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质量标准明细表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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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结构构件

构件类型 标准级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预制混凝土构件

国标 GB_T51231-201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预制混

凝土构

件通用

标准

国标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行标 JG/T565-2018 工厂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管理标准

行标 JGJ 1-2014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行标 JGJ224-2010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技术

规程

地标 DBJ46-061-2021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技术标准

地标 DBJ46-058-2021
海南省装配式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和安装技

术标准

地标 DBJ46-047-2018
海南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

团标 T/GZBC10-2019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预制构件生产质量验

收规程

空心模壳墙体
团标 T/CECS522-2018 装配复核模壳体系混凝土剪力墙结构技术规程

钢筋桁架叠合板
团标 T/CECS715-2020 钢筋桁架混凝土叠合板应用技术规程

预应力叠合板
国标 GB/T16727-2007 叠合板用预应力混凝土底板

团标 T/CECS722-2020 钢管桁架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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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
国标 GB/T 14040-2007 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

预应力双 T板

行标 JG/T461-2014 倒 T形预应力叠合模板

团标 T/CCES 6001-2020 预应力混凝土双 T板

预制楼梯
行标 JG/T562-2018 预制混凝土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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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构件

对应标准体系 标准级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钢结构

国标 GB50205-20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钢结构

通用规

范

国标 GB-T50224-2018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国标 GB51249-2017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国标 GB50212-2014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

国标 GB50661-2011 钢结构焊接规范

国标 GB/T7659-2010 建筑结构用钢板

行标 JG/T203-2007 钢结构超声波探伤及质量分级法

地标 DBJ 46-057-2020 海南省建筑钢结构防腐技术标准

钢板加工

构件：钢

梁、钢柱、

钢板剪力

墙

焊接 H型钢 国标 GB/T33814-2017 焊接 H型钢

焊接薄壁 H型钢 行标 JG/T137-2007 结构用高频焊接薄壁 H型钢

焊接圆钢管 行标 JG/T381-2012
建筑结构用冷成型焊接圆钢管规格及

截面特性

钢板剪力墙 行标 JGJ/T380-2015 钢板剪力墙技术规程

热轧型钢

热轧工字钢、槽钢、等边角

钢、不等边角钢
国标 GB/7706-2016 热轧型钢

热轧 H型钢、T型钢 国标 GB/T11263-2017 热轧 H型钢和剖分 T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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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无缝方形和矩形钢管 国标 GB/T 34201-2017 结构用方形和矩形热轧无缝钢管

无缝圆钢管 国标 GB/T8162-2018 结构用无缝钢管

冷弯型钢
国标 GB／T6725-2008 冷弯型钢

冷弯薄壁

型钢

冷弯薄壁型钢

国标 GB50018-2002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行标 JG/T380-2012 建筑结构用冷弯薄壁型钢

行标 JGJ227-2011 低层冷弯薄壁型钢房屋建筑技术规程

楼承板

钢筋桁架楼承板 行标 T/CECS1069-2022 钢筋桁架楼承板应用技术规程

压型钢板

国标 GB/T 12755-2008 建筑用压型钢板

国标图集 17J925-1 压型金属板建筑构造

国标图集 17CJ70-2 耐腐蚀压型钢板建筑构造

免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 国标图集 21CG54 YJ 免拆底模钢筋桁架楼承板

钢网架及

螺栓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 行标 JG/T10-2009 钢网架螺栓球节点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 行标 JG/T11-2009 钢网架焊接空心球节点

高强度螺栓 行标 JGJ82-2011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铸钢件

铸钢管 行标 JG/T300-2011 建筑结构用铸钢管

铸钢件 行标 JGJ/T395-2017 铸钢结构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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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外围护构件

部品类型 标准级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预制混凝土挂板
行标 JGJ/T458-2018 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应用技术标准

轻质条板外墙

国标 GB/T15762-2020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行标 JG/T350-2011 混凝土轻质条板

行标 JC/T1057-2007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所有幕墙
国标 GB/T21086-2007 建筑幕墙

单元式
行标 JG_T216-2007 小单元建筑幕墙

构件式

龙骨

国标 GB/T 11981-2008 建筑用轻钢龙骨

行标 JC/T 558-2007 建筑用轻钢龙骨配件

玻璃

国标 GB11614-2009 平板玻璃

国标 GB 15763-2005 建筑用安全玻璃

行标 JGJ_T139-2020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行标 JGJ102-2003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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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式

金属

国标 GB_T51422-2021 建筑金属板围护系统检测鉴定及加固技术标准

行标 JGJ_T473-2019 建筑金属围护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石材

国标 GB/T32834-2016 干挂饰面石材

国标 GB/T19766-2016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国标 GB/T18601-2009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国标 GB/T 23452-2009 天然砂岩建筑板材

国标 GB/T 23453-2009 天然石灰石建筑板材

行标 JG/T 531-2017 市政工程及建筑用石英塑复合板材

行标 JGJ133-2001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人造板材

国标 13J103-7 人造板材幕墙

行标 JGJ336-2016 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行标 JG_T324-2011 建筑幕墙用陶板

行标 JG_T217-2007 建筑幕墙用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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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内装部品部件

部品类型 规范类

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内装系统

行标 JGJ/T 491-2021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地标 DBJ 46-063-2022 海南省装配式内装修技术标准

地标 DBJ 46-042-2017 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标准

地标 DBJ 46-043-2017 海南省全装修住宅装修质量验收规范

地标 DBJ 46-044-2017 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规程

团标 T/CECS 982-2021 成品住宅全装修设计标准

团标 T/CBDA 32-2019 住宅全装修工程技术规程

内隔墙系统

条板隔墙

国标 GB/T15762-2020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国标 GB/T23451-2009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标准

国标 GB/T19631-2005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

行标 JG/T169-2016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通用技术要求

行标 JC/T2214-2014 钢筋陶粒混凝土轻质墙板

行标 JG/T350-2011 混凝土轻质条板

行标 JC/T829-2010 石膏空心条板

龙骨隔墙
行标 JG/T544-2018 轻钢龙骨式复合墙体

墙面系统 纤维增强无机板 国标 GB/T33544-2017 玻镁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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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系统

纤维增强无机板

国标 GB25970-2010 不燃无机复合板

国标 GB/T9775-2008 纸面石膏板

行标 JC/T412.1-2018 纤维水泥平板第 1部分：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行标 JC/T412.2-2018 纤维水泥平板第 2部分：温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行标 JC/T564.1-2018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第 1部分：无石棉硅酸钙板

行标 JC/T564.2-2018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第 2部分：温石棉硅酸钙板

行标 JG/T348-2011 纤维增强混凝土装饰墙板

行标 JG/T414-2008 建筑用菱镁装饰板

团标 CMMA8-2020 镁质胶凝材料制品硫酸镁平板

人造板

国标 GB/T24137-2009 木塑装饰板

国标 GB/T21129-2007 竹单板饰面人造板

行标 LY/T3274-2021 木塑复合材料分级

行标 LY/T1613-2017 挤出成型木塑复合板材

行标 QB/T4492-2013 建筑装饰用塑木复合墙板

团标 T/CADBM3-2018 竹木纤维集成墙面

团标 T/CADBM51-2021 室内装饰用竹木纤维集成墙板应用技术规程

陶瓷

国标 GB/T4100-2015 陶瓷砖

国标 GB/T27972-2011 干挂空心陶瓷板

国标 GB/T23266-2009 陶瓷板

团标 T/CBMCA015-2020 陶瓷岩板产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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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系统

石材

国标 GB/T19766-2016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国标 GB/T32834-2016 干挂饰面石材

国标 GB/T29059-2012 超薄石材复合板

国标 GB/T18601-2009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金属板

国标 GB/T22412-2016 普通装饰用铝塑复合板

国标 GB/T23443-2009 建筑装饰用铝单板

行标 JC/T2605-2021 建筑装饰用氟碳覆膜金属板

行标 JC/T2439-2018 建筑装饰用烤瓷铝板

行标 JG/T516-2017 建筑装饰用彩钢板

行标 JC/T2376-2016 装饰用轻质发泡铝塑复合板

聚氯乙烯

国标 GB/T22789.1-2008
硬质聚氯乙烯板材分类、尺寸和性能第 1部分：厚度 1mm

以上板材

行标 QB/T5608-2021 硬质聚氯乙烯低发泡型材

饰面

国标 GB/T24132.1-2009
室内装饰用塑料涂覆织物第 1部分：PVC 涂覆针织物规

范

国标 GB/T24147-2009
水性紫外光（UV）固化树脂水溶性不饱和聚酯丙烯酸酯

树脂

其他 行标 JG/T563-2019 建筑用纸蜂窝复合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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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系统

行标 JG/T533-2018 厨卫装配式墙板技术要求

行标 JC/T2350-2016 室内装饰装修选材指南

行标 JG/T463-2014 建筑装饰用人造石英石板

吊顶系统

集成吊顶

行标 JG/T413-2013 建筑用集成吊顶

团标 T/ZZB0148-2016 集成吊顶

金属吊顶

国标 GBT23444-2009 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

行标 JC/T1059-2007 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

行标 QB/T1561-1992 金属吊顶

软膜天花
国标 GB/T3830-2008 软聚氯乙烯压延薄膜和片材

矿棉板吸声

吊顶

国标 GB/T25998-2020 矿物棉装饰吸声板

国标 GB/T34562-2017 羊毛吸声绝热制品

行标 JC/T469-2014 吸声用玻璃棉制品

龙骨及配件

国标 GB/T11981-2008 建筑用轻钢龙骨

行标 JC/T558-2007 建筑用轻钢龙骨配件

地面系统 木地板
国标 GB/T24507-2020 浸渍纸层压实木复合地板

国标 GB/T23471-2018 浸渍纸层压秸秆复合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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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系统

木地板

国标 GB/T15036.1-2018 实木地板第 1部分：技术要求

国标 GB/T15036.2-2018 实木地板第 2部分:检验方法

国标 GB/T20240-2017 竹集成材地板

国标 GB/T18103-2013 实木复合地板

国标 GB/T30364-2013 重组竹地板

国标 GB/T27649-2011 竹木复合层积地板

行标 LY/T3201-2020 展平竹地板

陶瓷砖
国标 GB/T35153-2017 防滑陶瓷砖

聚氯乙烯

国标 GB/T34440-2017 硬质聚氯乙烯地板

国标 GB/T11982.1-2015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第 1部分：非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国标 GB/T11982.2-2015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第 2部分：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国标 GB/T4085-2015 半硬质聚氯乙烯块状地板

国标 GB18586-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行标 JC/T2596-2021 建筑装饰用弹性地板分级

行标 LY/T2716-2016 聚氯乙烯片材饰面复合地板

行标 JC/T2337-2015 纤维增强聚氯乙烯弹性运动地板

行标 HG/T3747.3-2014 橡塑铺地材料第 3部分：阻燃聚氯乙烯地板

团标 T/ZZB1413-2019 硬质聚氯乙烯石塑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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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系统

地毯

国标 GB/T26847-2011 纺织铺地物词汇

国标 GB/T11746-2008 簇绒地毯

国标 GB/T14252-2008 机织地毯

国标 GB18587-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地毯、地毯衬垫及地毯胶粘剂有害物

质释放限量

弹性地面

国标 GB/T36340-2018 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国标 GB/T35603-2017 绿色产品评价卫生陶瓷

国标 GB/T35610-2017 绿色产品评价陶瓷砖（板）

行标 JC/T2623-2021 硫酸钙地板基材

行标
HG/T3747.1-2011/XG

1-2018

《橡塑铺地材料第 1部分:橡胶地板》行标第 1号修改

单

行标 HG/T3747.2-2004 橡塑铺地材料第 2部分橡胶地砖

行标 SJ/T10796-2001 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团标 TCEIAESD1004--2021 陶瓷架空活动地板

厨卫系统

整体厨房

国标 GB11228-1989 住宅厨房及相关设备基本参数

行标 JGJ/T477-2018 装配式整体厨房应用技术标准

行标 JG/T184-2011 住宅整体厨房

行标 QB/T2531-2010 厨房家具

整体卫浴
国标 GB/T13095-2021 整体浴室

国标 GB24977-2010 卫浴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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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 JGJ/T467-2018 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应用技术标准

行标 TB/T-3337-2013 铁道客车及动车组整体卫生间

行标 JGT183-2011 住宅整体卫浴间

团标 TCBCSA18-2021 装配式整体卫生间

内门窗系统

实木门窗

国标 GB/T29498-2013 木门窗

行标 JC/T2081-2011 实木门窗

铝合金门窗

国标 GB/T8478-2020 铝合金门窗

行标 JGJ214-2010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

钢门窗
国标 GB/T20909-2017 钢门窗

铝木复合门窗
行标 JC/T2080-2011 木铝复合门窗

建筑用节能门窗

国标 GB/T29734.3-2020 建筑用节能门窗第 3部分:钢塑复合门窗

国标 GB/T29734.1-2013 建筑用节能门窗第 1部分：铝木复合门窗

国标 GB/T29734.2-2013 建筑用节能门窗第 2部分：铝塑复合门窗

其他

团标 T/CADBM26-2020 建筑门窗智能控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团标 T/CECS784-2020 装配式建筑用门窗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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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预制构件

构件类别 标准级别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备注

预制管廊构件

国标 GB/T38112-2019 管廊工程用预制混凝土制品试验方法

国标 GB/T22082-2017 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

国标 GB50838-2015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地标 DBJ46-052-2019 海南省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及运行维护技术标准

预制桥梁构件

国标 GB/T50299-2018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国标 CJJ2-2008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