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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 施工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施工过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基础层要求、一般规定、施工工

艺、定位划线、文明施工。

本标准适用于学校、竞赛、大众健身等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的施工，其他类似工程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以聚氨酯、聚脲、聚丙烯酸酯、弹性颗粒为主料的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

注：除另有规定外，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的施工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1004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

JTG/T F3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DB37/T 2904 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 原材料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础层 base layer

设在合成材料面层之下与合成材料面层接触的结构层，主要承受由面层传递的荷载，具有防水、防

止面层变形等作用。

4 基础层要求

4.1 基础层有害物质不得对面层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中小学及幼儿园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禁止使用

煤焦油沥青做基础。

4.2 场地应有良好的排水性能，不得有积水。

4.3 应符合 GB 50666、GB 51004、JTG/T F30、JTG F40、国际田径协会联合会规定等相关的要求。

5 一般规定

5.1 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应由具有设计经验和相应业绩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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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承担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施工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经验，具有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安全管理体系及质量检验制度。

5.3 按第四章要求进行基础层验收。

5.4 合成材料面层施工时，施工的环境温度不低于 5 ℃。五级风及以上、雨天和雨后场地潮湿的环境

条件下，不应进行面层施工。

5.5 中小学及幼儿园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所用原材料必须在 DB37/ T 2904 中表 1 清单内，并且整个

施工过程中不得产生明显气味，不得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

5.6 铺设底胶前准备工作：

——设计和施工单位应对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设计图纸进行会审和技术及安全交底。

——铺设底胶前需先将基础清扫干净，表面无砂砾、杂物。

——按照工艺要求测量出高程、施工线的位置，放好施工线。

——确定水电源位置，按规范搭接水电，确保安全。

——清点原料，按实际丈量面积计算每日用料量。

——确定原材料进出通道和码放场地，所用材料应注明主要组成成分，施工现场不允许添加配方以

外的任何材料。

——确定配料工作台面，要求地面平坦、坚实，并做好防污染措施。

——按照最优化原则尽可能缩短物料运输距离，并确定先后远近施工顺序。

——应有满足施工要求的机械设备，施工前检查工具和搅拌运输机机械性能状况，要求试机一遍，

按该工程实况进行操作。

——水泥混凝土应做好防水处理，必要时可对水泥混凝土基础用 3 %～5 %的草酸溶液或专用清洗

液进行清洗，以中和水泥混凝土表面的碱性，保证合成材料面层与混凝土面层的粘结性。

5.7 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清理施工、配料、搅拌场地，保持配料场地及周围平整、干净。

6 施工工艺

山东省常见的运动场地合成材料面层有五种（不限于五种）：透气型合成材料面层、混合型合成材

料面层、全塑型合成材料面层、复合型合成材料面层、预制型合成材料面层。具体的施工工艺详见附录

A～附录E（施工工艺涉及的仅是常规工艺，在保证安全文明施工的前提下，鼓励创新）。

7 定位划线

按照相应场地的定位划线规定执行。

8 文明施工

8.1 施工单位应组织人员进行安全文明施工教育。

8.2 特种作业人员需持证上岗。

8.3 现场施工人员应佩戴必要的防护器具。

8.4 所有物料机具均按施工总平面布置图所确定的区域堆放整齐，并在区域内显眼处挂标，临设料房

和机具要做好防潮、防漏、防火工作。

8.5 现场应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8.6 现场使用的易挥发溶剂的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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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施工期间应避免或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必要时应在施工现场周围设立防护栏，不得影响正常

教育教学活动。

8.8 施工完成后应对现场全面清理，做到文明施工、文明撤离。

8.9 除以上要求外，也应符合法律法规、各部门的相关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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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透气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A.1 底胶摊铺

A.1.1 底胶混合搅拌

A.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A.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A.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A.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倒入弹性颗粒，开机搅拌之后，按配比倒入适量单组分胶体主料并使其彻底

搅拌均匀。

A.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A.1.1.6 搅拌均匀的基材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A.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A.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A.1.2 底胶的机械摊铺

A.1.2.1 检查并调整摊铺机调节器高度，对施工面四周用板材进行封堵，并作手工包边处理。

A.1.2.2 将搅拌均匀基材倒入摊铺机进料区域。

A.1.2.3 机械有效宽度两侧出现漏料时应及时手工补料，并清理余料和洒落料。

A.1.2.4 边角处和排水孔位置用镘刀进行小角度批刮，并及时添加或减除胶料，避免凹陷或凸起。

A.1.2.5 摊铺机每前进3000～5000 mm距离后，检查人员用钢直尺测量基材厚度，厚度控制在≥10 mm。

A.1.2.6 排水孔下部用玻璃纤维网格布垫底，以利于排水。

A.1.2.7 及时清除溅落在基材完成面上的杂物。

A.1.2.8 前后班组的作业面交接处需用镘刀作接缝处理，做到基本无高差。

A.1.2.9 确定收口位置，并提前贴好胶带。

A.1.2.10 当全部基材摊铺完毕后需及时清除胶带。

A.1.3 局部修整

A.1.3.1 纵向和横向施工接缝及不平处需用专用平面磨光机磨平，直至基本无高差。

A.1.3.2 局部毛刺和未清理已固化的洒落料同样需用磨光机磨平。

A.1.3.3 内、外侧余料需及时清理。

A.1.3.4 外包角角度应一致，控制在45°左右，外侧边线线迹清晰。

A.1.4 人工摊铺

面积较小或无法使用机械摊铺的场地，可采用人工摊铺，技术要求与质量标准同机械摊铺。

A.2 面胶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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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确定当日当班工作量，将弹性颗粒（Φ5 mm以下）、细料（Φ0.5～1.5 mm）及胶体主料按当班

需要的数量运到作业面周边区域，并确定当日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

A.2.2 将材料依次倒入搅拌设备进行搅拌，要求一组一搅，随搅随用。

A.2.3 将搅拌均匀的喷涂料倒入喷涂机料斗，并同时开启搅拌送料装置。

A.2.4 当喷涂机运转正常后开启喷枪，并控制喷射角度68～80°。

A.2.5 喷涂作业要求连续供料、连续喷涂，作业人员要求高度协调。喷涂方向为面向作业区倒退，喷

枪呈扇面左右摇摆以利自我检查和均匀洒落。

A.2.6 反向喷涂时需有专人从不同光线角度检查面层表面材料的均匀度及时反馈给作业人员，避免漏

喷和不匀。

A.2.7 面胶厚度不应小于3 mm。

A.3 划线

A.3.1 田径场地

A.3.1.1 按照现行的田径场地设施标准准确测量出工艺线的位置，然后用油漆喷刷。

A.3.1.2 复验并找出原场地圆心和定位标志桩。

A.3.1.3 再次清理面层，用吹风机吹净杂物。

A.3.1.4 严格按照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标准田径场标线规范进行标线。

A.3.1.5 定出点位线，用颜料弹出线迹，再用聚氨酯专用标线漆喷出白线，线宽为50 mm，要求线条清

晰，无明显接缝，无毛边。

A.3.2 其他场地

根据场地的使用功能按相应的划线规则进行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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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混合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B.1 底胶摊铺

B.1.1 底胶混合搅拌

B.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B.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B.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B.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按配比倒入浆料，并开机搅拌均匀之后，按质量比倒入不大于25 %的弹性颗

粒并使其彻底搅拌均匀。

B.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B.1.1.6 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B.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B.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B.1.2 底胶铺设

B.1.2.1 铺设底胶之前先将地基基础清扫干净，准备好施工工具。

B.1.2.2 按照工艺要求测量出施工线的位置，放好施工线。

B.1.2.3 铺设时由场地一侧开始，按场地宽度一次性刮胶。

B.1.2.4 铺设时速度均匀，及时对露底、凹陷、凸起处进行补胶或刮平。

B.1.2.5 成胶后，对全场进行检查，以保证底胶铺设符合规范及设计的厚度和平整度。

B.2 面胶铺设

B.2.1 一般要求

B.2.1.1 尽量缩短每一桶胶液的间隔时间，使成胶速度均匀一致。

B.2.1.2 按照面层设计要求随时检测面胶的厚度、色泽及均匀度。

B.2.2 面胶防滑层铺设

B.2.2.1 撒颗粒工艺

在底胶上均匀刮2～3 mm粘粒胶，在粘粒胶未固化前，撒上足量的弹性颗粒，待其完全固化后，将

多余弹性颗粒清扫干净。为确保防滑颗粒不脱落，可以在面层颗粒上喷涂或辊涂防脱胶。

B.2.2.2 喷颗粒工艺

待底胶完全固化后，喷涂两遍防滑颗粒。

B.2.2.3 自结纹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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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层自结纹面浆按配比搅拌好，用专用喷涂、印花等设备铺设自结纹防滑面胶。

B.3 划线

B.3.1 田径场地

B.3.1.1 按照现行的田径场地设施标准准确测量出工艺线的位置，然后用油漆喷刷。

B.3.1.2 复验并找出原场地圆心和定位标志桩。

B.3.1.3 再次清理面层，用吹风机吹净杂物。

B.3.1.4 严格按照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标准田径场标线规范进行标线。

B.3.1.5 定出点位线，用颜料弹出线迹，再用聚氨酯专用标线漆喷出白线，线宽为50 mm，要求线条清

晰，无明显接缝，无毛边。

B.3.2 其他场地

根据场地的使用功能按相应的划线规则进行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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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复合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C.1 底胶摊铺

C.1.1 底胶混合搅拌

C.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C.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C.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C.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倒入弹性颗粒，开机搅拌之后，按配比倒入适量单组分胶体主料并使其彻底

搅拌均匀。

C.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C.1.1.6 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C.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C.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C.1.2 底胶的机械摊铺

C.1.2.1 检查并调整摊铺机调节器高度，对施工面四周用板材进行封堵，并作手工包边处理。

C.1.2.2 将搅拌均匀基材倒入摊铺机进料区域。

C.1.2.3 机械有效宽度两侧出现漏料时应及时手工补料，并清理余料和洒落料。

C.1.2.4 边角处和排水孔位置用镘刀进行小角度批刮，并及时添加或减除胶料，避免凹陷或凸起。

C.1.2.5 摊铺机每前进3000～5000 mm距离后，检查人员用钢直尺测量基材厚度，厚度控制在≥10 mm。

C.1.2.6 排水孔下部用玻璃纤维网格布垫底，以利排水。

C.1.2.7 及时清除溅落在基材完成面上的杂物。

C.1.2.8 前后班组作业面交接处需用镘刀作接缝处理，做到基本无高差。

C.1.2.9 确定收口位置，并提前贴好胶带。

C.1.2.10 当全部基材摊铺完毕后需及时清除胶带。

C.1.3 局部修整

C.1.3.1 纵向和横向施工接缝及不平处需用专用平面磨光机磨平，直至基本无高差。

C.1.3.2 局部毛刺和未清理已固化洒落料同样需用磨光机磨平。

C.1.3.3 内、外侧余料需及时清理。

C.1.3.4 外包角角度应一致，控制在45°左右，外侧边线线迹清晰。

C.1.4 人工摊铺

面积较小或无法使用机械摊铺的场地，可采用人工摊铺，技术要求与质量标准同机械摊铺。

C.2 面胶的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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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一般规定

C.2.1.1 复合型面胶铺设前，必须用粘度较大的浆料对底胶层进行封面处理，以保证面胶防滑层施工

时不会造成胶液下渗。

C.2.1.2 尽量缩短每一桶胶液的间隔时间，使成胶速度均匀一致。

C.2.1.3 按照面层设计要求随时检测面胶的厚度、色泽及均匀度。

C.2.2 面胶防滑层铺设

C.2.2.1 撒颗粒工艺

在底胶上均匀刮2～3 mm粘粒胶，在粘粒胶未固化前，撒上足量的弹性颗粒，待其完全固化后，将

多余颗粒清扫干净。为确保防滑颗粒不脱落，可以在面层颗粒喷涂或辊涂防脱胶。

C.2.2.2 喷颗粒工艺

待底胶完全固化后，喷涂两遍防滑颗粒。

C.2.2.3 自结纹工艺

将表层自结纹面浆按配比搅拌好，用专用喷涂、印花等设备铺设自结纹防滑面胶。

C.3 划线

C.3.1 田径场地

按照现行的田径场地设施标准准确测量出工艺线的位置，然后用油漆喷刷。

复验并找出原场地圆心和定位标志桩。

再次清理面层，用吹风机吹净杂物。

严格按照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标准田径场标线规范进行标线。

定出点位线，用颜料弹出线迹，再用聚氨酯专用标线漆喷出白线，线宽为50 mm，要求线条清晰，

无明显接缝，无毛边。

C.3.2 其他场地

根据场地的使用功能按相应的划线规则进行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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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全塑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D.1 底胶摊铺

D.1.1 底胶混合搅拌

D.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D.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D.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D.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按配比倒入浆料，开机使其彻底搅拌均匀。

D.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D.1.1.6 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D.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D.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D.1.2 底胶铺设

D.1.2.1 铺设底胶之前先将地基基础清扫干净，准备好施工工具。

D.1.2.2 按照工艺要求测量出施工线的位置，放好施工线。

D.1.2.3 铺设时由场地一侧开始，按场地宽度一次性刮胶（发泡工艺一般需多次刮胶）。

D.1.2.4 铺设时速度均匀，及时对露底、凹陷、凸起处进行补胶或刮平。

D.1.2.5 成胶后对全场进行检查，以保证底胶铺设符合规范及设计的厚度和平整度。

D.2 面胶铺设

D.2.1 一般要求

D.2.1.1 尽量缩短每一桶胶液的间隔时间，使成胶速度均匀一致。

D.2.1.2 按照面层设计要求随时检测面胶的厚度、色泽及均匀度。

D.2.2 面胶防滑层铺设

D.2.2.1 撒颗粒工艺

在底胶上均匀刮2～3 mm粘粒胶，在粘粒胶未固化前，撒上足量的弹性颗粒，待其完全固化后，将

多余颗粒清扫干净。为确保防滑颗粒不脱落，可以在面层颗粒上喷涂或辊涂防脱胶。

D.2.2.2 喷颗粒工艺

待底胶完全固化后，喷涂两遍防滑颗粒。

D.2.2.3 自结纹工艺

将表层自结纹面浆按配比搅拌好,用专用喷涂、印花等设备铺设自结纹防滑面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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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划线

D.3.1 田径场地

按照现行的田径场地设施标准准确测量出工艺线的位置，然后用油漆喷刷。

复验并找出原场地圆心和定位标志桩。

再次清理面层，用吹风机吹净杂物。

严格按照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标准田径场标线规范进行标线。

定出点位线，用颜料弹出线迹，再用聚氨酯专用标线漆喷出白线，线宽为50 mm，要求线条清晰，

无明显接缝，无毛边。

D.3.2 其他场地

根据场地的使用功能按相应的划线规则进行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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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预制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E.1 预制型跑道面层

E.1.1 主赛区直道

E.1.1.1 跑道片材（含卷材，以下皆同）铺设前的定位工作：以内环第一道的第一条分道白线中心线

为基础，以每条跑道的宽度1220 mm为单位，沿向外道方向用彩色粉笔标出每条道的位置。

E.1.1.2 挑选适当长度和宽度的跑道片材，按主赛区中已标明的位置从第一道、二道、三道依次顺序

开始铺开（注意：先不用刮涂胶粘剂），铺开时，片材之间的横向接口要重叠100 mm以上，纵向接口要

重叠4±0.5 mm，便于在粘结片材时，采取挤压方法安装。

每批跑道片材出厂时，宽度应比施工设计的宽度大4±0.5 mm。

E.1.1.3 铺开跑道片材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片材表面的纹路有方向性，所以要按同一方向铺开，否

则会出现色差；铺开片材数量的多少要以当天施工量为准，并且要预留搬运胶粘剂和重物的通道。

E.1.1.4 将已铺开的跑道片材，以每条为单位，从两端收卷在中间并拢。

E.1.1.5 从第一道开始，在与跑道片材接触的基础表面区域刮涂配置好的粘结接剂，用量按1.5 kg/m2

为准。胶粘剂刮涂区域的长度以超过片材长度300 mm为准，宽度以超过片材宽度10 mm为准。

E.1.1.6 将片材按预定方向铺开粘结，调整跑道片材的位置，以固定在预定的位置上；在胶粘剂固化

前用自重为50±2 kg的滚筒沿同一方向滚压，使片材表面平整，然后用重物平压在片材的四周边上，直

到胶粘剂完全固化为止。

E.1.1.7 片材之间横向接口的处理：将准备粘结的片材按以上方法粘结好，并将片材的一端重叠在已

粘结好的片材的一端上，覆盖长度100 mm；用钢尺和钢刀将重叠标准的片材平行切割掉96±1 mm，并在

切口截面涂少量胶粘剂，然后将片材挤压粘结在基础上并同已粘结好的片材一端紧密对接；确保接口平

整后，用重物压实直到胶粘剂完全固化为止。

E.1.1.8 在第一道胶粘剂完全固化后，可以铺设第二道。铺设第二道时方法同上，但第二道要沿纵向

方向重叠在第一道上3～5 mm，并采用挤压的方法粘结，注意同第一条道的接口处要保持水平；用滚筒

滚压时，滚筒应跨到第一道500 mm左右，以保证相邻道尽可能在同一平面上。

E.1.1.9 片材粘结完后，及时用重物将片材四周压实，直到胶粘剂完全固化为止。

E.1.1.10 第三道以后的跑道铺设方法同第二道的铺设方法。

E.1.2 主赛区弯道

弯道部分的跑道片材粘结铺设时，将第一道的片材外侧按场地设计的弧度自然排开，这时该片材的

内侧会有微少的打折，用砖块压平压实即可。其它的铺设工艺同直道部分相同。

E.1.2.1 半圆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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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铺设半圆区的跑道片材之前，应征求使用方的意见，片材铺设的方向是采用纵向还是横向。在铺

设方向确定后，才能进行片材的定位。片材铺设时，将半圆区周边的排水沟盖板作为半圆区域的一部分

一起铺设。以上区域片材的铺设方法同主赛区的铺设方法一样。

E.1.2.2 辅助区

辅助区跑道片材的铺设方法同半圆区相同。

E.1.3 跳远助跑道

跳远助跑道用的跑道片材宽度为1270 mm，白线之间的内宽为1220 mm。

E.1.4 加厚区

加厚区的面层用13 mm厚的跑道片材，弹性底层用相应厚度的片材或用聚氨酯材料现场浇注。

E.1.5 主赛区片材接缝的处理

E.1.5.1 片材接缝线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接缝线，一种是横向接缝线。纵向接缝线与分道白线重叠。

为了使运动场接缝处不明显，应尽可能将横向接缝线与起道线等体育工艺线重叠。

E.1.5.2 检查片材接缝处是否有缝隙或凸出来的胶粘剂。用胶粘剂将缝隙填满，同时用专业刀片将凸

出来的胶粘剂切平。

E.2 其他类型预制型合成材料面层

参照预制型跑道面层施工工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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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底胶混合搅拌
	B.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B.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B.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B.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按配比倒入浆料，并开机搅拌均匀之后，按质量比倒入不大于25 %的弹性颗粒并使其彻底搅拌
	B.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B.1.1.6　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B.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B.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B.1.2　底胶铺设
	B.1.2.1　铺设底胶之前先将地基基础清扫干净，准备好施工工具。
	B.1.2.2　按照工艺要求测量出施工线的位置，放好施工线。
	B.1.2.3　铺设时由场地一侧开始，按场地宽度一次性刮胶。
	B.1.2.4　铺设时速度均匀，及时对露底、凹陷、凸起处进行补胶或刮平。
	B.1.2.5　成胶后，对全场进行检查，以保证底胶铺设符合规范及设计的厚度和平整度。


	B.2　面胶铺设
	B.2.1　一般要求
	B.2.1.1　尽量缩短每一桶胶液的间隔时间，使成胶速度均匀一致。
	B.2.1.2　按照面层设计要求随时检测面胶的厚度、色泽及均匀度。

	B.2.2　面胶防滑层铺设
	B.2.2.1　撒颗粒工艺
	B.2.2.2　喷颗粒工艺
	B.2.2.3　自结纹工艺


	B.3　划线
	B.3.1　田径场地
	B.3.1.1　按照现行的田径场地设施标准准确测量出工艺线的位置，然后用油漆喷刷。
	B.3.1.2　复验并找出原场地圆心和定位标志桩。
	B.3.1.3　再次清理面层，用吹风机吹净杂物。
	B.3.1.4　严格按照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标准田径场标线规范进行标线。
	B.3.1.5　定出点位线，用颜料弹出线迹，再用聚氨酯专用标线漆喷出白线，线宽为50 mm，要求线条清晰，无明显接缝

	B.3.2　其他场地


	附　录　C（资料性附录）复合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C.1　底胶摊铺
	C.1.1　底胶混合搅拌
	C.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C.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C.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C.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倒入弹性颗粒，开机搅拌之后，按配比倒入适量单组分胶体主料并使其彻底搅拌均匀。
	C.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C.1.1.6　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C.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C.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C.1.2　底胶的机械摊铺
	C.1.2.1　检查并调整摊铺机调节器高度，对施工面四周用板材进行封堵，并作手工包边处理。
	C.1.2.2　将搅拌均匀基材倒入摊铺机进料区域。
	C.1.2.3　机械有效宽度两侧出现漏料时应及时手工补料，并清理余料和洒落料。
	C.1.2.4　边角处和排水孔位置用镘刀进行小角度批刮，并及时添加或减除胶料，避免凹陷或凸起。
	C.1.2.5　摊铺机每前进3000～5000 mm距离后，检查人员用钢直尺测量基材厚度，厚度控制在≥10 mm。
	C.1.2.6　排水孔下部用玻璃纤维网格布垫底，以利排水。
	C.1.2.7　及时清除溅落在基材完成面上的杂物。
	C.1.2.8　前后班组作业面交接处需用镘刀作接缝处理，做到基本无高差。
	C.1.2.9　确定收口位置，并提前贴好胶带。
	C.1.2.10　当全部基材摊铺完毕后需及时清除胶带。

	C.1.3　局部修整
	C.1.3.1　纵向和横向施工接缝及不平处需用专用平面磨光机磨平，直至基本无高差。
	C.1.3.2　局部毛刺和未清理已固化洒落料同样需用磨光机磨平。
	C.1.3.3　内、外侧余料需及时清理。
	C.1.3.4　外包角角度应一致，控制在45°左右，外侧边线线迹清晰。

	C.1.4　人工摊铺

	C.2　面胶的铺设
	C.2.1　一般规定
	C.2.1.1　复合型面胶铺设前，必须用粘度较大的浆料对底胶层进行封面处理，以保证面胶防滑层施工时不会造成胶液下渗。
	C.2.1.2　尽量缩短每一桶胶液的间隔时间，使成胶速度均匀一致。
	C.2.1.3　按照面层设计要求随时检测面胶的厚度、色泽及均匀度。

	C.2.2　面胶防滑层铺设
	C.2.2.1　撒颗粒工艺
	C.2.2.2　喷颗粒工艺
	C.2.2.3　自结纹工艺


	C.3　划线
	C.3.1　田径场地
	C.3.2　其他场地


	附　录　D（资料性附录）全塑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D.1　底胶摊铺
	D.1.1　底胶混合搅拌
	D.1.1.1　材料搅拌场所应铺设胶布或塑料布，避免沾污地面损及施工品质及影响环境清洁。
	D.1.1.2　搅拌设备的容量为搅拌量的1.5～2倍，使用前搅拌设备应干燥清洁。
	D.1.1.3　材料需要量根据搅拌设备的容量确定，然后按配比用磅秤准确称量。
	D.1.1.4　混合材料时应先按配比倒入浆料，开机使其彻底搅拌均匀。
	D.1.1.5　搅拌时应避免水分直接进入搅拌设备。
	D.1.1.6　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应及时运送到作业区。
	D.1.1.7　及时记录每次投料数量、搅拌时间，每班组当天汇总总结。
	D.1.1.8　步骤：放料→称量→投料→搅拌→出料。

	D.1.2　底胶铺设
	D.1.2.1　铺设底胶之前先将地基基础清扫干净，准备好施工工具。
	D.1.2.2　按照工艺要求测量出施工线的位置，放好施工线。
	D.1.2.3　铺设时由场地一侧开始，按场地宽度一次性刮胶（发泡工艺一般需多次刮胶）。
	D.1.2.4　铺设时速度均匀，及时对露底、凹陷、凸起处进行补胶或刮平。
	D.1.2.5　成胶后对全场进行检查，以保证底胶铺设符合规范及设计的厚度和平整度。


	D.2　面胶铺设
	D.2.1　一般要求
	D.2.1.1　尽量缩短每一桶胶液的间隔时间，使成胶速度均匀一致。
	D.2.1.2　按照面层设计要求随时检测面胶的厚度、色泽及均匀度。

	D.2.2　面胶防滑层铺设
	D.2.2.1　撒颗粒工艺
	D.2.2.2　喷颗粒工艺
	D.2.2.3　自结纹工艺


	D.3　划线
	D.3.1　田径场地
	D.3.2　其他场地


	附　录　E（资料性附录）预制型合成材料面层施工工艺
	E.1　预制型跑道面层
	E.1.1　主赛区直道
	E.1.1.1　跑道片材（含卷材，以下皆同）铺设前的定位工作：以内环第一道的第一条分道白线中心线为基础，以每条跑道的
	E.1.1.2　挑选适当长度和宽度的跑道片材，按主赛区中已标明的位置从第一道、二道、三道依次顺序开始铺开（注意：先不
	E.1.1.3　铺开跑道片材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片材表面的纹路有方向性，所以要按同一方向铺开，否则会出现色差；铺开片
	E.1.1.4　将已铺开的跑道片材，以每条为单位，从两端收卷在中间并拢。
	E.1.1.5　从第一道开始，在与跑道片材接触的基础表面区域刮涂配置好的粘结接剂，用量按1.5 kg/m2为准。胶粘
	E.1.1.6　将片材按预定方向铺开粘结，调整跑道片材的位置，以固定在预定的位置上；在胶粘剂固化前用自重为50±2 
	E.1.1.7　片材之间横向接口的处理：将准备粘结的片材按以上方法粘结好，并将片材的一端重叠在已粘结好的片材的一端上
	E.1.1.8　在第一道胶粘剂完全固化后，可以铺设第二道。铺设第二道时方法同上，但第二道要沿纵向方向重叠在第一道上3
	E.1.1.9　片材粘结完后，及时用重物将片材四周压实，直到胶粘剂完全固化为止。
	E.1.1.10　第三道以后的跑道铺设方法同第二道的铺设方法。

	E.1.2　主赛区弯道
	E.1.2.1　半圆区部分
	E.1.2.2　辅助区

	E.1.3　跳远助跑道
	E.1.4　加厚区
	E.1.5　主赛区片材接缝的处理
	E.1.5.1　片材接缝线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接缝线，一种是横向接缝线。纵向接缝线与分道白线重叠。为了使运动场接缝处
	E.1.5.2　检查片材接缝处是否有缝隙或凸出来的胶粘剂。用胶粘剂将缝隙填满，同时用专业刀片将凸出来的胶粘剂切平。


	E.2　其他类型预制型合成材料面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