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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福建省合成材料

运动场地面层应用技术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闽建科函

[2018]22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结合我省

当前实际情况，总结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DBJ/T13-250-2016
《福建省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应用技术规程》。

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本标准适用范围增加了管

理及维护保养；2. 删除了术语“挥发物含量”，修改了耐老化性

能及现浇型面层等术语解释，增加了缓冲垫、多功能运动场地

等术语；3.修改了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人造草、预制卷材、

块材等材料技术要求，增加了缓冲垫技术要求；4.细化了跑道

面层、球场面层及人造草面层的设计要求，增加了各面层的构

造图；5.删除前处理及MOCA等项目的方法附录。

本标准修订后，章节调整为：1、总则；2、术语；3、基本

规定；4、材料要求；5、设计；6、施工；7、验收；8、合成材

料运动场地面层管理及维护保养；9附录。

本标准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寄送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地址：福州

市北大路 242号号，邮编：350001）和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高新区创业路 8号万福中

心 3号楼 19层，邮编：350028），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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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确保福建省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工程质量，做到技

术先进、性能可靠、环保安全、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福建省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使用合成材

料运动场地面层的设计、施工、验收、管理及维护保养。

1.0.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福建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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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synthetic sports surfaces
用高分子合成材料铺装的运动场地面层，包括跑道面层、

球场面层、人造草面层、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等。

2.0.2 体育工艺设计 sport craft design
在体育建筑设计中准确体现最新的国际体育竞赛规则及国

际体育组织对竞赛场地和设施标准规定要求的设计。

2.0.3 释放量 emission rate
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从面层材料表面散发到空气中的有

害物质的量。

2.0.4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VOC

利用 Tenax TA采样，非极性色谱柱（极性指数小于 10）
进行分析，保留时间在正己烷和正十六烷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的总和。

2.0.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
在 101.3kPa 标准压力下，任何初沸点低于或等于 250℃的

有机化合物。

2.0.6 胶体主料 major ingredient
构成现浇型面层的主要胶体材料，包括聚氨酯胶体主料、

丙烯酸酯胶体主料等。

2.0.7 颗粒 granules
用于填充现浇型面层冲击吸收层和人造草面层的带有一定

弹性的颗粒或通过胶体主料粘结于现浇型面层表面，起到防滑、

耐磨作用的颗粒，包括填充颗粒、防滑颗粒等。



3

2.0.8 聚氨酯胶体主料 polyurethane major ingredient
构成聚氨酯（含改性聚氨酯）现浇型面层的主要原料，分

为单组份和双组份。

2.0.9 丙烯酸酯胶体主料 acrylic acid major ingredient
构成丙烯酸酯（含改性丙烯酸酯）现浇型面层的主要原料。

2.0.10 人造草 artificial turf
将仿草叶状的合成纤维，植入在机织的基布上，背面用胶

粘剂涂层固定的模拟天然草运动场地性能的制品。

2.0.11 人造草面层 artificial turf surface
以人造草铺装成的场地面层，必要时辅以缓冲垫或以石英

砂和橡胶颗粒等进行填充。

2.0.12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 synthetic surfaces intended for
multi-sports facilities

由合层材料铺设的用于休闲健身运动的场地面层。

2.0.13 缓冲垫 cushion
铺设在人造草下，用于吸收冲击力的合成材料弹性体，亦

称弹性垫、减震垫。

2.0.14 胶粘剂 adhesive
人造草面层或预制型面层施工时，用于拼接处粘结和材料

与基层粘结用的胶水。

2.0.15 预制卷材、块材 prefabricated roll or bulk
在工厂预制的，用于运动场地面层铺设的高分子卷材或块材。

2.0.16 高聚物总量 polymer content
颗粒中扣除溶剂抽出物的有机物总量。

2.0.17 耐老化性能 aging resistance
合成材料面层具有的推迟延缓老化的性质。

2.0.18 冲击吸收 force reduction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对冲击力的减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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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垂直变形 vertical deformation
20kg重物以规定高度落在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时，合成

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在面垂直方向的变形。

2.0.20 抗滑值 anti-skidding value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在干燥或潮湿状态下通过滑动摩擦

阻力吸收能量的程度。

2.0.21 阻燃 flame retardance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具有的推迟火焰蔓延的性质。

2.0.22 现浇型面层 in-situ casting surface
将高分子原料和其他原料在现场浇注铺装的面层。

2.0.23 预制型面层 prefabricated surface
按一定的生产工艺流程将高分子合成材料预先制备成一定

厚度的卷材或块材，至现场粘结或拼装的面层。

2.0.24 透气型跑道面层 permeable running tracks surface
通常由少量聚合物胶体主料与填充颗粒混合做成透气的冲

击吸收层，由聚合物胶体主料与防滑颗粒做成防滑耐磨层，整

体形成的透气型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2.0.25 复合型跑道面层 composite running tracks surface
通常由少量聚合物胶体主料与填充颗粒混合做成透气的冲

击吸收层，由聚合物胶体主料做成弹性加强层，由聚合物胶体

主料与防滑颗粒做成防滑耐磨层，整体形成的非透气型合成材

料运动场地面层。

2.0.26 混合型跑道面层 mixed running tracks surface
通常由聚合物胶体主料与少量填充颗粒做成不透气的冲击

吸收层，由聚合物胶体主料与防滑颗粒做成防滑耐磨层，整体

形成的非透气型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2.0.27 全塑型跑道面层 whole-polymer running tracks surface
全部由聚合物胶体主料做成不透气的冲击吸收层，由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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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胶体主料与防滑颗粒做成防滑耐磨层，整体形成的非透气型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2.0.28 封闭隔离层 closed isolation layer of synthetic surface
涂刷于场地基层表面起到封闭隔离作用的涂层，由胶体主

料固化形成。

2.0.29 冲击吸收层 impact absorption layer of synthetic surface
分层铺设的现浇型面层中起到冲击吸收作用的结构层，由

胶体主料或胶体主料和填充颗粒混合后固化形成。

2.0.30 防滑耐磨层 antiskid layer of synthetic surface
分层铺设的现浇型面层中起到防滑耐磨作用的结构层，由

胶体主料或胶体主料和填充颗粒混合后固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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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中小

学生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合成材料运动场地

面层》GB/T 14833、《人工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网球场地》GB/T 20033.2、《人工材料体育场地使

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3 部分：足球场地人造草面层 》GB/T

20033.3、《中小学体育设施技术规程》JGJ/T 280、《体育用人

造草》GB/T 20394、《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6 部

分：田径场地》GB/T 22517.6、《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

JG/T 191、《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 31等的规定。

3.0.2 中小学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中小学生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要求。

3.0.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设计单位应由具备相应的设计经

验，其设计内容应同时满足体育工艺设计要求。

3.0.4 承担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

经验、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项目负

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备专项职业技术能力。

3.0.5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所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国家、福建

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环境保护要求，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

汰的产品。

3.0.6 进场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

件；需要现场配制的材料，其配合比应经试验验证确定，经试

验确定的配合比不得任意改变。施工现场严禁添加配方以外的

任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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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有机类材料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远离火和热源

的场所，不得露天存放和暴晒，贮存温度应为 5℃～35℃；无

机类材料应贮存在干燥、通风、不受潮湿雨淋的场所。

3.0.8 施工安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 59的有关规定；施工环境保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的有关规定。

3.0.9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施工前应对基层进行验收，强度、

密实度、平整度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基层有害物质不得对

面层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3.0.10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管理及保养应符合本标准第

8 章的要求，维护保修期应不低于 2 年。保修内容应包含面层

起泡、开裂、脱层、草皮周边及接缝开胶、草簇脱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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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要求

4.1 材料化学性能

4.1.1 现浇型和预制型面层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应符合表

4.1.1的要求。

表 4.1.1 现浇型和预制型面层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有害

物质

含量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

基二异氰酸酯（HDI）总和/（g/kg） ≤0.2

《中小学

合成材料

面层运动

场地》GB
36246

游离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g/kg） ≤1.0
3,3’-二氯-4,4’-二氨基二苯甲烷（MOCA）/

（g/kg） ≤1.0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
DEHP）总和/（g/kg） ≤1.0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DINP、
DIDP）总和/（g/kg） ≤1.0

短链氯化石蜡（C10-C13）/（g/kg） ≤1.5
18种多环芳烃总

和/（mg/kg）
面层整体 ≤50

表层 5mm以内 ≤20
苯并[a]芘/（mg/kg） ≤1.0

重金属/（mg/kg）

可溶性铅 ≤50
可溶性镉 ≤10
可溶性铬 ≤10
可溶性汞 ≤2

有害物质释

放量/
[mg/(m2·h)]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5.0
甲醛 ≤0.4
苯 ≤0.1

甲苯、二甲苯和乙苯总和 ≤1.0
二硫化碳 ≤7.0

气味 气味等级/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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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和 18 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见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

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

4.1.2 人造草面层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4.1.2的要求。

表 4.1.2 人造草面层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有害物质

释放量/
[mg/(m2·h)]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5.0
《中小学合

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
GB 36246

甲醛 ≤0.4
苯 ≤0.1

甲苯、二甲苯和乙苯总和 ≤1.0
二硫化碳 ≤7.0

注：当辅以缓冲垫、配套的填充颗粒和石英砂时，人造草面层不包括缓冲垫、填充颗粒

和石英砂。

4.1.3 胶体主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4.1.3的要求。

表 4.1.3 胶体主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聚氨酯胶

体主料

丙烯酸胶

体主料

游离甲醛/（g/kg） ≤0.50 ≤0.50

《中小学

合成材料

面层运动

场地》GB
36246

苯/（g/kg） ≤0.05 ≤0.05
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和/（g/kg） ≤1.0 ≤0.10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

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总

和/（g/kg）
≤10 —

短链氯化石蜡（C10-C13）/（g/kg） ≤1.5 ≤1.5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

BBP、DEHP）总和/（g/kg） ≤1.0 ≤1.0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DNOP、DINP、DIDP）总和/（g/kg） ≤1.0 ≤1.0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g/L） ≤30 ≤30

重金属/
（mg/kg）

可溶性铅 ≤50 ≤50
可溶性镉 ≤10 ≤10
可溶性铬 ≤10 ≤10
可溶性汞 ≤2 ≤2

注：1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具体名称见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36246-2018中附录 A。

2 测定“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总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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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先检测固化剂样品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

总和”的含量，然后配比进行计算。

4.1.4 颗粒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应符合表 4.1.4的要求。

表 4.1.4 颗粒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18种多环芳烃总

和/（mg/kg）
与人体直接接触 ≤20

《中小学合

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
GB 36246

不与人体直接接触 ≤50
苯并[a]芘/（mg/kg） ≤1.0

重金属/（mg/kg）

可溶性铅 ≤50
可溶性镉 ≤10
可溶性铬 ≤10
可溶性汞 ≤2

气味 气味等级/级 ≤3

注：1 18 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见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 中附录 B。

2 与人体直接接触的颗粒是指人造草面层中的填充颗粒及现浇型面层表面起到防

滑、耐磨作用的颗粒；不与人体直接接触的颗粒是指用于填充现浇型面层底胶层带有一

定弹性的颗粒。

4.1.5 人造草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本标准表 4.1.5的要求。

表 4.1.5 人造草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
DEHP）总和/（g/kg） ≤1.0

《中小学合

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
GB 36246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
DINP、DIDP）总和/（g/kg） ≤1.0

18种多环芳烃总和/（mg/kg） ≤50
苯并[a]芘/（mg/kg） ≤1.0

重金属/（mg/kg）

可溶性铅 ≤50
可溶性镉 ≤10
可溶性铬 ≤10
可溶性汞 ≤2

气味 气味等级/级 ≤3

注：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和 18 种多环芳烃具体名称见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

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中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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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聚氯乙烯卷材、块材的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6的要求，其他的预制卷材、块材的有害物质限量和气

味应符合本标准表 4.1.4的要求。

4.1.7 人造草和预制卷材、块材配套的胶粘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

的限量要求，其中溶剂型胶粘剂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不大

于 420 g/L。

4.1.8 室内用标线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用

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2-2020中水性内墙涂料的要

求，室外用标线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4.1.8的要求。

表 4.1.8 室外用标线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溶剂型 水基型

总挥发性有机物/（g/L） ≤420 ≤100
《建筑用墙面涂

料中有害物质限

量》GB 18582

苯/（g/kg） ≤3 —
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

含量/（g/kg） ≤200 —

游离甲醛/（mg/kg） — ≤50

重金属/
（mg/kg）

可溶性铅 ≤90
《涂料中可溶性

有害元素含量的

测定》
GB/T 23991

可溶性镉 ≤75
可溶性铬 ≤60
可溶性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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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中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应符合表

4.1.9的要求。

表 4.1.9 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要求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总和/（g/kg） ≤1.0

《中小学

合成材料

面层运动

场地》
GB 36246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DINP、DIDP）总和/（g/kg） ≤1.0

18种多环芳烃总和/（mg/kg） ≤20

苯并[a]芘/（mg/kg） ≤1.0

重金属/（mg/kg）

可溶性铅 ≤50

可溶性镉 ≤10

可溶性铬 ≤10

可溶性汞 ≤2

气味 气味等级/级 ≤3

注：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和 18 种多环芳烃的具体名称见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

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2018 中附录 A。

4.1.10 人造草面层填充用石英砂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2010中 A类

装饰装修材料的规定。

4.2 材料物理性能

4.2.1 防滑颗粒及人造草面层填充用颗粒的高聚物总量应不小

于 20%，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橡胶和橡胶制品 热重分析法测

定硫化胶和未硫化胶的成分 第 1部分：丁二烯橡胶、乙烯-丙

烯二元和三元共聚物、异丁烯-异戊二烯橡胶、异戊二烯橡胶、

苯乙烯-丁二烯橡胶》GB/T 14837.1和《橡胶和橡胶制品 热重

分析法测定硫化胶和未硫化胶的成分 第 2部分：丙烯腈-丁二

烯橡胶和卤化丁基橡胶》GB/T 14837.2的规定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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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跑道面层、球场面层和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不含人造

草面层）的无机填料含量质量百分比应不大于 60%，应按国家

标准《橡胶灰分的测定第 1部分：马弗炉法》GB/T 4498.1-2013

方法 A的规定进行检测,试验温度（550±25）℃。

4.2.3 跑道面层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4.2.3的要求。

表 4.2.3 跑道面层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厚度/mm

任一点厚度≥10
低于设计值10%的点

数≤总测点的 10%
平均厚度≥13

《中小学合

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
GB 36246

冲击吸收/% 35～50
垂直变形/mm 0.6～3.0

抗滑值/（BPN,20℃） ≥47（湿测）

拉伸强度
/MPa

渗水性 ≥0.4
非渗水性 ≥0.5

拉断伸长率/% ≥40

耐老化性

能（500h）

拉伸强

度/MPa
渗水性 ≥0.4
非渗水性 ≥0.5

拉断伸长率/% ≥40
阻燃/级 Ⅰ

注：跑道面层不包括聚氯乙烯面层。

4.2.4 球类场地面层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4.2.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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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球类场地面层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厚度/mm

任一点厚度≥6
低于设计值 10%的

点数≤总测点的 10%
平均厚度≥8

《中小学合成

材料面层运动

场地》GB
36246

冲击吸收/% 20～50
垂直变形/mm 0.6～3.0

抗滑值/（BPN,20℃） 80～110（干测）

拉伸强度

/MPa
渗水性 ≥0.4

非渗水性 ≥0.5
拉断伸长率/% ≥40

耐老化性

能（500h）

拉伸强

度/MPa
渗水性 ≥0.4
非渗水性 ≥0.5

拉断伸长率/% ≥40
阻燃/级 Ⅰ

球反弹率/%

篮球场地面层：≥75
《合成材料运

动场地面层》

GB /T 14833

网球场地面层：≥80

《体育场地使

用要求及检验

方法 第 7部
分：网球场地》

GB/T 22517.7
注：球类场地面层包含篮球场地面层、排球场地面层、羽毛球场地面层、网球场地面层。

4.2.5 足球场人造草面层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4.2.5的要求。

4.2.5 足球场人造草面层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冲击吸收/% 45～70 《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36246垂直变形/mm 4～11

球反弹率/% 30～50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GB /T
14833

注：当辅以缓冲垫、配套的填充颗粒和石英砂时，人造草面层应包括缓冲垫、填充颗粒

和石英砂。

4.2.6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采用人造草铺装时，其冲击吸收和垂

直变形应符合本标准 4.2.5中足球场人造草面层的要求，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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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装的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4.2.6的要求。

表 4.2.6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厚度/mm
低于设计值 10%的点

数≤总测点的 10%
平均厚度≥7

《合成材料运动

场地面层》
GB /T 14833

抗滑值/（BPN,20℃）
80～110（干测）或

47～110（干测）

冲击吸收/% 20～70
垂直变形/mm ≤6

拉伸强度
/MPa

渗水性 ≥0.3
非渗水性 ≥0.4

拉断伸长率/% ≥40
阻燃/级 Ⅰ

耐磨性（未

老化）

磨耗量（500r～1500r
之间的质量损失）/g ≤4.0

耐老化性

能（500h）

拉伸强

度/MPa
渗水性 ≥0.3 《中小学合成材

料面层运动场

地》GB 36246
非渗水性 ≥0.4

拉断伸长率/% ≥40

4.2.7 人造草性能应符合表 4.2.7的要求。

表 4.2.7 人造草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簇密度＜18000 簇密度≥18000

草丝拉断力/N 开网丝 ≥60

《体育用人造

草》
GB/T 20394

单丝 ≥10
老化后草丝拉

断力保留率/%
开网丝 ≥80
单丝 ≥80

单簇草拔出力/N ≥30 ≥20
阻燃性/mm 中心到损毁边缘的最大距离≤50

耐酸性(试验时间 48h) 草丝颜色无明显变化，背胶无老化现象

耐碱性(试验时间 48h) 草丝颜色无明显变化，背胶无老化现象

底布拉断力
/(N/50mm)

纵向 ≥800 ≥600
横向 ≥800 ≥600

注：1 草丝拉断力及其老化后草丝拉断力保留率仅检测标称草丝高度大于或等于 30mm

的单丝和开网丝，标称草丝高度小于 30mm的不检测，卷曲丝的不检测。

2 单簇草拔出力仅检测标称草丝高度大于或等于 20mm 的草皮，标称草丝高度小

于 20mm 的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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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标线涂料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4.2.8的要求。

表 4.2.8 标线涂料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容器中状态 应无结块、结皮现象，易于搅匀

《路面标线

涂料》
JT/T 280

涂膜外观
干燥后，应无发皱、泛花、起泡、

开裂等现象

耐磨性，mg
(200转/1000g后减重) ≤40(JM-100橡胶砂轮)

耐水性 在水中浸 24h应无异常现象

耐碱性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浸 24h无

异常现象

附着性（划圈法）/级 溶剂型：≤4；水基型：≤5

4.2.9 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4.2.9的要求。

表 4.2.9 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物理性能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冲击吸收/% ≥45 《中小学合成材料

面层 运动场地》
GB 36246

垂直变形/mm 0.6～2.5
拉伸强度/MPa ≥0.55

渗水性/L/(min·m2) ≥20 《体育用人造草》
GB/T 20394

注：具有孔洞的缓冲垫不检测渗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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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设计宜与运动场地的整体规划

设计同步进行。

5.1.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材料应满足人员身体健康、安全、

比赛、教学、训练的要求及运动项目对地面材料及构造的要求。

5.1.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应根据合成材料运动场地的定位、面

层材料的性能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选择相应的结构形式。

5.1.4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透气型跑道面层适用于各类学校的教学、健身用场地；

2 复合型跑道面层适用于一般赛事的比赛、训练用场地；

3 混合型跑道面层适用于体育场、一般赛事和专业训练用

场地；

4 全塑型跑道面层适用于专业赛事的比赛、训练用场地；

5 预制型面层适用于专业赛事的比赛、训练用场地；

6 聚氨酯球场面层一般适用于篮球、排球的比赛、训练、

教学及健身用场地；丙烯酸球场面层一般适用于网球的比赛和

训练场地；

7 人造草面层一般适用于比赛、训练、教学、健身用足球

场地。

5.1.5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设计应符合各项运动场地的坡

度要求，排水应通畅，宜根据场地面层的清洗、保养及维护等

方面要求，合理设置排水设施。



18

5.1.6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周边缓冲区、场地线的设计，应

按照现行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体育场地与设施（一）》

08J933-1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5.2 跑道面层

5.2.1 跑道场地包括比赛场地、教学场地及练习场地等。正规

比赛的运动场地面层技术指标与规格等应符合相应运动项目规

则的有关规定。

5.2.2 助跑道面层材料宜与跑道面层材料相同。

5.2.3 跑道面层所有分道线、起点线、终点线等，应采用白色

标志线，且宽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

验方法 第 6部分：田径场地》GB/T 22517.6的规定。

5.2.4 跑道面层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需加厚区域外，竞赛场地面层平均厚度不应小于

13mm；低于设计厚度 10%的点数不应大于总测点的 10%，且

任何区域的厚度均不应小于 10mm；

2 跳高起跳区中助跑道最后 3m、跳远及三级跳远区中助

跑道最后 13m、掷标枪和撑杆跳高中助跑道最后 8m的区域，

面层厚度均不应小于 20mm；

3 障碍赛跑水池落地区面层厚度不应小于 25mm。

5.2.5 跑道面层表面应平坦，其平整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行国家标准《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6部

分：田径场地》GB/T 22517.6中规定的Ⅰ类场地，应满足 4m直

尺下间隙不大于 6mm；或 1m直尺下间隙不大于 3mm；

2 现行国家标准《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6部

分：田径场地》GB/T 22517.6中规定的Ⅱ、Ⅲ类场地，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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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直尺下间隙不大于 6mm，3mm~6mm 间隙的点位数不大于

总检测点的 15%；或 1m直尺下间隙不大于 3mm，1mm~3mm

间隙的点位数不大于总检测点的 15%。

5.2.6 跑道面层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环形跑道的纵向坡度（跑进方向）不应大于 0.1%；横

向坡度（由外沿向内沿，垂直于跑进方向）不应大于 1%；

2 跳远、三级跳远和撑杆跳高助跑道最后 40m的纵向坡

度不应大于 0.1%；扇形半圆区域内跳高助跑道最后 15m 的纵

向坡度不应大于 0.4%；跳远、三级跳远和撑杆跳高助跑道的横

向坡度不应大于 1%；

3 标枪助跑道最后 20m，沿跑进方向坡度不应大于 0.1%，

横向坡度不应大于 1%；铅球、铁饼、标枪和链球落地区沿投

掷方向坡度不应大于 0.1%；铅球、铁饼、链球的投掷圈应保持

水平。

5.2.7 跑道面层使用综合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运动项目的布置应紧凑合理，在满足各项比赛、教学、

训练或健身要求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

2 面层应排水良好，配有良好的排水设施，沿跑道内侧应

设内环形排水沟，全场外侧宜设置外环形排水沟；内、外环形

排水沟应满铺漏水盖板，且应铺设与跑道相同的合成材料面层。

5.2.8 跑道面层分为透气型跑道面层、混合型跑道面层、复合

型跑道面层、全塑型跑道面层和预制型跑道面层，其构造应符

合图 5.2.8的要求。



20

（a）透气型跑道面层

1—防滑耐磨层；2—冲击吸收层；

3—封闭隔离层；4—场地基层

（b）混合型跑道面层

1—防滑耐磨层；2—冲击吸收层；

3—封闭隔离层；4—场地基层

（c）复合型跑道面层

1—防滑耐磨层；2—弹性加强层；3—

冲击吸收层；

4—封闭隔离层；5—场地基层

（d）全塑型跑道面层

1—防滑耐磨层；2—冲击吸收层；

3—封闭隔离层；4—场地基层

（e）预制型跑道面层

1—预制面层；2—胶粘剂层；3—场地基层

图 5.2.8 跑道面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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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球场面层

5.3.1 球场面层的厚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4.2.4条的规定。

5.3.2 球场面层的平整度应满足 3m直尺下间隙不大于 4mm。

5.3.3 球场面层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单片场地应采用边线向边线放坡的形式，在同一个斜面

上；

2 并列多片场地，从边线到边线向同一方向倾斜的场地不

应大于 2片，从端线到端线向同一方向倾斜的场地应不应大于

2片；

3 排球场、篮球场纵向（平行于边线方向）坡度为

0.3%~0.5%，横向（垂直于边线方向）坡度为 0.3%~0.5%；

4 网球场纵向（平行于边线方向）坡度不应大于 0.4%，

横向（垂直于边线方向）坡度不应大于 0.5%。

5.3.4 球场面层按其组成材料分为聚氨酯面层（图 5.3.4-a）和

丙烯酸面层（图 5.3.4-b）。

（a）聚氨酯面层

1—面漆；2—加强层；3—冲击吸收层；

4—封闭隔离层；5—场地基层

（b）丙烯酸面层

1—饰面层；2—防滑层；3—弹性层；

4—中间层；

5—底层；6—封闭隔离层；7—场地

基层

图 5.3.4 球场面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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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人造草面层

5.4.1 人造草面层一般适用于足球场地。

5.4.2 人造草足球场面层的平整度应满足直径 3m范围内间隙

不大于 10mm。

5.4.3 人造草足球场面层的坡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无渗水功能的场地，与场地长轴线成直角方向的坡度不

应大于 0.8%；

2 有渗水功能的场地，与场地长轴线成直角方向的坡度不

应大于 0.3%。

5.4.4 室外人造草足球场地面层除考虑坡度排水外，还应根据

场地具体布置情况、当地气候条件计算确定排水沟的位置、深

度、宽度以及草坪下的排水暗管或盲沟等。

5.4.5 人造草面层宜填充石英砂及橡胶颗粒（图 5.4.5），填充

厚度以人造草丝露出填充物 15mm~20mm为宜。

图 5.4.5 人造草面层构造

1—人造草面层（填充石英砂、橡胶颗粒）；2—缓冲垫层（若有时）；

3—场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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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单位应按工程设计施工图纸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

程设计，如有变更须经设计单位同意并确认。

6.1.2 施工单位应建立工程质量管理体系，按照要求进行自检，

并应有完整的施工检查记录。

6.1.3 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报建设单位或监理单

位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

6.1.4 原材料进场时，应对其规格、型号、外观、包装和产品质

量合格证明文件进行检查，并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6.1.5 运动场地面层施工时，场地基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层表面应清洁干燥，含水率宜小于 8%，不得有油污，

不应有车辙、硬结、凹沉、龟裂、开裂或起砂等现象，伸缩缝

要清洗干净，水泥混凝土基层表面应压光拉毛；

2 场地应有良好的排水性能，基层的平整度、坡度应符合

设计和规范要求；

3 沥青混凝土基层压实度不应低于 95%，水泥混凝土基

层强度不应低于 C25；

4 沥青混凝土基层施工完成后，应充分晾置、挥发有害气

体后，再进行面层施工；

5 基层有害物质不得对面层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不应使用

煤焦油沥青作为场地基础材料。

6.1.6 运动场地施工环境温度宜大于 15℃，五级风及以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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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雨后场地潮湿的环境条件不应进行面层施工。

6.1.7 现浇型面层施工前，宜按照确定的施工配合比和施工工

艺制作样板，施工时应以样板作为标准进行施工。

6.1.8 运动场地面层施工过程中的各道工序，均应在前一道工

序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

6.1.9 施工过程应及时清理场地作业面，保持配料场地及周围

平整、干净。施工半成品和成品均应采取相应措施保护。

6.2 施工准备

6.2.1 设计和施工单位应对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设计图纸进

行会审和技术交底。

6.2.2 施工单位应取得必要的施工许可手续。

6.2.3 施工单位应组织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安全技术交

底。

6.2.4 施工单位应勘察现场，收集天气信息，合理安排施工进

度。

6.2.5 所有物料机具应按施工总平面布置图所确定的区域整齐

堆放，并在显眼处进行标识，临设料房和机具要做好防潮、防

漏、防火工作，并应对施工现场进行防护处理。

6.2.6 施工单位应落实机械机具和原材料的供应，调配施工力

量。

6.3 现浇型面层

Ⅰ 透气型跑道面层

6.3.1 透气型跑道面层应按下列顺序进行施工：

1 基层处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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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刷封闭隔离层；

3 铺设冲击吸收层；

4 铺设防滑耐磨层；

5 划线。

6.3.2 涂刷封闭隔离层时，可以使用滚筒或喷涂机按照产品使

用书的要求进行涂刷，场地铺设范围应全部滚涂或喷涂到位，

不应出现漏涂现象。

6.3.3 冲击吸收层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将胶体主料与填充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使用摊铺机

均匀的摊铺在封闭隔离层上；

2 摊铺宜采用由跑道内圈向外圈，由半圆内向半圆外的铺

设顺序；

3 摊铺机的速度，应根据胶体主料的固化速度设置；

4 冲击吸收层不宜分层摊铺，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6.3.4 防滑耐磨层的铺设宜采用喷涂颗粒工艺，应将胶体主料

与防滑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

均匀喷涂在冲击吸收层上，每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Ⅱ 复合型跑道面层

6.3.5 复合型面层施工流程宜按下列顺序进行：

1 基层处理、验收；

2 涂刷封闭隔离层；

3 铺设冲击吸收层；

4 铺设弹性加强层；

5 铺设防滑耐磨层；

6 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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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涂刷封闭隔离层时，可以使用滚筒或喷涂机按照产品使

用书的要求进行涂刷，场地铺设范围应全部滚涂或喷涂到位，

不应出现漏涂现象。

6.3.7 冲击吸收层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将胶体主料与填充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使用摊铺机

均匀的摊铺在封闭隔离层上；

2 摊铺宜采用由跑道内圈向外圈，由半圆内向半圆外的铺

设顺序；

3 摊铺机的速度，应根据胶体主料的固化速度确定；

4 冲击吸收层不宜分层摊铺，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6.3.8 铺设弹性加强层时，宜分两道施工：第一道将加强层胶

体主料各组分（或其他增稠型粉体）搅拌均匀，使用刮涂方式

将冲击吸收层间隙薄封一道；第二道将加强层胶体主料各组分

搅拌均匀，使用刮涂或喷涂方式施工一遍，其厚度应符合设计

要求。

6.3.9 铺设防滑耐磨层宜采用撒颗粒工艺、喷涂颗粒工艺或自

结纹工艺，其施工工艺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撒颗粒工艺：胶体主料刮涂在弹性加强层后撒上防滑颗

粒，也可在防滑颗粒上刷防护胶；

2 喷涂颗粒工艺：胶体主料与防滑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

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均匀喷涂在弹性加强层上，每

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3 自结纹工艺：胶体主料的各组分按照配合比搅拌均匀，

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均匀喷涂在弹性加强层上，每

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Ⅲ 混合型跑道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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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 混合型跑道面层应按下列顺序进行施工：

1 基层处理、验收；

2 涂刷封闭隔离层；

3 铺设冲击吸收层；

4 铺设防滑耐磨层；

5 划线。

6.3.11 涂刷封闭隔离层时，可以使用滚筒或喷涂机按照产品使

用书的要求进行涂刷，场地铺设范围应全部滚涂或喷涂到位，

不应出现漏涂现象。

6.3. 12 冲击吸收层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将胶体主料与填充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使用摊铺机

均匀的摊铺在封闭隔离层上；

2 摊铺宜采用由跑道内圈向外圈，由半圆内向半圆外的铺

设顺序；

3 摊铺机的速度，应根据胶体主料的固化速度确定；

4 冲击吸收层宜分两道摊铺，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6.3.13 铺设防滑耐磨层宜采用撒颗粒工艺、喷涂颗粒工艺或自

结纹工艺，其施工工艺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撒颗粒工艺：胶体主料涂在冲击吸收层后撒上防滑颗

粒，也可再在防滑颗粒上刷防护胶；

2 喷涂颗粒工艺：胶体主料与防滑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

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均匀喷涂在冲击吸收层上，每

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3 自结纹工艺：胶体主料的各组分按照配合比搅拌均匀，

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均匀喷涂在冲击吸收层上，每

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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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全塑型跑道面层

6.3.14 全塑型跑道面层应按下列顺序进行施工：

1 基层处理、验收；

2 涂刷封闭隔离层；

3 铺设冲击吸收层；

4 铺设防滑耐磨层；

5 划线。

6.3.15 涂刷封闭隔离层时，可以使用滚筒或喷涂机按照产品使

用书的要求进行涂刷，场地铺设范围应全部滚涂或喷涂到位，

不应出现漏涂现象。

6.3. 16 铺设冲击吸收层时，应将冲击吸收层胶体主料各组分

按照比例搅拌均匀，使用刮涂或喷涂方式均匀施工，其厚度应

符合设计要求。

6.3.17 铺设防滑耐磨层宜采用撒颗粒工艺、喷涂颗粒工艺或自

结纹工艺，其施工工艺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撒颗粒工艺：胶体主料涂在冲击吸收层后撒上防滑颗

粒，也可在防滑颗粒上刷防护胶；

2 喷涂颗粒工艺：胶体主料与防滑颗粒按要求搅拌均匀，

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均匀喷涂在冲击吸收层上，每

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3 自结纹工艺：胶体主料的各组分按照配合比搅拌均匀，

按照厂家给出的用量和施工次数均匀喷涂在冲击吸收层上，每

次喷涂的方向相反。

Ⅴ 聚氨酯面层

6.3.18 聚氨酯面层施工流程宜按下列顺序进行：

1 基层处理、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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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涂刷封闭隔离层；

3 铺设聚氨酯冲击吸收层；

4 铺设聚氨酯加强层；

5 涂刷聚氨酯面漆；

6 划线。

6.3.15 聚氨酯面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料时，将各组分按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均匀搅拌；

2 涂刷封闭隔离层时，应避免出现气泡；

3 铺设聚氨酯冲击吸收层、聚氨酯加强层、聚氨酯面漆

时应先检查前一层平整度，待前一层干透、稳固后均匀由内向

外摊铺；

4 铺设聚氨酯加强层时，可用带砂纸的带式打磨机在场

地反复打磨平整；

5 试水找平，将水浇在打磨好的场地上，场地应无积水，

如有积水应标出积水区域，用搅拌好的材料填平；

6 涂刷聚氨酯面漆时，将材料按要求均匀搅拌后，用滚

涂或喷涂方式涂在已做好的场地上；

7 收边部位应进行修整。

Ⅵ 丙烯酸面层

6.3.16 丙烯酸面层分为弹性和非弹性面层，施工流程宜按下列

顺序进行：

1 基层处理、验收；

2 涂刷封闭隔离层（必要时）；

3 刮涂底层；

4 刮涂中间层；

5 刮涂弹性层（为弹性面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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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刮涂防滑层；

7 刮涂饰面层；

8 划线。

6.3.17 丙烯酸面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涂刷封闭隔离层时，应避免出现气泡；

2 刮涂底层时，将强化沥青填充剂、拌合砂、水按比例

混合搅拌，刮涂两遍待表干后找平地面；

3 刮涂中间层时，应将丙烯酸强化填充剂与砂、水充分

拌和后，进行分层刮涂；

4 中间层固化后应试水找平，将水浇在场地上，场地应

无积水，如有积水应标出积水区域，用搅拌好的材料填平；

5 刮涂弹性层时，应将丙烯酸胶粘剂与填充橡胶颗粒按

产品使用说明的要求搅拌均匀后，分层刮涂到规定厚度；

6 刮涂防滑层时，应将丙烯酸色料浓缩物与石英砂、水

搅拌均匀后，进行分层刮涂；

7 刮涂饰面层时，应将丙烯酸色料浓缩物加水搅拌均匀

后，进行分层刮涂。

6.4 预制型面层

6.4.1 预制卷材、块材面层施工宜按下列顺序进行：

1 基层处理、验收；

2 刮涂胶粘剂层；

3 铺设预制卷材、块材；

4 划线。

6.4.2 预制卷材、块材面层施工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刮涂胶粘层时，厚度要均匀，不得出现堆积过厚或漏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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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位；

3 面层施工应无分层或空鼓现象，接头应平顺，不应出现

台阶式凹凸。

6.5 人造草面层

6.5.1 人造草面层施工宜按下列顺序进行:

1 基层处理、验收、检查排水设施；

2 点、位、线放样；

3 铺设弹性垫层（若有时）；

4 铺设人造草；

5 复核点、位、线；

6 填充型场地铺装填充物。

6.5.2 人造草面层铺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准确放线定位，功能线标注平直清晰；

2 根据场地定位线码放草卷、推铺草皮，确保边线不弯曲，

草面无起拱褶皱；

3 草皮摊铺后应进行醒草，草丝伸直率应大于 95%；

4 应使用专用裁剪刀平齐裁剪多余底布，不得裁到草苗，

接缝间隙不应大于 3mm。

6.5.3 人造草粘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粘接前，需清洁草皮底面、连接带，确保表面干燥无水

份；

2 将专用胶水分别涂刷在草皮接缝处底部及连接带上，两

幅草皮连接处连接带宽度不宜低于 15cm，划线区连接带宽度不

宜低于 30cm；待胶水晾至快干时进行粘结，并用橡皮锤锤击，

达到接缝处无缺陷、无脱胶，不允许有凸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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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铺贴完成后养护不应少于 3d，养护期间要密切注意保

养和防护，避免曝晒、水浸、移动。

6.5.4 对安装点、位、线进行复核，粘接位置应粘结紧密。

6.5.5 对填充型场地，填充过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使用专业填充设备均匀铺撒指定规格的砂粒，并采取措

施保证砂粒充分落实，露出的草苗整齐且高度一致，确保平整

度；

2 根据设计要求的规格填充胶粒，并使用硬质毛刷梳理、

平整胶粒填充层，保证填充物之上露出的草丝挺立、高度一致。

人造草露出填充物的高度不应大于 10mm；

3 使用人造草专用胶水将人造草与周边基层粘接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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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 收

7.1 一般规定

7.1.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的检测结果

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层的厚度结果应按照表4.2.3或表4.2.4或表4.2.6进行

评定，三针测厚仪的精度应为1mm；

2 气味评定应以各批次中最差评定等级作为该项目气味

评定等级；

3 除厚度和气味评定外，其他检测项目的结果应取各批次

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7.1.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工程应在监理（建设）单位见证下对

进场材料、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进行取样检测，检测应由有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承担。进场材料经检测合格方可用于工

程，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经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7.1.3 室内合成材料运动场地环境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要求。

7.1.4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检测不合格时应按下列规定处

理：

1 当面层物理性能检测结果不满足本标准 4.2的要求时，

应进行整改，直至合格；

2 当有害物质含量不符合本标准 4.1的要求时，应作更换

或拆除处理；

3 当有害物质释放量和气味不符合本标准 4.1的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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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 1个月后进行复检，复检仍不符合要求，应作更换或拆除

处理。

7.1.5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工程验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

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设计单位项目

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7.1.6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2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合格和监理

评估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3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共同确

认。

7.1.7 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其他设计文件；

2 施工方案；

3 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出厂检测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

进场复验报告；

4 分项工程的验收记录；

5 施工记录；

6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应包括

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

7.1.8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划分为现浇型面层、预制型面层、

人造草面层等分项工程。

7.1.9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应包括实物检查和资料检查，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的质量抽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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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计数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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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设计无具体或本标准条款无具体要求时要求时，合格点

率应达到 85%及以上，且不得有严重缺陷；

3 应有完整的质量检验记录，重要工序应具有完整的施工

操作记录。

7.1.10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分项工程的检验批的质量验

收记录表按照本标准附录 C执行。

7.1.11 不合格检验批的处理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9中第 5.0.6条规定。

7.2 现浇型面层

Ⅰ 主控项目

7.2.1 所用胶体主料、颗粒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2 所用胶体主料、颗粒应进行进场复验，进场复验的项目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1要求，取样方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0.4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号、同一品种、同一

进场时间为一检验批，每批的抽查数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0.1

要求。

7.2.3 标线涂料应进行进场复验，进场复验的项目应符合本标

准附录 A.0.2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号、同一品种不超过

15t为一个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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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面层应进行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检测，化学性能检测项

目应符合本标准 4.1.1要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不包括厚度）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5或 A.0.7或 A.0.9要求，其取样方式应

符合本标准附录 B.0.3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 B.0.2要求。

Ⅱ 一般项目

7.2.5 面层的坡度、点位线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坡度使用水准仪（精度为±1mm）或全站仪测

量，点位线位置使用 1级钢卷尺测量。

检查数量：按面积每 100m2抽查 1 处且不得少于 3处。

7.2.6 面层的平整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

跑道面层间隙应不大于 3mm，球场面层间隙应不大于 4mm。

检查方法：跑道面层用2m直尺和塞尺，球场面层用4m直

尺和塞尺。

检查数量：按面积每 100m2抽查 1处且不得少于 3处。

7.2.7 面层的厚度应符合本标准 4.2.3或 4.2.4或 4.2.6的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

地》GB 36246进行检测。

7.2.8 面层的色泽应均匀一致，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9 面层的外观应无气泡、裂痕或脱层现象，接缝须平直、

无明显痕迹。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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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10 面层与基层的粘接应牢固，无脱胶或凹凸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11 标志线应清晰不反光、平直、均匀、无虚边，与面层粘

合牢固。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 预制型面层

Ⅰ 主控项目

7.3.1 预制卷材、块材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2 预制卷材、块材和与其配套的胶粘剂应进行进场复验，

进场复验的项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1和 A.0.4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预制卷材、块材以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预制

卷材、块材不超过 5000m2为一个检验批，胶粘剂按同一生产

厂家、同一批号、同一品种、同一进场时间为一批，每批的抽

查数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0.1的要求。

7.3.3 标线涂料应进行进场复验，进场复验的项目应符合本标

准附录 A.0.2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号、同一品种不超过

15t为一个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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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面层应进行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检测，化学性能检测项

目应符合本标准 4.1.1要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不包括厚度）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5或 A.0.7或 A.0.9要求，其取样方式应

符合本标准附录 B.0.3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按本标准附录 B.0.2要求。

Ⅱ 一般项目

7.3.5 面层的坡度、点位线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坡度使用水准仪（精度为±1mm）或全站仪测

量，点位线位置使用 1级钢卷尺测量。

检查数量：按面积每 100m2抽查 1处且不得少于 3处。

7.3.6 预制卷材、块材外观应完整无破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7 面层的平整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

跑道面层间隙应不大于 3mm，球场面层间隙应不大于 4mm。

检查方法：跑道面层用2m直尺和塞尺，球场面层用4m直

尺和塞尺。

检查数量：按面积每 100m2抽查 1处且不得少于 3处。

7.3.8 面层的厚度应符合本标准 4.2.3或 4.2.4或 4.2.6的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按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

地》GB 36246进行检测。

7.3.9 面层的色泽应均匀一致，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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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0 面层的外观应无气泡、裂痕或脱层现象，接缝须平直、

无明显痕迹。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11 面层与基层的粘接应牢固，无脱胶或凹凸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12 标志线应清晰不反光、平直、均匀、无虚边，与面层粘

合牢固。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 人造草面层

Ⅰ 主控项目

7.4.1 人造草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2 人造草、缓冲垫、人造草配套的胶粘剂、人造草面层用

填充颗粒和石英砂应进行进场复验，进场复验的项目应符合本

标准附录 A.0.1、A.0.3、A.0.4、A.0.6和 A.0.11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进场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人造草、缓冲垫以同一品种、同一规格不超过

5000m2为一个检验批。人造草面层用填充颗粒和石英砂、人造

草配套的胶粘剂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批号、同一品种、同一

进场时间为一检验批。每批的抽查数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0.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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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面层应进行化学性能和物理性能检测，化学性能检测项

目应符合本标准的 4.1.2要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应符合本标准

附录 A.0.8 要求，取样方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0.3要求。

检查方法：检查检测报告。

检查数量：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0.2要求。

Ⅱ 一般项目

7.4.4 面层的点位线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1级钢卷尺测量。

检查数量：按面积每 100m2抽查 1处且不得少于 3处。

7.4.5 人造草外观应完整无破损。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6 面层的色泽应均匀一致，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7 面层与基层的粘接应牢固，无脱胶或凹凸现象。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8 面层的接缝须平直、无明显痕迹。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4.9 标志线应清晰不反光、平直、均匀、无虚边。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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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管理及维护保养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适用于竣工验收后交付使用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

层的管理及维护保养。

8.1.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应建立健全的维护保养技术档案

管理制度，宜建立场地养护信息管理平台系统。

8.1.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必要时应

结合专业检测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制定专项维护保养计划。

8.1.4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养护宜采用专用机械施工工

艺。

8.1.5 合成材料运动运动场地修补所用的材料应符合本标准第

4章的技术要求，进行专项维护保养的工程，建设单位项目负责

人应组织施工单位负责人按照本标准第7章进行验收。

8.1.6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维护保养应按面积配备养护设

备、检测设备及专业养护技术人员。

8.1.7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维护保养应采取防尘、降噪措施。

8.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管理

8.2.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使用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使用单位宜在运动场入口设置明示使用注意事项和限

制使用告知标识；

2 除专用施工机械外，禁止各种机动车辆和重型机械进入

场地，禁止携带易爆、易燃和腐蚀性物品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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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得穿钉鞋及细长高跟鞋踩踏人工草坪；

4 不得在合成材料场地上长期堆放重物，严禁用刀子及其

他利器破坏场地；

5 不得在合成材料面层使用粘贴性材料（如各类胶条、胶

布、口贴纸等）；

6 保持场内的清洁卫生，严禁吸烟、吃口香糖及携带含糖

类有色饮料或食品入内。

8.2.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养护应形成记录，技术档案管

理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维护养护所形成的档案应及时

归档并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2 应完善技术档案管理流程，宜建立数字化档案，包括技

术档案的收集整理、统计归档、保管借阅、检查等，技术档案

应真实、准确、完整；

3 维护养护技术档案应以每个场地为单位建立，应按规定

的范围、内容和要求进行收集归档，包括场地的原始施工图纸，

各类维护养护施工技术文件、日常巡查、检测资料等。

8.2.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养护宜进行信息化管理，建立的

场地数据库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场地数据库的建立应包括原材料合格证、现场取样检验

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等技术资料；

2 数据库信息采集应以场地竣工文件为主要依据，并结合

场地检查，养护的实施进行；

3 场地养护后，应及时对数据库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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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维护保养

8.3.1 跑道、球场面层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及时检查场地排水设施，如有堵塞要立即疏通，确保

场地排水畅通，避免场地内积水；

2 应定期清扫砂、树叶、垃圾等，每季度应至少整体清洁

一次，并及时清理表面余水；

3 有污物应使用软布、软毛刷等处理，严禁使用钢丝球等

硬质工具。如面层沾有油污宜采用中性清洁剂擦拭，严禁使用

强酸或强碱清洗；

4 各种标志及线，应保持清晰、醒目。有褪色、模糊时，

应重新描画；

5 合成材料面层场地的边缘应加以保护，不得随意掀动；

6 场地面层在发生断裂、脱层、起泡时，应及时修补，如

需铲除面层的应按照原施工工艺进行填补。

8.3.2 人造草面层的维护保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定期养护，时间间隔不应超过1个月；

2 应保持清洁、及时清理杂物、污溃、油渍；

3 炎热、干燥天气要定期洒水；

4 草坪发生损坏时，应及时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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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进场材料、面层检测项目

A.0.1 胶体主料、颗粒、人造草、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及预制

卷材、块材的进场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1。
表 A.0.1 胶体主料、颗粒、人造草、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及预制卷材、

块材进场检测项目

项目

胶体主料

颗粒

聚氯乙
烯卷
材、块
材

其他类
预制卷
材、块
材

人造草
人造草
面层用
缓冲垫

聚氨酯胶
体主料

丙烯酸胶
体主料

游离甲醛 * * — — — — —
苯 * * — — — — —

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和 * * — — — — —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和游离六亚甲基二
异氰酸酯（HDI）总和

* — — — — — —

3,3’-二氯-4,4’-二氨基二苯
甲烷（MOCA） — — — — — — —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
物（DBP、BBP、DEHP）

总和
— — — — — * *

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
物（DNOP、DINP、DIDP）

总和
— — — — — * *

短链氯化石蜡 * * — — — *
18种多环芳烃总和 — — * — * * *

苯并[a]芘 — — * — * *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 * — — — — —

有害物质释放量 — — — — — —
氯乙烯单体 — — — *
挥发物含量 — — — *

重金属

可溶性铅 — — * — * * *
可溶性镉 — — * * * * *
可溶性铬 — — * * * * *
可溶性汞 — — * — * * *

气味 — — * — * * *
高聚物总量 — — * — — — —

注：*代表需要测，—代表不需要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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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标线涂料进场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2。
表 A.0.2 标线涂料进场检测项目

项目 溶剂型 水基型

总挥发性有机物 * *

苯 * —

甲苯+二甲苯+乙苯 * —

游离甲醛 — *

重金属

可溶性铅 *

可溶性镉 *

可溶性铬 *

可溶性汞 *

注：*代表需要测，—代表不需要测。

A.0.3 人造草面层填充用石英砂应进行放射性核素限量检测。

A.0.4 与人造草，预制卷材、块材配套的胶粘剂进场检测项目

应符合表 A.0.4。

表 A.0.4 与人造草，预制卷材、块材配套的胶粘剂进场检测项目

项目
溶剂型

胶粘剂

水基型

胶粘剂

本体型

胶粘剂

游离甲醛 * * —
苯 * * —

甲苯和二甲苯总和 * * —
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 — —

总挥发性有机物 * * *
二氯甲烷 * — —

1，2-二氯乙烷 * — —
1，1，2-三氯乙烷 * — —

三氯乙烯 * — —

注：*代表需要测，—代表不需要测。

A.0.5 跑道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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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5 跑道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厚度

2 拉伸强度

3 拉断伸长率

4 阻燃

5 冲击吸收

6 垂直变形

7 抗滑值

A.0.6 人造草物理性能进场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6。

表 A.0.6 人造草物理性能进场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草丝拉断力

2 老化后草丝拉断力保留率

3 单簇草拔出力

4 阻燃

5 耐酸性

6 耐碱性

7 底布拉断力

A.0.7 球类场地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7。

表 A.0.7 球类场地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厚度

2 冲击吸收

3 垂直变形

4 抗滑值

5 拉伸强度

6 拉断伸长率

7 阻燃

8 无机填料

9 球反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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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人造草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8。

表 A.0.8 人造草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冲击吸收

2 垂直变形

3 球反弹率

A.0.9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9 。

表 A.0.9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物理性能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厚度

2 拉伸强度

3 拉断伸长率

4 阻燃

5 冲击吸收

6 垂直变形

7 抗滑值

8 耐磨性

A.0.10 标线涂料物理性能进场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10 。

表 A .0.10 标线涂料物理性能进场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容器中状态

2 涂膜外观

3 耐磨性

4 耐水性

5 耐碱性

6 附着性

A.0.11 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物理性能进场检测项目应符合表

A.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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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1 人造草面层用缓冲垫物理性能进场检测项目

序号 项目

1 冲击吸收

2 垂直变形

3 渗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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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抽样规则

B.0.1 每个检验批的颗粒，胶体主料，与人造草面层配套用

的缓冲垫、石英砂，预制卷材、块材和人造草及其配套的胶粘

剂的每一种类至少取一组样品，抽样规则应符合表 B.0.1 的要

求。

表 B.0.1 颗粒，胶体主料，与人造草面层配套用的缓冲垫、石英砂，

预制卷材、块材和人造草及其配套的胶粘剂抽样规则

种类 每组取样量

颗粒 ≥500g

胶体主料

≥250mL
对于多组分胶体主料按配比取样，配

比最小的组分取样量应不少于 50mL
预制型卷材、块材 1块，300mm×400mm×实际厚度（mm）

人造草、缓冲垫
3块，每块 300mm×400mm×实际厚度

（mm）

石英砂 ≥2000g

与预制卷材、块材和人造草配

套的胶粘剂

≥250mL
对于多组分胶粘剂按配比取样，配比最小

的组分取样量应不少于 50mL

B.0.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检测项目（不包括面层厚度）抽

样规则应按表B.0.2的规定，取样后装入聚乙烯或聚四氟乙烯袋

密封。

表 B.0.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检测项目（不包括面层厚度）抽样规则

场地面积(S)/m2 抽样数量/点 样品数量及规格

S≤3000 ≥1 每点取样数量为4块
有害物质及气味检测用样品1块
（300mm×400mm×实际厚度）

物理性能及无机填料检测用样品3块
（500mm×500mm×实际厚度）

S≤6000 ≥2

S＞6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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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实际厚度是指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施工的实际厚度。

2 物理性能及无机填料用检测样品 3块，其中 1块作为检测用样，其余作为复检备

样。

B.0.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取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不包括人造草面层）取样要

求：有害物质限量及气味检测用样品应在合成材料面层铺装完

毕后 14d~28d内直接从运动场地上挖取；物理性能及无机填料

含量检测用样品应在合成材料面层现场铺装的同时平行制备，

平行样的制备配方、工艺和厚度应与现场施工相同，必要时，

可在铺装完成后的场地上挖取样品；

2 人造草面层取样要求：有害物质限量检测用样品应在

合成材料面层铺装完毕后14d~28d内直接从运动场地上挖取，

若人造草面层铺撒填充料，抽取样品时应将填充料去除干净，

以备检测用；物理性能检测用样品应在现场裁取未铺装的人造

草面层，其填充用石英砂或颗粒取样量应按取样面积与单位面

积颗粒填充量计算确定，必要时，应在铺装完成后的运动场地

上挖取样品，挖取的人造草面层样品应不带胶粘剂；

3 从运动场地上挖取样品时，应挖取至基层面；

4 取样后，样品用聚乙烯或聚四氟乙烯袋密封，置于阴凉

干燥处，样品选取后应在48h内送达实验室，并尽快开始测试；

5 测点可根据场地形状采用对角线、斜线、梅花状均匀布

点。如果场地环境条件不均匀一致，应取最不利区域进行取样。

B.0.4 颗粒，胶体主料，与人造草面层配套用的缓冲垫、石英

砂，预制卷材、块材和人造草及其配套的胶粘剂现场取样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样品应在进场施工前取样；

2 胶体主料、胶粘剂应充分搅拌后装入干净的玻瓶璃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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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氟乙烯瓶中密封保存；

3 颗粒、石英砂、缓冲垫、预制卷材、块材和人造草取样

后装入聚乙烯或聚四氟乙烯袋密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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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质量验收记录表

表 C-1 现浇型面层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面积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面层类型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内容及要求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

记录

检查

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原料品种、规格 符合第 7.2.1要求

2
原料

进场

复验

胶体主料 符合表 4.1.3要求

颗粒 符合表 4.1.4要求

标线涂料 符合第 4.1.8要求

3 面层

化学性能 符合表 4.1.1要求

物

理

性

能

跑道 符合表 4.2.3要求

球场 符合表 4.2.4要求

多功能运

功场地
符合表 4.2.6要求

一

般

项

目

4 面层的坡度、点位线

位置
符合第 7.2.5条要求

5 面层的平整度 符合第 7.2.6条要求

6 面层厚度 符合第 7.2.7条要求

7 面层的色泽 符合第 7.2.8条要求

8 面层的外观 符合第 7.2.9条要求

9 面层与基层的粘接性 符合第7.2.10条要求

10 标志线 符合第7.2.11条要求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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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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预制型面层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面积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

称
面层类型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负

责人

检验批容量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项目

最小/实
际抽样

数量

检查

记录

检查

结果

主

控

项

目

1 预制型卷材、块材的品

种、规格
符合第 7.3.1条要求

2 预制型卷材、块材进场

复验
符合第 4.1.6条要求

3 配套的胶粘剂进场复验 符合第 4.1.7条要求

4 标线涂料进场复验 符合第 4.1.8要求

5 面层

化学性能 符合表 4.1.1要求

物

理

性

能

跑道 符合表 4.2.3要求

球场 符合表 4.2.4要求

多功能运功

场地
符合表 4.2.6要求

一

般

项

目

6 面层的坡度、点位线位置 符合第 7.3.5条要求

7 预制卷材、块材外观 符合第 7.3.6条要求

8 面层的平整度 符合第 7.3.7条要求

9 面层的厚度 符合第 7.3.8条要求

10 面层的色泽 符合第 7.3.9条要求

11 面层的外观 符合第 7.3.10条要求

12 面层与基层的粘接性 符合第 7.3.11条要求

13 标志线 符合第 7.3.12条要求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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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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人造草面层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工程面积

分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项目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

记录

检查

结果

主控

项目

1 人造草的品种、

规格
符合第 7.4.1条要求

2 人造草进场复验
符合表 4.1.5和表

4.2.7条要求

3 缓冲垫进场复验
符合表 4.1.9和表

4.2.9条求

4 配套的胶粘剂进

场复验
符合第 4.1.7条要求

5 填充颗粒进场

复验
符合第 4.1.4条要求

6 石英砂进场复验 符合第 4.1.10条要求

7 面层

化学

性能
符合表 4.1.2要求

物理

性能
符合表 4.2.5要求

一般

项目

8 面层的点位

线位置
符合第 7.4.4条要求

9 人造草外观 符合第 7.4.5条要求

10 面层的色泽 符合第 7.4.6条要求

11 面层与基层的粘

接性
符合第 7.4.7条要求

12 面层的接缝 符合第 7.4.8条要求

13 标志线 符合第 7.4.9条要求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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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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要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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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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成材料跑道面层》GB/T 1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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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福建省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应用技术标准》

DBJ/T13-250-2021经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21年 11月

24日以闽建科【2021】13公告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备案，备案号为：J13604-2021。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检测等单位有关人员在

使用本标准时，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福建省合成

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应用技术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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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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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如跑道场地、球类场地、人造草场地、

多功能运动场地等，大量使用合成材料作为面层，对于美化环

境，减少场地扬尘，促进大众自觉参加体育锻炼，降低摔伤率

都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在施工技术、

质量控制、监督管理等多方面存在问题，可能导致其质量不合

格。为确保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工程质量，杜绝有毒有害物

质影响人们身体健康，制定福建省地方标准。本标准将完善我

省在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设计、施工、验收、检测等方面技

术标准，从技术的角度提供质量控制基线，成为保障合成材料

运动场地面层质量安全的重要一环。

1.0.2 本标准涵盖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设计、施工、工程

质量验收、管理及维护保养。合成材料运动场地的类型众多，

除了跑道场地、球类场地、人造草场地，还有多功能运动场地

如游乐场、社区健身场地、城市绿道、公园、幼儿运动场地等。

本标准适用于比赛、教学、训练、健身运动场地和其他多功能

运动场所（如幼儿园、游乐场、城市绿道、公园等），当运动

场地作为正规竞技用场地时，某些和竞技比赛场地相关的物理

性能本标准未做规定，应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但是材料有害

物质限量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另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合成材

料运动场地面层也可参照本标准第 7章进行验收。

1.0.3 现行国家标准包括《中小学生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36246、《合成材料跑道面层》GB/T 14833、《人工材料体

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GB/T 20033、《体育用人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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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394、《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GB/T 22517、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GJ 31和《城市社区体育设施技术要求》

JG/T 191等，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在实施过程应满足以上标

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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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合成材料跑道场地分以下三类：

I类田径场地：指新建、改建的用于举办全部田径项目比赛

的田径场地 (包括室内200米跑道、室外400米跑道)。

Ⅱ类田径场地：指新建、改建的用于举办部分田径项目比

赛的田径场地。

Ⅲ类田径场地：指新建、改建的用于开展田径运动及其它

体育运动的周长距离为非国际田联规定标准的合成面层跑道田

径场地。

球场面层包括足球场面层（即人造草面层），但人造草面

层在产品外观和化学组成方面与其他合成材料球场面层区别较

大，而且人造草面层除作为足球场面层外还可用于其他运动场

地，因此人造草面层在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中单独分为一类。

另多功能运动场地包括幼儿运动场地、游乐场、公园、社区健

身场地、城市绿道等，目前也大量使用了合成材料，但其与跑

道面层、球场面层、人造草面层使用要求不同，也对这些单独

进行了分类。

2.0.8~2.0.9 聚氨酯胶体主料和丙烯酸胶体主料与填充颗粒、

防滑颗粒通过粘结，固化后一起构成合成材料面层，区别于单

纯起粘结作用的聚氨酯胶粘剂，如预制橡胶卷材用聚氨酯胶粘

剂、人造草面层用聚氨酯胶粘剂等。

2.0.12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如幼儿园、休闲健身用步道、自行

车道、游乐场、公园等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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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标准所涉及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相关材料应符

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对各类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选材和

设计的规定。所选材料必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不应对人体、

生物及环境造成有害影响，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3.0.3 为确保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质量，应由有设计经验、

相应业绩和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详细的设计施工图纸。

3.0.4 为确保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做到操作规范、管

理有序，对进场施工单位应有一定的要求，须具备相应的施工

经验、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项目负

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备人专项职业技术能力，如取得人

社部门颁发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3.0.6 由于某些多组份合成材料需要精确的配比才能保证其成

型后的物理性能，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确定的配比进行调配。

有些施工企业为施工方便、加快施工进程、降低成本，在施工

过程中添加汽油及含苯、甲苯、二甲苯的溶剂，这些溶剂是有

害物质的重要来源，严重威胁人群身心健康，为有效防控有害

物质在施工各环节进入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制定本条规定。

3.0.7 因有机材料易燃，并且燃烧时可能挥发出有害气体，火

情较难控制，因此对有机材料远离火、热源的进行规定，而水

泥等无机材料遇水后会发生水化反应等，使水泥结块而丧失强

度，故对无机类材料强调储存于不受潮湿雨淋的场所。

3.0.10 保修期是指施工单位向使用单位承诺的对合成材料运

动场地工程因质量问题而出现缺陷时提供免费维修及保养的时

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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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要求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物理性能和有害物限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材料，如材料中含有较高的有害物质，则成品中的有害物含

量极有可能会超标。材料控制可以大大降低成品不合格的风险，减

少成品不合格后处理的麻烦以及经济损失，也是对接触到材料的施

工工人的保护。对于现浇型面层，在制成成品前，对材料的物理性

能检测无太大意义，所以并未对材料的物理性能有检测要求，而只

是在成品验收阶段进行物理性能验收。而对于预制型面层，则应对

材料进行物理性能检测。而对于这两类面层，均需进行有害物限量

的检测。

4.1 材料化学性能

4.1.1 虽然材料进场时，厂家已提供材料合格检测报告并进行了见

证送检，但仍不能完全保证成品的质量。对于现浇型面层，材料在

混合、反应、固化等过程中，性质已发生改变，对于预制型卷材、

人造草在施工现场还需要用胶粘剂粘结，因此需要再次对合成材料

运动场地面层进行全面的检测。

4.1.3~4.1.4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原料分为颗粒和胶体主料。颗

粒主要包括：防滑颗粒、填充颗粒等。由于材料的类型及成分差异

较大，有害物种类及含量不尽相同，所以本标准分别针对颗粒、胶

体主料进行规定，囊括主要的有害物质。本标准中丙烯酸胶体主料

是指水性丙烯酸胶粘剂，聚氨酯胶体主料是指溶剂型聚氨酯胶粘剂

和本体型聚氨酯胶粘剂。

针对表 4.1.1、表 4.1.2、表 4.1.3、表 4.1.4中的参数指标进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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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1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和乙苯总

和、二硫化碳释放量：

由于大多数异味分子来自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材料组份不

明确或者有多种不同物质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可选用控制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TVOC）这个指标，来达到控制材料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污染的目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 TVOC释放量参照了现行

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定；

甲醛属于 I类致癌物，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甲醛释放量参照

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

定，甲醛释放不超过 0.4mg/m2·h；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可作为聚氨酯胶体主料的稀释剂，不

但有刺激性气味且毒性较大，是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异味的来

源，而产品或施工中加入此类物质会导致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建

成后，异味长时间难以消散，该苯系物指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中

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定；二硫化碳是损害

神经和血管的毒物，急性中毒表现为头晕、头痛、眼及鼻粘膜刺激

症状，重度中毒可呈短时间的兴奋状态，继之出现谵妄、昏迷、意

识丧失，并可因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严重中毒后可遗留神衰综合

征，中枢和周围神经永久性损害。二硫化碳是橡胶硫化过程中的重

要反应溶剂，可以将塑性的胶料转变成具有高弹性的橡胶。在该过

程中二硫化碳可能以单体形式被包裹在橡胶的网状结构中，无法完

全挥发。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紫外线、温湿度和表层材料的破损

等自然或人为情况会导致游离二硫化碳重新被释放出来，造成学生

健康损害。因此，需要严格控制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中二硫化碳

的释放量。本标准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

地》GB 36246的规定，不得超过 7.0mg/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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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害物质含量“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应禁止在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中加入含苯、甲苯、二甲苯的

溶剂。

聚氨酯胶体主料中苯不得检出，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和限值为

1.0g/kg，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36246规定；

丙烯酸胶体主料中苯不得检出，甲苯+二甲苯+乙苯总和限值为

0.10g/kg，对丙烯酸胶体主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有害物质含量“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

基二异氰酸酯（HDI）总和”：

聚氨酯类胶体主料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

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总和限值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

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要求（不大于 10g/kg），因异氰

酸酯类在施工后会迅速反应掉，残留量极低，但还应对成品中的异

氰酸酯类含量进行控制，确保成品质量达到高环保要求，要求面层

中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

总和限值不得检出。在现场浇筑铺装面层的施工及养护期间，为保

护施工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要采取严格的个人防护和场地通风要

求，并严格限制非专业施工人员进入施工场地或旁观。

丙烯酸型胶粘剂中，由于未有添加，则可以不用检测。

4 有害物质含量“3,3’-二氯-4,4’-二氨基二苯甲烷（MOCA）”：

MOCA主要用作聚氨酯材料的扩链剂，疑似致癌物，但MOCA

在胶粘剂中属于活性组分，施工混合后绝大部分会反应掉，直接检

测反应前的含量没有意义，本标准仅对成品的MOCA含量进行了

严格的限制。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成品参照欧盟REACHSVHC

161种高度关注的化学物质中MOCA的限量值 1.0g/kg。

5 有害物质含量“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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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OP、DINP、DIDP）”：

邻苯二甲酸酯类是邻苯二甲酸形成的酯的统称，主要用于塑料

制品中，起到增塑剂的作用。邻苯二甲酸酯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发挥

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可干扰内分泌。聚氨酯胶体主料和丙烯酸

胶体主料中可能加入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作为增塑剂，因此应从原

料和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两方面控制其含量，参照了现行国家标

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中规定 3种邻苯二

甲酸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总和不大于 1.0 g/kg、3种

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DNOP、DINP、DIDP）总和不大于 1.0 g/kg。

6 有害物质含量“短链氯化石蜡”：

短链氯化石蜡作为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除人造草面层）中

的增塑剂和阻燃剂，可改善运动场地物理性能。但其中可能含有少

量有毒性的短链氯化石蜡或者被人为掺入价格较低的短链氯化石

蜡，因此需控制短链氯化石蜡的含量。德国标准 Sports ground–Part

6: Synthetic surfaces DIN 18035-6中有规定短链氯化石蜡指标，但并

未有具体限值。欧盟颁布的法案 EU 2015/2030限制了短链氯化石

蜡在消费产品中的使用，产品含有的短链氯化石蜡含量≥0.15%（质

量分数）应被禁止。本标准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

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中规定的短链氯化石蜡的限值为 1.5g/kg。

另短链氯化石蜡经过乳化处理有可能加入到丙烯酸胶体主料中，而

聚氨酯胶体主料也有可能添加，所以也须进行短链氯化石蜡的检

测。

7 有害物质含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胶体主料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

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中按 50g/L来限定，本标准严于该标

准，规定了不大于 30g/L。

8 有害物质含量“18种多环芳烃总和、苯并[a]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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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芳烃是一种由二至七个不等的苯环所组成的线状、角状或

团状的化学物质，具有毒性。而苯并[a]芘是多环芳烃中毒性最大的

一种强致癌物质。多环芳烃会存在于合成材料或橡胶制品，特别是

黑色或深色聚合物橡胶制品中，如预制卷材、橡胶类防滑颗粒和橡

胶类填充颗粒。参考德国产品安全委员会GS认证（见表 1）对 18

种多环芳烃的限量规定，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为非经常性接触材

料，并按非玩具类的其他产品要求控制。本标准对苯并[a]芘以及可

与人直接接触的多环芳烃的总和的限量值进行严格的控制，分别规

定限值为 1mg/kg及 50mg/kg。

表 1 德国产品安全委员会 GS认证对多环芳烃的要求

参数（mg/kg）

1类 2类 3类

设计意图为放
入口中的材料
或者玩具上与
皮肤接触的材
料（接触时间大
于30秒）

未在1类规定中涵盖的材
料，且可能与皮肤接触时间
大于30秒的材料（长期接触

皮肤）频繁接触皮肤

未在1和2类规定中涵盖的
材料，且可能与皮肤接触时
间小于30秒的材料（短期接

触皮肤）

2009/48/EC中
适用的玩具

产品安全法
涉及的其他

产品

2009/48/EC中
适用的玩具

产品安全法
涉及的其他

产品

苯并[a]芘 <0.2 <0.2 <0.5 <0.5 <1
苯并[e]芘 <0.2 <0.2 <0.5 <0.5 <1
苯并[a]蒽 <0.2 <0.2 <0.5 <0.5 <1
苯并[b]荧蒽 <0.2 <0.2 <0.5 <0.5 <1
苯并[j]荧蒽 <0.2 <0.2 <0.5 <0.5 <1
苯并[k]荧蒽 <0.2 <0.2 <0.5 <0.5 <1

䓛 <0.2 <0.2 <0.5 <0.5 <1
二苯并（a,h）蒽 <0.2 <0.2 <0.5 <0.5 <1
苯并[g,h,i]芘 <0.2 <0.2 <0.5 <0.5 <1

茚并[1,2,3-cd]芘 <0.2 <0.2 <0.5 <0.5 <1
苊、苊烯、蒽、
菲、芘、芴、荧

蒽之和
<1 <5 <10 <20 <50

萘 <1 <2 <10
18种多环芳烃

之和
<1 <5 <10 <2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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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害物质含量“重金属（可溶性铅、可溶性镉、可溶性

铬、可溶性汞）”：

重金属主要来源于催化剂及颜料，可能存在于材料中。人

从环境中摄取的重金属，会在身体中累积，造成慢性中毒。合

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原料均应对重金属进行控制，本标准中

的面层、胶体主料和颗粒的可溶性铅、镉、铬、汞的限值要求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

中规定。

10 气味等级：

针对当前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有可能存在各种指标均

合格但仍有异味的情况，运动场地异味会影响人们对运动场地

的正常使用，也有潜在危害。 德国标准 Sports ground Part 6:

Synthetic surfaces DIN 18035-6中有规定气味，但仅为描述，未

量化指标。按现行国家《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定进行气味评定，评价等级为 1 级（无气味）、 2

级（有轻微气味）或 3 级（有气味，但无不适性），则认为不

会对使用产生影响， 符合使用要求。

4.1.7 溶剂型胶粘剂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控制为不大于

420g/L，严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

物质限量》GB 18583的要求，主要是参照国家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联合发文：“关于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的通知”，文

号“财税〔2015〕16 号”：对施工状态下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含量低于 420 克/升(含)的涂料免征

消费税。其他指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

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的要求。

4.1.8 溶剂型标线涂料中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量值应参考财税

http://www.jc001.cn/tu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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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号文件并严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

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3的要求，按 420g/L 来限定。

其他指标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的要求。

4.2 材料物理性能

4.2.2 为保证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物理性能以及耐久性和

寿命，杜绝不良厂商在产品中过量添加无机填料，同时考虑到

工厂生产工艺、成本和必要性方面，规定了无机填料的添加量，

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有害物质含量。本标准规定无机填料的含

量不超过60%，严于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

场地》GB 36246中的规定，不超过65%。

4.2.3 对跑道面层物理性能的规定，适用于比赛、教学、训练、

健身用跑道。

1 抗滑值指的是当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之间有相对运动

或相对运动趋势时，其接触表面上产生阻碍相对运动的机械作

用，这种作用称为摩擦。取决于面层材料的纹理及处理。该指

标主要是保护运动员的脚在运动时不与面层发生滑动，防止跌

倒。如果胶水所占的比例或橡胶粒所占的比例或面层的防滑颗

粒达不到要求，塑胶跑道的抗滑值就会出现不合格的情况，在

使用塑胶跑道过程中有可能会对运动员出现伤害事故。指标参

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

的规定；

2 冲击吸收和垂直变形是衡量运动性能和保护性能的指

标，这两个指标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

动场地》GB 36246规定，达到了国际田联田径跑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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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伸强度指标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

层运动场地》GB 36246，这一指标主要控制跑道中胶水所占的

比例或橡胶粒所占的比例，如果没有严格控制其比例，跑道在

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脱层或断裂或面层出现掉粒、起皮等现

象；

4 拉断伸长率与跑道使用寿命关联，主要控制跑道中胶水

所占的比例或橡胶粒所占的比例，如果没有严格控制其比例，

塑胶跑道在使用过程中，尤其在训练和比赛时，运动员都穿钉

鞋在跑道上运动，鞋钉对塑胶面层的拉扯力是相当大，如果该

项指标不合格，塑胶跑道面层会很容易出现掉粒、脱层或被鞋

钉扯破等现象，影响其使用周期；指标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

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定；

5 厚度要求则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定。

4.2.4 球场面层主要包括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棒球（垒球）等，指标主要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

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GB 36246的规定。

4.2.3~4.2.6 在控制面层有害物质含量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物

理性能的把控。对预制型卷材、块材应在材料阶段进行物理性

能检测，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GB 36246。由于预制型材料的生产工艺可控性高，本标准提高

了厚度一致性的要求。预制型材料的冲击吸收、垂直变形和抗

滑值等检测参数应在铺装完成后的面层成品阶段检测。

4.2.5 人造草面层物理性能参照《人工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

及检验方法第3部分：足球场地人造草面层》GB/T 20033.3的指

标参数，考虑到本标准中足球场用人造草面层仅适用于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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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因此选取了部分指标。

4.2.6 多功能运动场地包括游乐场、公园、城市绿道、幼儿运

动场地等，指标主要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合成材料运动场地

面层》GB/T 14833-2020中对多功能运动场地的要求。

4.2.7 参照《体育用人造草》GB/T 20394，并考虑到非专业竞

赛用途的场地，适当删减了部分检测参数。

4.2.8 标线涂料的物理性能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路面标线涂料》

JT/T 280。



74

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面层的选择、设计应与运动场地规划设计同步进行。本

条采用“宜”是考虑既有场地面层的改造和增建。

5.1.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当地气候、水

文条件等情况，并根据建设单位使用需求，选择适合类型的面

层。

8 多功能运动场地面层设计根据布置位置、功能需求、气

候条件等参照其他面层。

5.1.4 场地面层排水系统设计的正确与否对场地面层的质量和

寿命影响很大，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计。

5.2 跑道面层

5.2.1 正规竞技比赛用跑道面层的规格和标准应符合各运动项

目规则的有关规定；且当规则对比赛场地的面层规格尺寸有正

负公差限制时，必须严格遵守。

5.3 球场面层

5.3.1~5.3.4 其他球类场地面层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本节设计或

按相关专业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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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 工

6.1 一般规定

6.1.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施工环境的直接影响材料的固化

速度和施工质量。运动场地面层专项施工方案至少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工程概况；

2 编制依据；

3 合成材料施工配合比设计和施工材料用量计划表；

4 施工工艺及流程；

5 施工进度计划表；

6 劳动力组织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配置；

7 主要材料试验与测量仪器；

8 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9 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措施；

10 雨季、台风和夏季高温季节等特殊情况的应急措施。

6.1.5 对于既有基础场地，场地平整度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

积水检查，并标注出积水和凸起区域，积水区域用填补材料补

平，凸起区域用打磨机打磨平整。

6.2 施工准备

6.2.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施工过程中存在材料易燃、溶液

挥发有毒气体危害人体健康等弊病，因此施工时安全、劳动保

护、防火等措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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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冲击吸收层的摊铺宜采用由跑道内圈向外圈，由半圆内

向半圆外的铺设顺序，目的是减少成品的污染。根据胶体的反

应速度，决定每次摊铺前进的速度和距离，以确保平行铺设时

接边的平顺，边角部位可采用人工摊铺，但需要用加热滚筒，

在摊铺时进行人工碾压。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跟踪检查摊铺的

厚度，对低于设计要求的区域要进行填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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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 收

7.1 一般规定

7.1.2 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是指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计量认

证的检测机构。

7.1.3 根据《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检测项目包括氡（简称 Rn-222）、甲醛、氨、苯、

甲苯和二甲苯和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简称 TVOC）。

7.1.4 几种可能的不合格跑道处理方法分析：

1 拆除或更换：最彻底移除有害物质污染源的方法，但在

经济上造成严重损失；

2 自然消散：让有害物质在自然状态下消散掉，最终符合

有害物含量要求。在自然消散过程中，场地需要隔离并保证不

会污染其他非隔离区域。此法需要的时间可能较长，有害物质

能否降低到符合有害物含量要求的标准未知，对于不能自然消

散或者自然消散时间较长的有害物质不适用；

3 加铺：在不合格面层上再做一层高分子封闭层或者再铺

一层合格面层。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高分子封闭层能彻底封住

底下的污染源，长期来看，封闭效果容易失效。

本标准主要采取了拆除或更换和自然消散两种方法。而拆

除的方法由于经济上浪费较大，所以应谨慎采用。但在必要情

况下，应坚决采取拆除措施，以绝后患。

在重金属、3,3’-二氯-4,4’-二氨基二苯甲烷（MOCA）、18

种多环芳烃总和、苯并[a]芘、短链氯化石蜡、3种邻苯二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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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类化合物（DBP、BBP、DEHP）总和、3种邻苯二甲酸酯类

化合物（DNOP、DINP、DIDP）总和、游离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和游离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HDI）总和、游离二苯基甲烷二

异氰酸酯（MDI）等超标的情况下，由于其危害大且不易挥发，

应拆除合成材料面层。而对于人造草的填充颗粒超标，则可用

工业吸尘器将不合格颗粒吸掉，完全更换合格的填充颗粒。其

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可能随时间消散的，为避免拆除导致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可以给予一定的宽限期，但期限不能过长。

未验收合格时，场地应封闭不予使用，并且须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隔离区域不会污染其他区域。

7.2 现浇型面层

Ⅱ 一般项目

7.2.6 跑道面层间隙不大于 3mm 参照 GB/T 22517.6-2020《体

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6部分：田径场地》中平整度要

求；球场面层间隙不大于 4mm 参照 GB/T 22517.4-2017《体育

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4部分：合成材料面层篮球场地》

中平整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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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管理及维护保养

要保证合成材料运动场地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使用寿命，

对场地的维护保养显得非常重要，本章节参照国家标准《城镇

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CJJ36-2016和行业标准《中小学校体育设

施技术规程》JGJ/T 280-2012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的养护和

维护保养提出具体要求。

8.2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管理

8.2.1

2 禁止在跑道上燃放鞭炮、烟花，禁止大型机械设备、载

重车辆对跑道造成碾压，禁止小型车辆在跑道上行驶时急转弯、

原地打轮转向、急速起步，以免造成跑道面层脱层、撕裂、磨

损。

8.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维护保养

8.3.1

2 定期清理跑道面层上的砂砾，目的是降低砂砾对跑道面

层的磨选。定期对跑道面层进行清洗维护，如磨损严重，则进

行专业面层维护；

4 场地上的各种线和标志应经常保持清晰醒目。随着使用

时间延长，场地表面会老化，各种标志会褪色，在标志线不清

晰的情况下重新描画标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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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进场材料、面层检测项目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中预制型面层、人造草、预制卷材

块材、人造草皮等在施工前后本身性质并无变化，此类面层以

材料检测为主，重点控制材料质量。而现浇型面层的材料（包

括聚氨酯胶体主料、丙烯酸胶体主料等）在施工前后性质发生

变化，此类面层以面层成品检测为主，考虑易挥发且影响施工

人员健康及容易超标的重点参数对材料进行进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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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抽样规则

B.0.2 厚度抽样点数参考现行国家标准《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

地》GB/T 19851.11的第 11部分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的规定，

考虑到第三方检测的可行性，对抽样数量进行适量删减。其他

物理性能和有害物含量抽样点数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合成材料

跑道面层》GB/T 14833的规定。

B.0.3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现场取样要求：

1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不包括人造草面层）施工完成

14d后，面层固化完成，挥发性物质释放率趋于稳定，此时进

行验收，可反映出面层的物理性能和有害物含量的实际情况；

5 现行国家标准《合成材料跑道面层》GB/T 14833 未规

定具体的取样位置布点，为明确布点，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

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规定以对角线、斜线和梅花状的方式确定取样位置。场

地条件不一致，应取最不利区域进行检测，例如阴面、阳面中

的阴面为最不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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