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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T 23451《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修订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19 年 7 月 8 日，根据国标委发[2019]22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下达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以及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函（2019）19 号《关于做好 2019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的通知》，《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GB/T 23451 的修编立项正式被国标委批准，由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牵头负

责组织起草，目前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1.2 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1 月 9 日，《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GB/T23451 编制组成立暨第一

次工作会议在京成功举行，与会人员对标准编制大纲、任务分工与初稿内容进行

了充分讨论，并对产品选用、试验检测以及验收等方面给出针对性建议，形成会

议纪要如下： 

1）针对条板市场产品：建议条板的术语修改为“长宽高不小于 2 的预制板”。 

2）关于条板分类方法：建议将条板按使用材料进行详细分类；按实心、空

心进行分类。 

3）关于图示：修改复合轻质条板示意图，增加接缝槽、榫头等注释。 

4）关于条板规格尺寸：增加常用长度、宽度、厚度尺寸规格。 

5）关于一般规定：增加新加入的条板应符合的标准要求。 

6）关于物理力学性能：根据相关标准及厂家产品的检测报告对各类型条板

的性能指标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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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9 月 25 日，编制组受邀参加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墙板分会

2020 年会和“墙板高质量发展及应用”行业研讨会，会上编制组对标准征求意见

稿初稿内容和行业墙板企业进行了充分分享与沟通，并结合调研以及企业沟通建

议情况整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中间稿。 

 

2020 年 9 月 29 号，主编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材检验

认证集团西安有限公司的主要编制人员通过视频会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

了充分讨论，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3 主要参加单位、工作组成员及其工作 

结合标准初稿主要章节确定的目录内容，编制组在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

会议上对标准各章节进行了内部分工，确保每项内容有行业对应的企业参与制定，

具体工作分工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工作组分工 

章节号 章节名称 负责单位 参与单位 

1 范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西安有限公司、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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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4 分类和标记 

5 一般规定 

6 要求 

轻混凝土类 
抚顺飞科新型建材开发

有限公司等 

水泥、石膏类 
江苏宝盛住宅工业有限

公司等 

复合类 
江苏诚立方环保新材料

有限公司等 

发泡陶瓷类 
辽宁罕王绿色建材有限

公司等 

7 试验方法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安有

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

限公司等。 

8 检验规则 

9 标志、运输和贮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1）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与产品。 

编制组充分参考已有国内外工程案例中应用的成熟可靠技术与产品，并对新

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进行专项试验检测、分析与技术验证，确保列入规程的技

术与产品具有合理、适用、安全、可靠的特点。 

（2）与国家现行标准规范协调统一、内容互补。 

在技术条文规定方面，与现有标准一致的直接引用，重点对现有标准暂不覆

盖的内容进行规定。 

2.2 主要修订内容 

2.2.1 相较于 GB/T 23451–2009 的主要内容修订概况 

与 GB/T 23451–2009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条板术语中对长宽比的要求； 

——增加了发泡陶瓷轻质条板及复合条板、铝蜂窝复合条板、聚苯颗粒水泥

条板、烧结空心条板等条板类型及其主要原材料的性能要求； 

——增加了复合条板芯板及面板的主要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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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防潮石膏条板的 2h 吸水率指标，修改了防潮石膏条板的抗压强

度指标； 

——增加了使用胶粘剂的复合条板甲醛释放量指标； 

——增加了新增类型条板的外观、尺寸要求和各项性能指标； 

——增加了聚苯颗粒水泥芯板的抗压强度指标； 

——修改了部分轻质条板的抗压强度、面密度等指标； 

——修改了部分轻质条板 90mm、100mm、及增加了 180mm、200mm 厚度

墙板隔声指标； 

——修改了部分轻质条板的出场检验要求。 

2.2.2 相较于 JG/T169–2016 的主要内容修订概况 

与现行的 JG/T169–2016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条板术语中对长宽比的要求； 

——增加了发泡陶瓷轻质条板、铝蜂窝复合条板、聚苯颗粒水泥条板、烧结

空心条板等条板类型及其主要原材料的性能要求； 

——增加了复合条板芯板及面板的主要性能要求； 

——增加了防潮石膏条板的 2h 吸水率指标，修改了防潮石膏条板的抗压强

度指标； 

——增加了新增类型条板的外观、尺寸要求和各项性能指标； 

——增加了聚苯颗粒水泥芯板的抗压强度指标； 

——修改了部分轻质条板的抗压强度、面密度等指标； 

——修改了部分轻质条板 90mm、100mm、 180mm 及增加 200mm 厚墙板

的隔声指标，去除了 210mm 的类型。 

——修改了部分轻质条板的出场检验要求。 

2.2.3 具体条文以及指标修订概况 

（1）增加与修改的主要术语 

1）条板定义：长宽比 L/B 的变化 

长度不小于 2.2 米、长宽比不小于 2.0 的预制板 

说明：根据市场产品规格调研，编制组发现，目前市场条板产品考虑安装效

率、减少拼缝等因素，宽度为 1200 的规格越来越多，按原标准条板规定的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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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限值为 2.5 的前提下，宽度为 1200 的板材长度需在 3000 以上，限制了其在住

宅等低层高工程项目中的应用，因此将长宽比限值放宽至 2.0。 

2）混凝土轻质条板 

采用水泥为胶结材料，以钢筋、钢丝网或其他材料为增强材料，与浮石、陶

粒、粉煤灰、煤矸石、炉渣等轻集料制成的预制混凝土条板，简称混凝土条板。 

3）水泥轻质条板 

以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钢丝网片或钢丝网架为增强材料，水泥为胶凝材料，

或采用镁质胶凝材料，加入适量添加剂及掺加料制成的预制隔墙条板，简称水泥

条板。 

4）石膏空心条板 

以建筑石膏为主要原料，掺加无机轻骨料、无机纤维增强材料，加入适量添

加剂制成的空心条板，简称石膏条板。 

5）发泡陶瓷轻质条板 

以工业固体废弃物或其他矿物为主要原料，配以发泡剂，经高温发泡、烧成

的预制轻质陶瓷条板，简称发泡陶瓷条板。 

说明：发泡陶瓷轻质条板是目前市场上新出现的应用于内隔墙的轻质条板产

品，全国目前有多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的企业支撑，有一定市场应用规模以及工

程经验，为规范该类产品的生产与规模化应用，这次修订将其纳入标准。 

6）聚苯颗粒水泥条板 

以水泥/聚苯颗粒等为主要材料，以钢丝网片或钢丝网架为增强材料，加入

适量添加剂及掺加料制成的预制轻质条板。 

说明：聚苯颗粒水泥条板在河北、江苏、福建等省市已有一段时间的推广应

用经验，全国目前有多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的企业支撑，有一定市场应用规模，

为规范该类产品的生产与规模化应用，这次修订将其纳入标准。 

7）铝蜂窝复合条板 

以单层、多层铝蜂窝芯板为芯材，中间或复合有岩棉等轻质功能材料，两面

粘接无机板材为面板，两侧由封边条或龙骨增强的预制轻质复合条板，简称铝蜂

窝条板。 

铝蜂窝复合条板是目前市场上新出现的应用于内隔墙的轻质复合条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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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等地已有一定市场应用规模以及工程经验，为规范该类产品的生产与规模化

应用，这次修订将其纳入标准。 

8）烧结空心条板 

以页岩、煤矸石、粉煤灰、建筑渣土、江河湖淤泥、污泥等为主要原料，经

挤出成型、干燥和焙烧制成的、含有孔洞的预制空心条板，简称为烧结条板。 

说明：烧结空心条板是目前市场上新开发条板产品，目前四川、重庆、浙江

等地厂家在进行试点性生产与研发，已有企业形成小批量生产能力，有少量试点

应用，这次修订拟将其纳入标准并征求意见。 

（2）轻质隔墙条板尺寸、材料、规格以及性能指标修编（与原 GB/T 23451

标准相比） 

1）尺寸规格：完善并调整原标准中不同轻质条板隔墙产品的外观质量要求、

尺寸允许偏差、空心板的孔间肋厚和面层壁厚等；修编轻质隔墙条板产品规格尺

寸，由原有标准的 90/120 扩充为 90/120/150/180/200，进一步满足工程应用需

要。 

说明：原有隔墙产品主要应用于住宅市场，现状条板市场进一步扩展到办公、

商业、工业等建筑中，防火、隔声等指标要求各异，且考虑与主体承重墙体的连

接匹配，出现了多种成熟的尺寸规格条板产品，因此对原有标准的规格等进行适

应性修订。 

2）条板材料类型：按材料类型进一步修编细化产品性能要求，结合市场应

用情况，分轻混凝土类条板、水泥条板、石膏类条板、复合类轻质条板、发泡陶

瓷轻质条板、烧结条板等类型分别修编细化。 

3）性能指标：区分材料类型、区分规格尺寸，修编相应产品面密度、抗压

强度、干燥收缩值、隔声、耐火等物理力学性能指标要求，需结合建筑材料特点、

建筑设计需求以及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等进行研究确定，补充一些必要的试验检测

验证，增加发泡陶瓷轻质条板、烧结条板相关物理力学性能技术要求。具体如表

2.2.3-1~2.2.3-4 所示（表格数据均有相关产品的试验检测报告支撑）。 

表 2.2.3-1 混凝土轻质、烧结条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修订情况 

序号 项目 

指标 

板厚 90 

mm(100mm) 

板厚

120mm 

板厚 150 

（160）mm 
板厚 180 mm 

板厚 200 

mm 

1 抗冲击性能/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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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弯破坏荷载/ 

板自重倍数 
≥1.5 ≥2 ≥2 

3 抗压强度/MPa ≥5.0 [3.5] {5.0} 

4 软化系数 ≥0.80 

5 面密度/kg/m
2
 

≤110(120) 

[90] 

{110} 

≤140  

[110] 

{140} 

≤160 

{160} 

≤180 

{180} 
≤220 

6 含水率
a
/% 

≤12/10/8 

[12] 

{12/10/8} 

7 干燥收缩值/mm/m ≤0.5  [0.6]  {0.5} 

8 吊挂力/N ≥1000 

9 空气声隔声量/dB ≥35 ≥40 ≥45 ≥50 ≥50 

10 耐火极限/h ≥1 ≥2 

11 传热系数/W/m2·K -- 
≤2.0 

{2.0} 
≤1.5 

12 
烧结条板 5h沸煮吸

水率/% 
≤20 

13 烧结条板石灰爆裂 不允许出现 10mm以上的爆裂点 

14 烧结条板泛霜 不允许出现严重泛霜 

注：亮显部分表示相较于 09 版国家标准有变化 

[  ]里面为 09 版国家标准指标数值； 

{  }里面为现行行业标准 JGJ/T169-2016 中相关指标 

表 2.2.3-2 水泥条板、石膏条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修订情况 

序号 项目 

指标 

板厚 90(100) 

mm 

板厚 120 

mm 

板厚 150 

mm 

板厚

200 mm 

1 抗冲击性能/次 ≥5 

2 抗弯破坏荷载/板自重倍数 ≥1.5 ≥1.5 ≥2.0 

3 抗压强度/MPa 
≥3.5 ≥3.5 ≥3.5 

防水石膏≥5.0 

4 软化系数 
≥0.80 

防水石膏≥0.60 

5 面密度/kg/m
2
 ≤90 ≤110 ≤130 ≤180 

6 含水率
a
/% 

≤12/10/8 

[12] 

{12/10/8} 

7 干燥收缩值/mm/m ≤0.6 

8 吊挂力/N ≥1000 

9 空气声隔声量/dB ≥35 ≥40 ≥45 ≥50 

10 耐火极限/h ≥1 ≥2 

11 传热系数/W/m2·K -- 
≤2.0 

{2.0} 
≤1.5 

注：亮显部分表示相较于 09 版国家标准有变化 

[  ]里面为 09 版国家标准指标数值； 



 

9 

{  }里面为现行行业标准 JGJ/T169-2016 中相关指标 

表 2.2.3-3 发泡陶瓷轻质条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修订情况 

序号 项目 

指标 

板厚 100 mm 
板厚 120 

mm 
板厚 150 mm 板厚 180 mm 

1 抗冲击性能/次 ≥5 

2 抗弯破坏荷载/板自重倍数 ≥5.0 -- -- 

3 抗压强度/MPa ≥5.0 

4 密度/kg/m
3
 ≥450 

5 软化系数* ≥0.80 

7 干燥收缩值/mm/m ≤0.4 

8 吊挂力/N ≥1000 

9 空气声隔声量/dB ≥35 ≥40 ≥45 ≥50 

10 耐火极限/h ≥1 ≥2 

11 传热系数
b
/W/m

2
·K -- ≤2.0 ≤1.5 

表 2.2.3-4 复合夹心轻质条板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修订情况 

序号 项目 
指标 

板厚 90 mm 板厚 120 mm 板厚 150 mm 板厚 180 mm 

1 抗冲击性能/次 ≥5 

2 
抗弯破坏荷载/板自重

倍数 
≥1.5 ≥2 ≥2 

3 抗压强度/MPa ≥3.5 ≥3.5 ≥3.5 

4 
聚苯颗粒水泥芯材抗

压强度/MPa 
≥2.5 

5 面密度/kg/m
2
 ≤90 ≤110 

≤160 

{130} 
≤190 

6 软化系数* ≥0.80 

7 含水率
a
/% 

≤12/10/8 

[12] 

{12/10/8} 

8 干燥收缩值/mm/m 
≤0.5  [0.6]  {0.5} 

发泡陶瓷复合条板≤0.4 

9 吊挂力/N ≥1000 

10 空气声隔声量/dB ≥35 ≥40 ≥45 ≥50 

11 耐火极限/h ≥1 ≥2 

12 传热系数
b
/W/m

2
·K -- 

≤2.0 

{2.0} 
≤1.5 

13 
复合条板面板抗拉拔

强度/MPa 
≥0.8 

注：亮显部分表示相较于 09 版国家标准有变化 

[  ]里面为 09 版国家标准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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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为现行行业标准 JGJ/T169-2016 中相关指标 

（2）轻质隔墙条板试验方法修编（与原 GB/T 23451 标准相比） 

结合检测经验、数据可靠性、操作合理性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在保证与现行

国家标准协调的基础上，对试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验证与修编。 

在新增轻质条板产品的基础上，增加或补充试验方法，并根据现施行试验及

检验标准增加复合条板芯板抗压强度、复合条板面板抗拉拔补充试验方法等。 

（3）改变轻质条板出厂检验要求 

由原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质量、尺寸、抗冲击

性能、抗弯破坏荷载、含水率三项性能项目，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的规定

进一步细化为：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抗压强度、外观质

量、尺寸偏差全部规定项目以及以下各项性能项目，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1）除发泡陶瓷条板外的其他类型条板出厂检验项目：抗冲击性能、抗弯破

坏荷载、含水率。 

    2）防潮石膏条板出厂检验项目增加 2h 吸水率和软化系数。 

    3）发泡陶瓷条板出厂检验项目：密度 

4）复合条板出厂检验项目：聚苯颗粒水泥芯板抗压强度、复合条板面板抗

拉拔强度。 

3、 主要调研、验证情况分析 

2019 年 07 月~2020 年 11 月，编制组先后在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四川

等省市的各大类轻质条板技术企业进行了广泛的调研，重点了解国内建设市场中

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及工程批量使用的成熟轻质条板产品。其中调研轻混凝土条板

厂家 6 家，水泥石膏类轻质条板厂家 5 家，发泡陶瓷轻质条板厂家 4 家，复合类

轻质条板厂家 2 家。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墙板企业调研情况表 

混凝土轻质条板 水泥石膏类轻质条板 发泡陶瓷轻质条板 复合类轻质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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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飞科新型建材开

发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恒

盛建材厂 

深圳万科达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广东常胜建筑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越发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中山绿高建材有限公

司 

江苏宝盛住宅工业有

限公司 

浙江威玛逊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 

海南启程德瑞绿建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筑可丽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 

成都上筑建材有限公

司 

 

辽宁罕王绿色建材

有限公司 

内蒙古建能兴辉陶

瓷有限公司 

福建德胜新建材有

限公司 

佛山金意绿能新材

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诚立方环保

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世纪耐特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 

 

国内的轻质条板行业已初步形成规模化生产，企业内部有较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各省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多数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对轻质条板生产企业的

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起到监督作用。 

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对调研资料汇总，编制组计划调整规程中列入条

板产品的规格、品种，根据不同建筑隔墙的性能要求,提出不同材质条板产品的

技术指标，调整了复合条板的性能指标,以方便工程设计人员、建设单位选用优

质条板产品,满足建筑对提高隔墙隔声、保温、防火等功能需求。 

标准修订应重点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根据近期发布实施的与建筑隔墙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和不同建筑隔墙的性能需求,对目前工程中批量使用的

条板产品生产、应用情况进行调研。通过调研、验证、论证，提出不同材质、不

同规格的空心、实心、夹芯轻质条板隔声、传热系数、耐火极限、燃烧性能、干

缩值、面密度等主要技术指标;规范配套材料的应用,推动轻质条板新产品和应用

技术的技术进步。 

汇总市场调研情况后编制组以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开展工作： 

（1）以近年发布实施的与建筑隔墙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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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隔墙的性能需求,提出不同规格的空心、实心、夹芯轻质条板空气声隔声、

传热系数、耐火极限、燃烧性能、干缩值、面密度等主要技术指标; 

（2）吸收有实力的不同材质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参加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推动轻质条板新产品和应用技术的规模化推广应用。 

（3）与相关产品行业标准协调，对部分条板产品技术指标调整。 

4、 知识产权说明 

标准中未涉及国内外专利。 

5、 效益分析 

装配式建筑作为主要抓手在政府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行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中，要求围护结构以及内隔墙非砌筑，轻质条板作为目

前在围护结构以及内隔墙中使用的主要非砌筑产品，在目前国家推进建筑产业化

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修订后的《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GB/T 23451 产品标准，

将全面规范企业生产与产品质量控制、满足建筑使用功能需求，推动各类轻质条

板产品的大规模批量应用，具有较广阔的应用前景，必将进一步在国家层面继续

引领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行业的发展，对我国轻质条板行业发展形成全面的技术

支撑，实现内隔墙选用设计、检验验收业务化水平的提升。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及对比情况 

国外发达国家工程项目一般为精装交房工程，客户对隔墙条板产品的表观质

量以及指标问题的投诉相对较低，所以国外发达国家对相关隔墙条板产品指标规

定一般较低或者无要求，国内目前出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外的条板产品性

能指标也直接采用国内标准技术要求；国内目前的工程项目毛坯交付方式居多，

用户对相关隔墙条板产品的技术指标以及表观质量要求较高，由此引起的行业纠

纷和投诉也较多，所以目前国内关于建筑条板产品的标准指标内容规定较多且较

严格，比国外相关产品的指标严格。 

7、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与现行标准和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在

标准适用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方面保持标准的独立性、系统

性，并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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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国家产品标准。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由全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统一组织行业会

议宣传与技术培训，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西

安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标准技术的宣贯与技术推广，并组织生产、施工与监理企业

进行技术交流。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出台后替代原《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GB/T 23451-2009。 

12、 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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