 透水地面应铺设在密度均匀的土基上，土基应进行压实，土基的抗压回弹

模量Ｅ０≥20MPa，土基压实度≥90%。具有一定的强度和稳定性 

4.2.2  对软弱土层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 

4.2.3  填土应分层摊铺，分层压（夯）实，分层检验密实度，填土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 和《城镇道路路面

设计规范》CJJ169 

的规定。 

4.2.4 填土时应为最优含水量，应取土样，按击实试验确定最优含水量与相应的

最大干密度。 

4.2.5 全透式地面下的土基应具有透水性，其渗透系数不应小于 1.0×10
-3

mm/s。 

               I 主控项目 

4.2.6 土基应是土块粒径≤50mm 粘土，不应是膨润土、淤泥、冻土、盐渍土、

腐植土等。 

    检查方法：观察检验。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2.7 土基应稳定均匀密实平整，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土基设计弹性模量不应小

于 20MPa。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压实度应为 90％。 

    检查方法：观察检验，查验试验记录。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Π  一般项目 

4.2.8  土基的表面平行度宜为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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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靠尺和塞尺量。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3  透水垫层 

4.3.1 透水垫层宜采用粗砂、级配砂砾、碎石等透水性好的粒料粒径应为

5mm~10mm，含泥量≤2%，泥块含量不应大于 0.7%，应符合《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

范》CJJ169 的规定。 

4.3.2 透水级配碎石应质地坚韧、耐磨（花岗岩、石灰岩）其中扁条状含量≤10%，

级配碎石颗粒组成见表 4.3.2。 

                          表 4.3.2   级配碎石颗粒组成 

筛孔尺寸 mm 26.5 19 13.2 9.5 4.75 2.36 0.075 

通过率% 100 85~95 65~80 55~71 8~16 0~7 0~3 

4.3.3  透水底垫层应分层压（夯）实，表面坚实、平整。垫层厚度不应小于 150mm。 

 I 主控项目 

4.3.4  透水底垫层强度应均匀，碎石不应采用风化、酥松、夹有有机杂质的颗粒。

粒径≤60mm。 

          检查方法：观察、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3.5  透水垫层密实度应≥93%。 

         检查方法：观察、查试验记录。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Π  一般项目 

4.3.6 透水垫层用的碎石应符合表 4.3.2 的规定。 

         检查方法：查试验记录，进场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4  透水基层 

4.4.1  本章适用于居住和市政工程透水地面铺设的透水垫层，透水基层应具有足

够强度、透水性、水稳定性和温度稳定性。用做透水水泥混凝土及透水砖、透水

沥青混凝土、透水砂浆地面为面层的透水地面基层铺设，通常为刚性材料基层，

即水泥混凝土基层。半刚性材料基层，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和柔性材料基层和透

水粒料基层，其连续空隙率不应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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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透水基层应采用强度高、透水性能好、水稳定性好的透水材料、透水基层

混凝土用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宜为 42.5 强度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2 石子：碎（卵）石，含泥量≤2%。 

    3 砂：中粗砂，含泥量≤3%。 

    4 拌合用水应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63 的规定。 

4.4.3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水水泥混凝土的性能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

术规程》CJJ/T135 的规定。 

    2 基层集料压碎值不应大于 26%；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31.5mm；集料中

小于或等于 2.36mm 颗粒含量不应超过 7%。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集料级配可按

表 4.4.3 采用。 

     3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的配比应通过试验确定，满足强度和透水性要求。 

4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 28 天强度大于或等于 20MPa，弯拉强度大于或等

于 2.5 MPa，连续孔隙率大于 10%。 

表 4.4.3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集料级配 

筛孔尺寸（mm） 31.5 26.5 19.0 9.5 4.75 2.36 

通过质量百分率（%） 100 90~100 72~89   17~71   8 ~16  0~7 

4.4.4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浇筑前先用水湿润透水底基表面，并采用平板振捣器

夯实，透水混凝土基层应设置伸缩缝和施工缝，缝的位置应与面层伸缩缝相一致。

纵向缩缝的间距宜为 4.5m~5.0m,一般不超过 6m。横向缩缝不得大于 12m。 

4.4.5 透水水泥混凝土基层，水泥用量为 300~350kg/m
3
,骨料用量宜为 1400 

kg/m
3
~1600 kg/m

3
 。水灰比宜为 0.25~0.40，水泥混凝土基层厚度不应小于 60mm，

陶粒混凝土不应小于 80mm。 

4.4.6 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的设计抗压强度指标为：保湿养护 6d、浸水 1d

后无侧限抗压强度应在 2.5MPa~3.5 MPa 之间，冻融循环 25 次后不应小于

2.5MPa。连续孔隙率大于 10%，养护期间应封闭交通。 

   2 透水或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集料压碎值不应大于 30%；公称最大粒径不宜大

于 31.5mm；集料中小于或等于 0.075mm 颗粒含量不应超过 2%。透水性水泥稳

定碎石基层集料级配可按表 4.4.6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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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水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的配比应通过试验确定，并应达到设计强度和透水

性要求。 

       表 4.4.6       透水性水泥稳定碎石基层集料级配 

筛孔尺寸（mm） 31.5 26.5 19.0 16.0 9.5 4.75 2.36 

通过质量百分率（%） 100 70~100 50~85 35~60 20~35 0 ~10 0~2.5 

    I 主控项目 

4.4.7 透水混凝土基层采用的水泥、骨料及外加剂其性能、规格应符合相关标准

设计和本规程的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4.8 透水混凝土基层的强度等级和密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和进场后抽样复检报告。 

        检查数量：检验报告。 

Π  一般项目 

4.4.9  基层表面质量和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表面应坚实、平整，不得有浮灰。 

     2 用 12t压路机碾压无明显轮迹。 

     3 基层允许偏差见表 4.4.9。 

表 4.4.9            基层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1 厚度 ±10mm 1000m
2 

            1 用钢尺量 

2 平整度 ≤10mm 20m 路 宽

（m） 

<9 1 用 3m钢尺和塞尺连

续量取两尺取最大

值 

9~15 2 

>15 3 

3 中线线位 25mm 20m 4 用经纬仪测量 

4 中线高度 ±15mm 20m 1 用水准仪测量 

5 宽度 不小于设计规定+B 40m 1 用钢尺测量 

6 横断高程 ±15mm 且横坡差不

大于±0.3% 

20m 路 宽

（m） 

<9 2 用水准仪测量 

9~15 4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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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宽度中 B 值为上层结构施工对该层要求的必要附加宽度。 

 

4.5  透水找平层 

4.5.1  透水找平层可采用干砂、碎石、再生骨料或石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碎石、再生骨料、石屑中针、片状颗粒含量小于 10%，碎石中含泥量小于 1%，

泥块含量小于 0.5%，含水率小于 2%，级配符合表 4.5.1-1 要求。 

          表 4.5.1-1          透水砖找平层级配要求 

筛孔尺寸 mm 10.0 5.0 2.5 

通过率% 100 0~15 0~5 

2 粗砂细度模数宜大于 2.6，粒径宜为 3mm~5mm 单级配，1mm 一下颗粒体积

比含量不应大于 35%。 

3 砂含泥量小于 2%，泥块含量小于 1%，含水率小于 3%，级配符合表 4.5.1-3

要求 

              表 4.5.1-3          透水找平层砂级配要求 

筛孔尺寸 mm 9.5 4.75 2.36 1.18 0.60 0.30 

通过率% 100 80~100 60~100 25~80 5~30 0~15 

4 摊铺找平层方法可采用刮板法，但不宜低于 20mm。应拍打密实，砂层和垫

层之间应铺设透水性土工布分隔。 

4.5.2  透水整体面层的找平层其原料要求如下： 

      1  42.5 硅酸盐水泥或普硅水泥。 

      2  砂、石同表 4.5.1-1 和 4.5.1-2。 

      3  该透水找平层为高砂比的水泥砂浆和大孔水泥混凝土为 C15。找平层

厚度宜为 30mm。 

 I 主控项目 

4.5.3  透水找平层采用碎石、卵石、再生骨料的粒径不应大于其厚度的⅔，含泥

量不应大于 2%，砂为中粗砂，其含泥量不应大于 3%。 

       检查方法：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5.4  基层所用的水泥砂浆或水泥混凝土，配合比、强度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要

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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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Π  一般项目 

4.5.5  找平层与其下一层结合牢固，不得有空鼓。 

       检查方法：用橡皮锤轻击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4.5.6 找平层表面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5.6 的要求 

                    表 4.5.6 透水找平层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表面平整度 5 2m 靠尺、塞尺 

2 标高 ±8 水准仪检查 

3 厚度 不小于设计值十分之一 用钢尺量 

4 坡度 不得大于设计值千分之三十 坡度尺测 

 



 

11 

５  透水砖地面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混凝土透水砖、陶瓷透水砖、砂基透水砖及透水板等块状透水

材料地面工程的质量检验和验收，包括土基、透水底基层、透水基层、透水找平

层、透水路面砖面层等层次。均应符合本标准和现行标准《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

质量验收规范》CJJ1 的规定。 

5.1.2  透水面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抗压强度应大于 35MPa，抗折强度应大于 3.2 MPa，透水系数应大于

0.1mm/s,磨坑长度不应大于 35mm。 

2 透水砖地面防冻厚度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设计的规定，并按相关标准的要求，

在结构层中增设隔温材料层。养护期不得少于 3 天。 

3  铺设时应敲打稳定，地面应稳固、平整，平整度不应大于 5mm，相邻两

块高差不应大于 2mm.,横坡允许偏差为±0.3% 。 

5.1.3  施工过程中，应在各层次检验批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应在土基验收合

格后，进行透水底基层施工，透水底基层验收合格后，进行透水基层施工。透水

基层验收合格后，进行透水找平层施工，透水找平层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透水

砖面层施工）。 

5.1.4 透水砖面层铺设应符合设计和工程要求，透水砖接缝宽度不宜大于 3mm，

并采用符合标准要求的接缝用砂。 

5.1.5  施工后，应对下列部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

图像资料： 

   1 土基 透水系数不应小于 1.0x10
-6

m/s 

2 透水底基层（垫层） 

3 透水基层 

4 透水找平层 

5透水砖面层 

5.1.6 块状透水砖透水地面工程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相同材料、相同颜色、相同强度块形规格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工程

每 1000m
2 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 m

2 按一批计。 

      2）施工中用的垫层材料、粘结材料等辅助材料以 200t 为一个检验批。 

      3）不同构造做法的透水砖透水地面工程应单独划分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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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控项目 

5.2.1  工程所用的材料进场时，应进行质量检查和验收，其品种、规格、型号、

颜色，主要性能，必须符合设计、施工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产品合格证、性能检验报告等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每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50 块做为试件进行检查。 

5.2.2 透水砖透水地面允许偏差按表 5.2.2 进行检查。 

5.2.3 透水砖地面透水结构层的透水性应逐层验收，基层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按本规程附录进行检查。 

检查数量：每 500m
2
,抽测一点。 

表 5.2.2  透水砖透水地面施工允许偏差 

序号 项  目 频  率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1 

土基 压实度 每1000m
2,2点 ≥90%且≤93% 环刀法或灌砂法 

底基层 压实度 每1000m
2,2点 ≥95% 环刀法或灌砂法 

级配碎石基层 压实度 每1000m
2,2点 ≥95% 振动台法 

2 透水砖 

抗压强度 

每批，1 组 符合设计要求 

见 JC/T446 

抗折强度 

透水性能 见 JC/T945 

3 透水混凝土基层 

透水性能 每 1000m
2
,3点 符合设计且≥0.15mm/s 见 DB11/T152 

强度 每1000m
2,3点 符合设计要求 DBJ01-11 

厚度 每1000m
2,3点 ≤5mm 钢尺量 

5.2.4 透水砖透水地面表面的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核查设计文件。 

 

5.3 一般项目 

5.3.1  透水砖透水地面铺砌应平整稳固，不应有翘动现象。灌缝饱满，砖之间空

隙率应不小于 15%，缝隙一致。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5.3.2  透水砖透水地面表面应整洁美观，砌缝直顺，颜色均匀一致并应符合设计

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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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5.3.3  透水砖透水地面与路缘石及其它构筑物应接顺，不应有反坡、积水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5.3.4  透水砖路面施工一般项目允许偏差值应符合表 5.3.4 要求。 

表 5.3.4面层检查数量和合格标准值 

序号 项目 频率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1 表面平整度 每 20m,1处 ≤5 mm 3m靠尺和 形塞尺 

2 宽度 每 20m,1处 不小于设计规定 钢尺量 

3 相邻块高差 每 20m,1处 ≤2mm 钢尺和 形塞尺 

4 横坡 每 20m,1处 ±0.3% 水准仪测量 

5 纵缝直顺度 每 20m,1处 ≤10mm 拉 5m线和用钢尺 

6 横缝直顺度 每 20m,1处 ≤10mm 拉 5m线和用钢尺 

7 缝宽 每 20m,1处 ≤2mm 钢尺量 

8 井框与路面高差 每座 4处 ≤5mm 钢尺和 形塞尺 

9 各结构层厚度 每 20m,1处 ±10 用钢尺量 3点取最大值 

10 路面中线编位 每 100mm, 1处 ≤20mm 用经纬仪测量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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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水水泥混凝土地面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彩色混凝土、透水露骨混凝土、透水压

痕混凝土、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再生集料混凝土）地面施工包括土基、透水底

基层、透水基层、透水面层质量检验和验收。 

6.1.2  透水水泥混凝土地面，按透水结构分为全透水结构和半透水结构。其透水

构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城镇道

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和《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DB11/T775

的要求，见表 6.1.2。 

                 表 6.1.2    透水水泥混凝土地面结构 

类别 适用范围 基层和垫层结构 

全透水结构 人行道、停车道、广场、

小区甬道、非机动车道。 

多空隙水泥稳定碎石，级配砂砾、级配碎石、

级配砾石基层。 

半透水结构 轻型荷载 水泥混凝土基层上稳定土基层或石灰、粉煤灰

及稳定砂砾基层。 

6.1.3  透水水泥混凝土地面施工过程中，应对地基碾压（压实系数应大于 0.95）；

级配碎石碾压，找平，透水水泥混凝土摊铺、捣固、抹平，以及涂刷保护剂。各

工序进行影视和文字记录，做好隐蔽工程记录。碎石值应小于 15%，粗骨料最大

粒径宜不大于 25mm。面层宜采用单粒级，最大公称粒径不大于 16mm。 

6.1.4  全透水泥混凝土基层宜采用不小于 200mm 厚的级配砂砾，不小于 150mm

厚的级配碎石或级配砾石透水基层，并经碾压，全透水泥混凝土结构还应在上述

基层上增设多孔隙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厚度宜为 20mm~30mm。可参见《透水混凝

土路面技术规程》DB11/T715 计算。 

6.1.5  透水水泥混凝土地面混凝土强度等级基层应采用不小于 C20，面层不应小于

C30混凝土摊铺，其厚度按设计要求而定，见表 6.1.5。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孔隙

率应不小于 10%、透水系数为 1mm/s、抗折强度不低于 2.0MPa、抗冻等级不低于

D50。透水水泥混凝土砂率不宜超过 10%，水胶比宜为 0.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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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透水泥混凝土地面厚度（mm） 

类  别 人行道 停车场 小区车行道 

透水混凝土面层厚度 30~50 40~60 60~80 

透水结构层厚度 90~120 120~160 140~180 

透水结构层包括透水底垫层和透水基层。 

6.1.6  透水混凝土纵向接缝间距在 3.0m~4.5m 确定，横向接缝间距宜按

4.0m~6.0m确定。当基层有结构缝时，面层胀缝应与相对应位置一致。胀缝应贯

通透水面层和透水结构层，胀缝宽度宜为 20 mm~25mm,养护后灌注接缝材料，填

缝胶厚度宜为 30 mm~40mm，填缝宽度宜为 3.0mm~8.0mm切缝深度至少超过透水

面层 20mm。 

6.1.7 根据工程需要应设置施工缝，其位置宜在缩缝或胀缝位置。若设置在缩缝

处，宜采用平缝形式，设置在胀缝处时，构造与胀缝相同。 

6.1.8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宜用于透水广场和路面的透水垫层和基层，而不宜用

于透水广场地面的透水面层。 

6.1.9 养护时间宜大于 7 天，并宜采用塑料薄膜覆盖。 

6.2  主控项 

6.2.1  透水混凝土地面工程所用的水泥、粗细集料、水、外加剂及其辅助材料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的规定。 

      检查方法：按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见证取样复检报

告。 

      检查数量：按同一厂家、同一级别、同一品种、同一批号 、水泥按 500t

集料按 100m3为一个检验批，每批抽样一次。 

6.2.2 土基、透水底垫层、透水基层、透水找平层的质量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 

6.2.3 透水混凝土强度（抗压、抗折）及性能应符合设计和工程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每 100m3同配合比混凝土取样制备 1组试件在同条件养护试件

的留置组数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最少一组。 

6.2.4  透水混凝土面层透水系数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的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按《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DB11/T715-2010附录 A检测。 

检查数量：500m2抽测一点。 

6.2.5  透水混凝土抗冻等级不得低于 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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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检查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本规程 6.2.3。 

6.2.6  透水混凝土中掺入的混凝土外加剂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

加剂》GB8076 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的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和复检报告。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和检验抽样方法留样，每批不少于一次。 

6.2.7  透水混凝土地面的抗滑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

规程》JGJ/T331 的规定，且不低于 BPN≥70。 

                             6.3  一般规定 

6.3.1  透水混凝土地面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3.1 的规定。 

                      表 6.3.1透水混凝土地面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检查方法 
范围 点数 

高程  （mm） ±10 40m 1 用水准仪检测 

平整度（mm） ≤5 10m×10m 1 
用 3m直尺和塞尺连续量两尺，取最

大值 

厚度 （mm） +10，-5 
不小于设计

要求 
1 用钢尺 

坡度 
坡度差±0.3%，且不

反坡。 
20m 1 用水准仪检测 

纵缝直顺度（mm） ≤10 40m 1 用 20m线和钢尺量测 

横缝直顺度（mm） ≤10 40m 1 用 20m线和钢尺量测 

缝宽（mm） ≤10 40m 1 用 20m线和钢尺量测 

井框与面层高差 

（mm） 
≤3 每座  十字法，用直尺和塞尺量取最大值 

相邻板高差（mm） ≤0.5 20m 1 用钢尺和塞尺量 

注：①在每一单位工程中，已 40m×40m 定方格网，进行编号，作为量测检查的基本施工单元，不足 40m×40m

的部分以一个单元计。在基本施工单元中再以 10m×10m 或 20m×20m 为子单元，每基本施工单元范围内只

抽一个子单元检查：检查方法为随机取样，即基本施工单元在室内确定，子单元在现场确定，量取 3 点取

最大值计为检查频率中的 1 个点。 

   ②适用于矩形广场与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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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透水混凝土面层板面应平整、边角整齐、无裂缝、无积水、蜂窝麻面、表面颜色一致。 

6.3.3 伸缩缝应垂直、直顺、胀缝应贯通，缝内不得有杂物，切缝应直顺，曲线应圆顺，缝

深、缝宽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检隐蔽工程记录。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 

6.3.4 接缝处的嵌缝材料应饱满；缝面整齐，不得漏填。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检隐蔽工程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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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 

 

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以水泥和聚合物（聚氨酯、聚氨酯-丙烯酸酯、改性环氧树脂）彩砂透

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 

7.1.2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是海绵城市透水绿道铺装的主要一种。适用于透水绿道、人行道、

自行车道、休闲广场、停车场、公园和小区通道等。其设计和施工应符合《城市绿地设计规

范》GB50420，《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331

等相关标准规定。透水彩色砂浆地面见表 7.1.2. 

表 7.1.2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性能 

彩色地面类别 透水系数×10
-2
mm/s 结构孔隙率% 防滑性（BPN） 抗冻性 

水泥基透水彩砂地面 ≥2.7 ≥15 ≥55 D50 

聚氨酯透水彩砂地面 ≥3~4 ≥30 ≥55 D50 

改性丙烯酸酯透水彩砂地面 ≥3~4 ≥30 ≥55 D50 

沥青基透水彩砂地面 ≥1~2 ≥10 ≥55 D50 

7.1.3 透水彩砂砂浆地面采用材料的性能应符合设计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材料进场

时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透水性能检验报告和环境检测报告。 

7.1.4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工程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并进行技术交底。 

7.1.5 透水彩色砂浆所用彩砂性能应符合《建筑用砂》GB/T14684的规定，见表 7.1.5。 

                     表 7.1.5     透水地面彩砂主要性能 

品种 吸水率% 坚固性% 压碎值% 
含泥量%

（天然） 
堆积密度 孔隙率% 级配 

人工彩砂 2.0 0.3 ≥85 <0.5~1 1.3~1.6 36~42 2.36~4.75 95~100 

天然彩砂 2.4 1-3 85~95 ≤0.5 1.3~1.6 36~42 1.18~2.36 40~60 

       1.18以下 0~5 

7.1.6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铺设的土基、透水底基层、透水基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本规程第 4

章的规定。其透水结构为：路基碾压压实系数应大于 0.93，采用级配碎石碾压厚度不小于

200mm,并用粗砂找平厚度不小于 20mm,然后摊铺透水彩砂面层厚度 50mm~100mm，摊铺透水彩

砂整体面层厚度不小于 30mm找平，最后喷涂保护罩面剂。 

7.1.7 透水彩色砂浆面层配合比：体积比 1：2~4（胶结料：砂），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M15，

机械搅拌时间不应小于 2min,应拌合均匀，颜色均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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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所用有机树脂掺入量不应小于 3%，环保性能应符合《地

坪涂装材料》GB/T22374 的规定。 

7.1.9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用颜料应耐光、耐水、耐碱、耐风化，与胶结剂等性能

相容， 

其掺加量不宜大于胶结料的 5%，应以氧化铁系颜料为主。 

7.1.10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面层固化后，宜喷涂罩面保护材料。透水彩色砂浆地面

施工环境温度应不低于 5C°，高温不得高于 35 C°。 

 

7.2 主控项目 

7.2.1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应采用 42.5 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树脂应采

用环保型无溶剂树脂，其性能应符合《地坪涂装材料》GB/T22374 的规定。彩砂

应以粗砂为主，采用石屑粒径宜不大于 5mm,且含泥量不应大于 1%，颜色一致，

其性能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查验材料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同一工程、同一强度等级、同一配比检查一次。 

7.2.2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透水系数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试验报告，按《透水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DB11/T715-2010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测一次。 

7.2.3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抗压强度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 在现场取料制样，检查一次； 

检查数量：同一工程、同一强度等级、同一配比检查一次。 

7.2.4  透水彩砂地面配合比：密实度、抗冻性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工程规定 

       检查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按本规程 7.2.3  。 

7.2.5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厚度应符合本规程和设计要求。 

7.2.6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防滑性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规定。 

 检查方法：按《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331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每批测一次。 

7.2.7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与下一层应结合牢固，不应有空鼓和开裂。 

       检查方法：观察，用小锤轻击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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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一般规定 

7.3.1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的外观质量，表面应平整、坚实、无积水、无裂缝、掉

渣、烂边、颜色一致、图案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检查。 

7.3.2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允许偏差见表 7.3.2 规定 。 

表 7.3.2     透水彩色砂浆地面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范围（m） 点数 检查方法 

高程（mm） ±10  1 用水准仪测量 

表面平整度

（mm） 
≤4 10×10 1 用 3m靠尺和塞尺检查 

坡度 坡度差±0.3,且不反坡 20 1 用水准仪检查 

分格缝顺直

（mm） 
≤3 20 1 拉 5m线和用钢尺检查 

厚度（mm） ±4 坡度差±0.3,且不反坡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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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适用于透水沥青混凝土 III 型地面和透水彩色沥青地面（以下总称为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施工，包括路基、反滤隔离层、透水垫层、透水基层、透

水沥青面层质量检验和验收。 

8.1.2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 III 型地面透水彩色沥青地面适用于小区道路、停车

场、公园道路、广场、中轻荷载人行道等，其路基渗透系数大于 7×10-5cm/s。 

8.1.3 透水沥青混凝土透水基层可选用排水式沥青稳定碎石，级配碎石、大粒透

水沥青混合料，骨架空隙型水泥稳定碎石和透水水泥混凝土。所用沥青可用高粘

度沥青、改性沥青或普通沥青，其性能应符合《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169

规定。性能应符合表 8.1.3。 

表 8.1.3    高粘度改性沥青技术要求 

项   目 单  位 要  求 

针入度 25 
0
C 0.1mm ≥40 

软化点 
0
C ≥80 

延度   15
0
C cm ≥80 

延度   5
0
C cm ≥30 

闪点 
0
C ≥260 

60
0
C动力粘度 Pa.S ≥20000 

韧性 N.m ≥15 

粘韧性 N.m ≥20 

 

8.1.4  透水沥青混凝土 III 型地面的路基顶面应设置反滤隔离层，即选用粒料原

材料或土工布。 

8.1.5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面层应选用透水沥青混凝土混合料面层，其主要性能

应符合表 8.1.5。 

表 8.1.5   透水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 

项    目 单    位 要     求 

马歇尔试件击实次数 次 两面击实 50次 

空隙率 % 18~25 

连通空隙率 % ≥14 

马歇式稳定度 K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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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值 mm 2~4 

渗透系数 mL/15s 800 

冻融劈裂强度比 % ≥85 

 

8.1.6  透水沥青混凝土透水面层 宜采用高粘度改性沥青作为结合料。 

8.1.7  透水沥青混合料中粗集料宜采用轧制碎石，其粒径规格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程》JTGF40 的规定。技术要求按表 8.1.7。 

表 8.1.7  粗集料技术要求 

项  目 单  位 
层次位置 

表面层 其它层 

石料压碎值 % ≤26 ≤28 

洛杉矶磨耗损失 % ≤28 ≤30 

表观相对密度 % ≥2.6 ≥2.5 

吸水率 % ≤2 

坚固性 % ≤8 ≤10 

针片状颗粒含量 % ≤10 ≤15 

<0.075 颗粒含量（水洗法） % ≤1 

软石含量 % ≤3 ≤5 

*粗集料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

程》JTGF40的规定。 

8.1.8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透水基层细集料可采用天然砂或石屑，透水沥青混

合料用的矿粉宜采用石灰岩矿粉，掺加的纤维可采用木质素纤维或矿物纤维，上

述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程》JTGF40 的规定。 

8.1.9  III 型透水沥青地面的垫层宜采用粗砂、砾石、碎石等透水性能的粒料，

垫层厚度应大于 15mm,厚度的允许偏差应为±5mm。 

8.1.10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路基宜选用排水式沥青稳定碎石、级配碎石、大

粒径透水性沥青混合料、骨架空隙型水泥稳定碎石和透水水泥混凝土。 

8.1.11  透水沥青地面配合比设计、强度、孔隙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水

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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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主控项目 

8.2.1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路基、反滤隔离层、透水垫层、透水基层和透水面

层所采用高粘度改性沥青、改性沥青、普通沥青均应符合现行标准、设计和本标

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及现场见证取样复试报告。 

        检查数量：按同一厂家、同一级别、同一品种、同一标号、同一批号，

沥青按 100t为一个检验批，每批抽查一次。 

8.2.2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路基、反滤隔离层施工应符合《城镇道路工程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的规定，其渗透系数应大于 7×10-5cm/s。 

        检查方法：检查测试报告和隐蔽工程记录 

        检查数量：500m2抽测一点。 

8.2.3  III 型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透水垫层施工应符合《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

范》CJJ169 和《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 的规定。其垫层厚度

不应小于 15cm。 

        检查方法：检查隐蔽工程记录，测试报告。 

        检查数量：500m2抽测一点。 

8.2.4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透水基层所用的粗集料：天然砂、石屑、矿粉和纤

维材料的质量及规格品种应符合设计和工程要求。 

        检查方法：进场检验报告、合格证。 

        检查数量：按各个品种粗细集料为 100m3为一个检验批，每批抽查一次。 

 矿粉以 50t为一个检验批，每批抽查一次。纤维材料按其产品标准抽查和验收。 

8.2.5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的透水基层的透水沥青混合料运到现场的温度不应低

于 175
0
C，摊铺时不应低于 70

0
C。 

         检查方法：查工程记录（拌合温度，出厂温度），现场检测温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2.6  透水沥青地面用透水沥青混合料质量应符合本规程表 8.1.5 的要求。 

        检查方法：现场取样检测，查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每日抽样一次。 

8.2.7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透水沥青面层初压温度不应低于 160
0
C，复压温度不应

低于 130
0
C。 

         检查方法：查施工记录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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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每日抽样一次。 

8.2.8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面层用透水沥青混合料质量应符合本规程表 8.1.5 的

规定。 

        检查方法：查验检测报告、工程记录和现场见证复检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每日抽样一次。 

8.2.9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面层用透水沥青混合料压实度不应低于 5% 

        检查方法：查检检测报告，工程记录。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每日抽样一次。 

8.2.10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面层的渗透系数应大于 7×10
-5

cm/s和防滑性能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331 的规定，且不低于

BPN≥70 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查检检测报告，工程记录。 

        检查数量：每 1000m2检查 1点。 

8.2.11  透水沥青地面沥青混合料面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10 mm 

~-5mm。 

       检查方法：钻孔，尺量。 

       检查数量：每 1000m2检查 1点。 

8.3   一般规定 

8.3.1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应平整、坚实、接缝紧密、无明显轮迹、堆挤、裂缝、

脱落、烂边、油斑、掉渣等现象。面层与路缘石、平石等构筑物应接顺，不得有

积水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 

    检查数量：每 1000 m2检查 1点。 

8.3.2  透水沥青混凝土地面面层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8.3.2 的要求。 

                 表 8.3.2   透水沥青混合料面层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m） 点数 

纵断高程（mm） ±15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中线偏位（mm） ≤20 100 1 用经纬仪测量 

平整度（mm） ≤5 20 1 用 3m靠尺和塞尺检查 

宽度（mm） >设计值 40 1 用钢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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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坡 ±0.3%，且不反坡 20 1 用水准仪检查 

井框与路面高差

（mm） 
≤5 每座 1 

十字法，用直尺、塞尺量

取最大值 

抗滑性（摩擦系数） 符合设计 200 1 摆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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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9.1 透水地面工程质量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有关规定。 

9.2 透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验收。 

 9.2.1 透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标准和相关标准验收规范的规定； 

 9.2.2 透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和工程的要求； 

9.2.3 参加透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9.2.4 透水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9.2.5 隐蔽工程检查和验收，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 

 9.2.6 严格按照本市有关规定进行见证取样检测，承担见证取样的检测单位应

具有相应资质； 

 9.2.7 透水地面工程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共同确认。 

9.3 透水地面工程动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将工程划分为

单位（子单位）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并制定检验、验收方

案，以此做为施工质量检验、验收的基础，其划分见表附录 A。 

9.4 透水地面工程检验批的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9.4.1 由施工单位填写表格（附录 B.0.1）和相关质量资料，报监理单位申请检

验批质量验收，其验收人员监理、建设、施工等相关人员组成。 

 9.4.2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全部合格。 

 9.4.3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当抽样计数抽样时，合格点率应符合相

关标准专业验收的规定，应大于 80%，且不存在严重缺陷。 

 9.4.4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记录。 

 9.4.5 制定检验批的抽样方案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执行。 

9. 5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9.5.1 由施工单位填写申请表（附录 B.0.2）和相关质量资料，报监理单位申请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其验收人员组成为监理、施工质量相关的技术质量人员组成。 

9.5.2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9.5.3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9.6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9.6.1 由施工单位填写申请表（附录 B.0.2）和相关质量资料，报监理单位申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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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子分部）工程验收，其人员组成为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技术

负责人组成。 

9.6.2 所含分项目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9.6.3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9.6.4 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透水地面透水率）的现场抽

样实测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应规定。 

9.6.5 透水地面的观感质量均应符合要求。 

9.7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9.7.1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进行自检，自检合格。按本标准规定进行验

收，验收人员、监理、建设、施工总包、分包单位进行验收。 

9.7.2 所含分部工程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9.7.3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9.7.4 所含分部工程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

整； 

9.7.5 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检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9.7.6 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9.8 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9.8.1 施工单位做出返修施工方案并进行施工； 

9.8.2 整改后经有资质的检验单位检验认定合格，按本标准规定进行验收，验收

合格后，提交给工程 竣工验收单位。 

9.8.3 对返修后仍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工程不得通过验收。 

9.9 单位工程质量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报告和相关文

件报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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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透水地面工程分部（子分部）、分项、检验批划分 

表 A.1   透水地面工程分部（子分部）、分项、检验批划分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土基 
 土方地基 每条地（路）面 

石方地基 每条地（路）面 

基层 透水基层（级配砂石） 

水泥稳定集料基层 每条地（路）面 

石灰稳定土基层 每条地（路）面 

石灰、粉煤灰稳定集料基层 每条地（路）面 

（集料为天然骨料或再生

骨料）级配砂砾及级配再生

骨料基层 

每条地（路）面 

透水垫底层 
透水水泥混凝土垫层  每条地（路）面 

透水沥青混凝土垫层 每条地（路）面 

透水面层 

透水砖面层  每条地（路）面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 每条地（路）面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 每条地（路）面 

透水彩砂面层 每条地（路）面 

人行道与绿地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 

每条道或绿地

路面 

透水聚合物彩色砂浆面层 透水聚合物彩色砂浆面层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 

透水砖面层 透水砖面层 

透水彩色混凝土面层 透水彩色混凝土面层 

透水彩色沥青混凝土面层 透水彩色沥青混凝土面层 

广场与停车场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 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 

每个广场或划

分的区域 

透水聚合物彩色砂浆面层 透水聚合物彩色砂浆面层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 透水沥青混凝土面层 

透水砖面层 透水砖面层 

透水彩色混凝土面层 透水彩色混凝土面层 

透水彩色沥青混凝土面层 透水彩色沥青混凝土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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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检验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规范性附录) 

B. 1 检验工程质量验收应按表 B. 1.1 的规定填写。 

表 B. 1.1 检验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单位工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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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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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      

10      

一

般

项

目 

1      

2      

3      

4      

5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专业工长：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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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分项工程质量应有监理工程师组织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按

表 B.1.2 记录。 

表 B.1.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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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检查结论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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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3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B.1.3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应有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

组织施工项目经理和有关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验收，并按表 B.1. 3 记

录。 

表 B. 1.3   分部（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层数  

施工单位  技术部门

负责人 

 质量部门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负责人 

 分包技术负责人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批数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 验收意见 

1     

2    

3    

4    

5    

6    

    

质量控制资料      

安全和功能检验（检测）

报告 

     

感观质量验收  

验

收

单

位 

分包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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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 

             (规范性附录) 

C. 1 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应按 C.1.1 记录，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应按表

C.1.2 记录。 

C. 2 表 C.1.1 中的验收记录由施工单位填写，验收结论有监理单位填写。综合验

收结论经参加验收各方共同商定，由建设单位填写，应对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

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及总体质量水平做出评价。 

                表 C.1.1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层数/建筑面积  

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开工日期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  完工日期  

序号 项目 验收记录 验收结论 

1 分部工程验收 共   分部，经查     分部  

2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 
共  项，经核查符合规定 项 

经核查不符合规定      项 
 

3 

安全和使用功能 

核查和抽查结果 

 

共核查  项，符合规定 项 

共抽查  项，符合规定 项 

经反工处理符合规定   项 

 

4 观感质量验收 
共抽查  项，符合规定 项 

          不符合规定 项 
 

5 综合验收结论  

参 

加 

验 

收 

单 

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勘察单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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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2  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34 

附录 D  透水混凝土孔隙率试验方法 

               （资料性附录） 

D. 1 本方法适用于透水混凝土孔隙率的测定。 

D. 2 仪器设备 

    1 电子天平，精度 0.1g。 

    2 容器 

    3 烘箱。 

D. 3 试件制备和养护 

   1 试件的制备应符合 GB/T50081《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的规

定。 

2 制备尺寸为 150mm×150mm×150mm的试件 3块，在标养室内养护 7天。 

D. 4 试验步骤 

1 将试件放入（150±5）0
C 的烘箱中烘至恒重，取出放在干燥器里冷却至室

温，用直尺量出试件的尺寸，并计算出其体积 V。 

2 将试件完全浸泡在水中，待无气泡出现时测量试件在水中的重量 m1。 

 

 

 

 

 

 

 

 

图 D. 4   试件水中测试示意图 

   3 取出试件，放在 60 0
C 烘箱中烘 24 小时后称量试件的重量 m2。 

4 按下式计算试件的孔隙率 v(精确到 0.1%) 

  

                        （式 D. 4） 

式中： υ—孔隙率（%）； 

      m1——试件在水中的重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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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试件在烘箱中烘 24小时后的重量（g）； 

ρ——水的密度（g/cm3）；  

ν——试件体积（cm3） 

D. 5  结果评定方法为：按附录 D 测试每组试件孔隙率，取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精确到 0.1%。三个测定值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中如有一个与中间值差

超过中间值的 5%，则取中间值为测定值；如最大值和最小值与中间值之差都超

过中间值的 5%，则该组测试结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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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透水地面工程现场实测透水率的试验方法 

                （资料性附录） 

E. 1 本方法适用于透水混凝土试块及路面的透水性检测。 

E. 2 仪器设备及材料 

1  路面透水仪结构如图 E. 2 所示。上部盛水

量筒由透明有机玻璃制成，容积 1200ml，筒上有

刻度，在 100 ml 及 1100 ml 处有粗标线，下方通

过 Φ10mm 的细管与底座相连，中间有一球阀开

关。量筒通过支架连接底座，仪器附配重铁圈四

个，每个质量约 2.5kg,内径 Φ150mm。 

     2 水桶及大漏斗。 

     3 秒表。 

     4 密封材料：用水和面制成的面团、玻璃腻

子、油灰或橡皮泥等。 

     5 其它：水、红墨水、粉笔、扫帚等。 

E. 3 试验步骤 

1 红色液体配制：用自来水和红墨水配制

淡红色的液体，液体以浅红，且容易在容器内辨

认刻度为准。 

     2 将要测定的路面以 500m2为 1个测区进行

划分，总面积不足 500m2的亦作为 1个测区，6个 

测点为一组。  

     3 在路面上沿圆圈铺一圈密封材料，边涂边用手压紧，使密封材料嵌满缝

隙，且牢固地粘结在路面上，密封料圈的内径与底座内径相同，将透水试验仪底

座用力压在密封材料上，再加上配重铁圈压住仪器底座，以防水从底座与路面间

流出。 

     4 关闭细管中间的开关，向仪器的量筒中注入淡红色的水至 0 刻度位置，

总量为 1200 ml。 

     5 迅速将开关全部打开，水开始从细管下部流出，待水面下降至 100 ml 时，

立即开动秒表，如图 E. 3 所示，至水面下降至 1100 ml 时为止，记录测试时间 t。

图 E. 2    透水仪结构图 

1-有机玻璃筒；2-螺纹联接； 

3-顶板；4-球阀；5-支杆； 

6-配重块；7-底座； 

8-密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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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如水从底座与密封材料间流出，说明底座与路面密封不好，应移至

附件干燥路面处重新测试。如水面下降速度很慢，从水面下降至 100 ml 开始，

测试得 1min 的透水量即可停止。若试验时下降至一定程度后水面基本保持不动，

说明路面基本不透水或根本不透水，则在报告中注明。 

6 按以上步骤在每个测区选择 6个测点测定透水系数，取其平均值，作为检

测结果。 

E. 4 结果计算 

    透水路面的透水系数按公式 E. 4 计算，计算是以水面从 100 ml 下降至 1100 

ml 处所需的时间为标准： 

 

                          

                    (式 E.4) 

 

式中：P-路面透水系数（mm/s）,(精确至 0.1 mm/s）； 

      V1-第一次读数时的水量（ml）,通常为 100ml； 

      V2-第二次读数时的水量（ml）,通常为 1100ml； 

      A-透水面积（mm
2
）； 

      t-水面从刻度 100ml下降至 1100ml的时间间隔（s）。 

E. 5  评定方法 

   取 6 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区的透水系数。6 个测定值中如有 1 个测

点不透水，则取其余 5 个值的平均值作为测区的透水系数；如有 2 个测点不透水，

则应再取两点进行测定，如仍有 1 个测点不透水，则该测区路面透水性不合格；

如有 3 个测点不透水，该测区路面透水性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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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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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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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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