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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预防和控制全装修住宅中全装修引起的室内环境污染，保
障居住者健康，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制

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全装修材料引起的空
气污染物控制。

1.0.3 本规程控制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应主要包括甲醛、苯、总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TVOC）、氡等。
1.0.4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污染控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1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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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污染物预评价 pre-assessment ofpollution fromdecoration process
在室内全装修设计过程中，针对设计方案及所用全装修材料

的品种、数量，并根据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特性模拟预测室内可能出

现的污染负荷、浓度水平及变化趋势。

2.1.2 规定指标法 prescriptive index method
室内全装修设计时，规定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和用量的污染

物控制方法。

2.1.3 性能指标法 performance index method
室内全装修设计时，采用污染物预评价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

使室内空气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的方法。

2.1.4 污染物释放特征参数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pollutant
emission

描述材料的污染物释放变化规律的多个参数。其中固态材料

的特性参数包括总可释放浓度、扩散系数、分离系数、污染物释放

率；液态材料的特性参数包括释放速率、衰减常数、污染物释放率。

2.1.5 污染物释放率 pollutant emission rate
单位时间内，单位表面积材料释放的污染物的量。

2.1.6 污染物释放率等级 pollutant emission rate level
根据材料 168h时段对应的污染物释放率进行分级。

2.1.7 承载率 loading ratio
指材料暴露在空气中的表面积与空间尺寸（面积/体积）的比

值，分为面积承载率和体积承载率，分别为与面积和体积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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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A———房间地面面积；

C———污染物浓度；

E———污染物释放率；

E軑———污染物的综合释放率；

Ei———第 i种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
F———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分为 F1~F4级；
Fp———人均居住面积；

NFi———等级为 Fi的材料面积承载率；

Si———第 i种材料的面积；
SFi———等级为 Fi的材料面积。

3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全装修工程应在合同中明确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并应将其
作为交付验收的依据。

3.1.2 针对海南的气候特点以及居住习惯，全装修工程应选用绿色环保
材料，并进行装饰装修材料污染物控制设计，在施工阶段应按照设计

要求进行材料的采购与施工。

3.1.3 室内全装修污染物控制流程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的规定。

3.2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

3.2.1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应分为 I级、II级、III级 3个等级，各
等级空气污染物浓度限量要求应符合表 3.2.1的规定，并应按所有
项目中最低的等级进行评定。

表 3.2.1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及污染物浓度限量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

I级 II级 III级

甲醛（mg/m3） C≤0.03 0.03＜C≤0.05 0.05＜C≤0.08

苯（mg/m3） C≤0.02 0.02＜C≤0.05 0.05＜C≤0.09

TVOC（mg/m3） C≤0.20 0.2＜C≤0.35 0.35＜C≤0.50

氡（Bq/m3） C≤200

3.2.2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不应高于 III级限量。所有污染物项目，
任何一项未达到 III级要求，则空气质量应判为不合格。
3.2.3 不含活动家具的室内全装修工程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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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F1 F2 F3 F4

甲醛 E≤0.005 0.005＜E≤0.03 0.03＜E≤0.06 0.06＜E≤产品标准限值

苯 E≤0.005 0.005＜E≤0.03 0.03＜E≤0.06 0.06＜E≤产品标准限值

TVOC E≤0.04 0.04＜E≤0.20 0.20＜E≤0.40 0.40＜E≤产品标准限值

材料类型
污染物项目

甲醛 苯 TVOC 放射性

木地板 ●○ ——— ●○ ———

饰面板 ●○ ● ●○ ———

无饰面人造板 ●○ ——— ●○ ———

木制固定家具 ●○ ● ●○ ———

墙纸 ●○ ——— ——— ———

腻子 ●○ ——— ——— ———

水性涂料 ●○ ——— ●○ ———

溶剂型涂料 ——— ● ●○ ———

水性胶粘剂 ●○ ——— ●○ ———

溶剂型胶粘剂 ——— ● ●○ ———

无机非金属材料 ——— ——— ——— ●

注：荫表示型式检验项目；茵表示进场复检项目；———表示不需要。

高于域级限量。

3.3 材料污染物释放分级

3.3.1 全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分级应以材料测试或计算所得的
168h对应的污染物释放率为依据。
3.3.2 材料的甲醛、苯、TVOC释放率等级及对应释放率应符合表3.3.2
的要求。

表 3.3.2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及限量 [mg/(m2·h)]

3.3.3 全装修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进场复检报告应包括污染物释
放率和放射性，且污染物项目应符合表 3.3.3的要求。

表 3.3.3 全装修材料污染物控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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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型 甲醛 苯 TVOC

木地板 F2 ——— F2

饰面板 F2 F2 F2

无饰面人造板 F3 ——— F2

木制固定家具 F2 F2 F2

墙纸 F2 ——— ———

腻子 F2 ——— ———

水性涂料 F2 ——— F2

溶剂型涂料 ——— F3 F3

水性胶粘剂 F3 ——— F2

溶剂型胶粘剂 ——— F3 F3

3.3.4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测试方法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B的规定，
放射性测试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的规定。

3.4 材料污染物控制基本指标

3.4.1 常用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应不低于表 3.4.1的要求。
表 3.4.1 常用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要求

3.4.2 常用材料的其他污染物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3.4.2的要求。
表 3.4.2 常用材料其他污染物控制指标及限值

材料类型 项目指标 控制限值

木地板 甲醛释放量 ≤0.5mg/L

饰面板 甲醛释放量 ≤0.5mg/L

无饰面人造板 甲醛释放量 ≤1.5mg/L

木制固定家具 甲醛释放量 ≤0.5mg/L

墙纸 甲醛含量 ≤60mg/kg

腻子 游离甲醛 ≤5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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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类型 项目指标 控制限值

水性涂料
游离甲醛 ≤50 mg/kg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80 g/L

溶剂型涂料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550 g/L

苯 ≤0.3 %

甲苯和二甲苯总和 ≤30 %

水性胶粘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50 g/L

游离甲醛 ≤1.0 g/kg

溶剂型胶粘剂

苯 ≤2 g/kg

甲苯和二甲苯总和 ≤100 g/kg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650 g/L

无机非金属装修材料
内照射指数 ≤0.9

外照射指数 ≤1.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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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物控制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住宅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应符合《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
装修设计标准》的规定。

4.1.2 室内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应采用规定指标法或性能指
标法。

4.1.3 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为 I级时应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污染物
控制设计；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为 II级或 III级时，可采用规定指标
法或性能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

4.1.4 当设计选用的材料污染物释放率不满足规定指标要求时，应
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

4.1.5 全装修设计图纸中应单列污染物控制设计及说明，明确全装
修材料控制要求或污染物控制计算结果。

4.2 规定指标法

4.2.1 规定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时，应对污染释放率等级相
同的材料面积直接求和，判定材料承载率限量的要求。

4.2.2 全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为 F1 的材料用量应不受
限制。

4.2.3 不应使用污染物释放率为 F4级及以上的材料。
4.2.4 采用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选材时，污染物释放等级为 F2和 F3
的材料的承载率应符合下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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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NF2+ 2
3

NF3臆1 （4.2.4-1）
其中，

NFi= SFi
A

式中：

NF2———污染物释放等级为 F2的材料面积承载率；
NF3———污染物释放等级为 F3的材料面积承载率；
SFi———等级为 Fi的材料面积；
A———房间面积。

4.2.5 应对甲醛、苯、TVOC分别按本规程第 4.2.2~4.2.4条的规定进行
选材。

4.2.6 按规定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应出具计算报告书，计算
书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C的要求。

4.3 性能指标法

4.3.1 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时，应对装修设计
方案进行污染物模拟计算。

4.3.2 性能指标法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全装修方案建立模型；
2 确定室内装修工程污染物控制目标；
3 输入计算边界条件；
4 计算模拟工程完工后室内污染物的浓度、污染负荷，解析污

染源组成；

5 对应交付日期的室内污染物浓度高于工程控制目标限值，
应调整优化装修方案，调整后的室内污染物浓度不应高于限值；

6 输出全装修材料用量和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以及其他
需要展示和说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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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具计算报告书，计算书宜符合本规程附录 C的要求。
4.3.3 模拟计算温度应按验收月份的海南省城市月平均温度取值，
当月平均温度低于 23益时，应取 23益。
4.3.4 装修方案进行设计优化的措施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大的污染源进行调整；
2 优先选用污染物释放率低的产品；
3 减少污染物释放率高的材料部品用量；
4 提出材料污染物处理要求，降低污染释放率；
5 提出改进室内通风的措施和要求；
6 合理安排项目实施进度和交付时间。

4.3.5 进行装修设计污染模拟计算应采用经过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协会组织专家鉴定认可的预评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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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阶段污染物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不得擅自更改设计文件的材料要求。当需要变更时，应按规
定程序办理设计变更，并应重新进行污染物控制设计。

5.1.2 当室内装修工程多次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方案时，宜先做样
板间。

5.1.3 在施工组织方案中应含有“装修施工污染控制”专项方案。
5.1.4 现场施工应符合职业健康卫生的要求。

5.2 材料采购与抽检

5.2.1 工程所使用的材料采购应符合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的
要求。

5.2.2 在对进场材料进行文件审核时，应对产品污染物释放率检测
报告、放射性检测报告进行复核，材料应满足设计要求和采购合同

要求。

5.2.3 室内装修工程对使用面积大于 500m2的装修材料，应按表
3.3.3的规定，对不同生产厂家、不同产品种类、不同批次材料分别
进行抽检复验。

5.2.4 工程中所用材料抽检复验指标应符合设计对污染物释放率
的控制要求；不符合控制要求时可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设计调整

变更；当设计调整变更后仍不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该批材

料不得用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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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施工要求

5.3.1 室内装修施工材料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装修时不得使用苯、工业苯、石油苯、重质苯及混苯作

为稀释剂和溶剂；

2 木地板及其他木质材料不得采用沥青、煤焦油类作为防腐、
防潮处理剂；

3 不得使用以甲醛作为原料的胶黏剂；
4 不得采用溶剂型涂料如光油作为防潮基层材料。

5.3.2 室内全装修施工时不应使用苯、甲苯、二甲苯及汽油进行除
油和清除旧油漆作业。

5.3.3 涂料、胶粘剂、水性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
闭存放，废料应及时清出。

5.3.4 室内不应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保洁用具。
5.3.5 工程使用部品宜采用工厂化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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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及验收

6.0.1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应符合《海南省全装修住宅装修工程质量
验收规范》DBJ 46-043的要求。
6.0.2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宜在工程完工
至少 7d后进行。
6.0.3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的检测抽检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时，应抽检工程有代表性的房间，抽检套
数不得少于住宅套数的 5%，且不应少于 3套；当套数少于 3间，应
全数抽检。

2 检测时，凡进行样板间室内空气质量污染物浓度检测且检
测结果符合控制要求的，抽检量减半，且不应少于 3套。
6.0.4 每套住宅内应对卧室、起居室、厨房等不同功能房间进行
检测。

6.0.5 检测时，每个待测房间污染物的检测点数应按表 6.0.5设置。
表 6.0.5 每个待测房间检测点数设置

6.0.6 检测甲醛、苯、TVOC时，采样前应关闭门窗 1h，且采样时间
不少于 20min；检测氡时，采样前应关闭门窗 24h。
6.0.7 空气质量检测时宜测量通风换气次数，并应反映在室内空气
质量检测报告中。

6.0.8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的检测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 甲醛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

方法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中酚试剂分光光度法的

房间使用面积（m2） 检测点数（个）

<50 1

≥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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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2 苯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
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 气相色谱法》HJ 583、《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
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HJ 584的规定。

3 TVOC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的规定。

4 氡的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
测量方法》GB/T 14582的规定。
6.0.9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应按本规程第 3.2.1条判定
等级。

6.0.10 对空气质量等级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分析原因并进行治
理。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后的工程，可对不符合项进行再次检测。再

次检测时，抽检量应增加 1倍，并应包含类型房间及原不符合房
间。检测结果应全部符合合同规定。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不合格

的工程，严禁投入使用。

6.0.11 工程验收时应检查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文件，包括下列
文件：

1 合同；
2 装修设计文件；
3 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报告书；
4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检测报告、放射性检测报告、材料进场检

验记录、复验报告；

5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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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装修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流程图

A.0.1 室内全装修污染控制实施流程应符合图 A.0.1的规定。

图 A.0.1 室内全装修污染控制实施流程图

项目定位

方案设计

施工图设计

材料采购

合格

不合格材料检测

材料进场使用

施工

竣工验收

空气质量检测

交付使用

不达标

问题整改

进度组织优化、工艺工法

材料性能要求 工艺要求

污染物控制设计 设计控制

采购控制

施工控制

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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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材料污染物释放特征参数检测方法

B.1 仪器及设备

B.1.1 材料测试应按承载率选取合适尺寸的测试舱，测试舱应符合
以下规定：

1 小型环境舱容积应为 50L~1000L。设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
准《人造板及其制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试验方法小型释

放舱法》GB/T 29899的要求。
2 大型环境舱，舱容积应不小于 12m3。设备应满足现行国

家标准《家具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用气候舱通用技术条件》

GB/T 31107的要求。
B.1.2 测试前应用蒸馏水对环境舱进行清洗擦拭，并应在标准测试
条件下通风至少 12h。待环境舱达到预定试验条件后，应采集环境
舱出口空气，并应保证满足表 B.1.2规定的测试条件。

表 B.1.2 环境舱要求

B.1.3 采样设备应包括恒流采样器、采样袋或吸附采样管、甲醛吸
收液。

B.1.4 分析仪器应包括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或色谱-质谱仪）。

参数 要求

温度（℃） （23.0±1.0）℃。

湿度（%） （50.0±5.0）%

换气次数（次 /h） （1±0.05）h-1

背景浓度

TVOC< 20μg/m3；单种 VOC浓度低于 2μg/m3，甲
醛 < 6 μg/m3；或保证背景浓度远低于试验浓度，
至少低 1 个量级，且在计算中应扣除；或试验中
最低浓度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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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试验步骤

B.2.1 样品的运输与保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固态待测样品宜在生产完成后的 30d内运送至试验室，并应

填写保管记录，应包括样品名称、生产日期、送检日期、运输环境

等。从工程现场抽检样品时，应确保包装完好。

2 样品在开始试验前，样品在开始试验前不应拆除正常的产品
包装。

B.2.2 固态材料试件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试件尺寸应根据环境舱的有效容积和承载率确定，承载率统

一按照 1 m2/m3（家具以实际情况为准），板材类测试时样品正反面
均应暴露在环境舱中，面积计算应包括正反面。

2 试件制作应沿产品长度方向，在中心部位选取测试试件。若
单块样品面积不足，木地板材料应按使用情况进行拼接，其他类型

材料放置多块试件。家具进行组装后应整套检测。

3 试件封边、封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封边应采用铝箔类密封材料；
2）对一件或多件完整的产品进行试验时，不应封边封底；
3）地板、饰面板类产品的封边应仅适用于割锯产生的断面；
4）细木工板、纤维板等裸板应进行封边，不应封底；
5）地毯、壁纸、家具等不应封边处理。

B.2.3 液态材料试件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试件尺寸应根据环境舱的有效容积和承载率确定，承载率宜

按照 0.4 m2/m3。
2 试样制作宜选择一定面积的玻璃板或不锈钢板作支持板，应

将试样均匀地涂在支持板一侧。涂覆量应取 350g/m2，误差应控制
在 10%以内。

3 涂覆后应将样品放置在 23益~28益，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应干
17



燥固化 7d。
B.2.4 组合材料试件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1试件尺寸应根据环境舱的有效容积和承载率确定。承载率宜
取 1m2/m3。

2 试件制作宜按照实际装修工艺、工法要求制作。
B.2.5 宜将试样放置于环境舱中心部位，试件表面应与环境舱内气
流方向平行。放置试样操作时间宜少于 5min，不应大于 10min。
B.2.6 采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测试周期不宜少于 48h~96h，家具测试周期宜不少于168h。
2 宜按照规定时间间隔采集舱内空气样本。实验初期采样点应

较密集，后期采样间隔可延长，宜选取 t= 1h，4h，8h，24h，30h，48h，
54h，72h，96h，并可酌情调整采样点。

3 为保证舱内正压，空气采样泵采样流量不应超过舱内通风气
流 80%。采样时间宜为 10min，可依据舱内浓度和分析仪器精度缩
短或延长采样时间。

B.2.7 样品分析方法应符合本规程 6.0.8的规定。

B.3 关键参数计算拟合

B.3.1 应基于典型时刻测试舱内污染物浓度测试结果，选用合适的
模型计算获取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

B.3.2 固态材料宜采用单相传质模型，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总可释
放浓度、扩散系数、分离系数、污染释放率应根据浓度测试结果按

以下公式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

C（t）=f（t，D，C0，K，E（t）） （B.3.2-1）
式中：

C（t）———t时刻边界处空气侧污染物的浓度，mg/m3；
D———材料中扩散传质系数，表征在材料污染物释放过程中，

单位时间单位浓度梯度下，污染物垂直通过单位面积材料的量，m2/s；
18



C0———总可释放浓度，表征在测试或使用初始时刻单位体积材

料内可释放的污染物的量，mg/m3；
K———分离系数，表征材料表面气-固交界处，固体侧的浓度与

气体侧的浓度之比，无量纲；

E（t）———t时刻材料污染物释放率，mg/(m2·h)。
B.3.3 液态材料宜采用单/双指数经验模型，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
一阶释放速率、一阶衰减常数、二阶释放速率、一阶衰减常数应根

据浓度测试结果按下列公式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计算：

E（t）=C（t）·Q/A （B.3.3-1）
E（t）=E1·e-K1 t+E2·e-K2 t （B.3.3-2）

式中：

E（t）———t时刻的污染物释放率，mg/(m2·h)；
C（t）———t时刻边界处空气侧污染物的浓度，mg/m3；
Q ———通风换气量，m3/h；
A ———房间面积，m2；
E1———一阶释放速率，mg/m2；
E2———二阶释放速率，mg/m2；
K1———一阶衰减常数，1/h；
K2———二阶衰减常数，1/h。

B.3.4 应根据污染物特性参数预测材料在不同时间的污染物释放
量，并获得 168h的污染物释放率和污染物释放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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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案例

C.1 规定指标法计算书

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

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设 计 人：

校 对 人：

批 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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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途 地区

建筑面积 层高

项目周期 交付状态

房

间

信

息

房间名称 房间面积（m2） 房间层高（m）

一、项目信息

建筑平面图

二、控制目标
完工后 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符合等级 I的要求，相

应污染物浓度限值为：

表 2 污染物等级限值

污染物 级别

项目 单位 I级 /II级 / III级

甲醛 mg/m3

苯 mg/m3

TVOC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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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信息

表 3 各区域拟选用材料信息

序
号
材料
类别

材料
名称

用料
面积
（m2）

甲醛 苯 TVOC

释放率
mg/(m2·h)

释放率
等级

释放率
mg/(m2·h)

释放率
等级

释放率
mg/(m2·h)

释放率
等级

房间 1

1 s

2

3

4

四、计算结果

序号

材料承载率限量要求：
1
3

NF2+
2
3

NF3≤1

甲醛 苯 TVOC

结果 符合要求 结果 符合要求 结果 符合要求

房间 1

房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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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性能指标法计算书

全装修污染物控制设计计算书

报告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设 计 人：

校 对 人：

批 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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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途 地区

建筑面积 层高

项目周期 交付状态

房

间

信

息

房间名称 房间面积（m2） 房间层高（m）

一、项目信息

建筑平面图

二、控制目标
完工后 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符合等级 I的要求，相

应污染物浓度限值为：

表 2 污染物等级限值

污染物 级别

项目 单位 I级 /II级 / III级

甲醛 mg/m3

苯 mg/m3

TVOC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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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信息

表 3 各房间选用材料信息

序
号
材料
类别

材料
名称

用料
面积
（m2）

甲醛 苯 TVOC

释放率
mg/(m2·h)

释放率
等级

释放率
mg/(m2·h)

释放率
等级

释放率
mg/(m2·h)

释放率
等级

房间 1

1 s

2

3

4

四、计算边界条件

装修时间： 验收时间： 模拟结束：

施工进度设置：

材料 类型 时间

风量设置：门窗开启，换气次数 10次/h；门窗关闭，换气次数 0.5次/h
作息设置：

起始时刻 结束时刻 状态

五、计算结果

基于用户提供的建筑信息、材料信息、计算条件设置，经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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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工程室内空气质量预测结果满足用户控制目标：完工后
***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符合等级 I的要求。/不满足用户控制
目标：完工后 ***时间，项目室内空气质量不符合等级 I的要求，方
案调整请参见：材料影响评估及控制要求。

甲醛 苯 TVOC

房间

污染物

结论
甲醛 苯 TVOC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控制

目标

计算

结果

房间 1

房间 2

序号 类别 用料总面积（m2） 控制要求（mg/m2·h）

1 甲醛 苯 TVOC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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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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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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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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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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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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2《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3《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 气相色谱法》

HJ 583
4《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1部分：物理因素》GB/T 18204.1
5《人造板及其制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释放量试验方法小型释放
舱法》GB/T 29899
6《家具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测用气候舱通用技术条件》GB/T
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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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海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污染
控制技术规程

DBJ 46-044-2017
J13908-2017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terior decoration pollution control of
fully-fit-out residential buildingsin Hainan province

海口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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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规程以保障民众在住宅建筑使用过程中环境安全、健康，
以结果为导向，主要针对用于全装修住宅的材料和室内家具部品，

为控制由其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强调预防为主的原则，从设计、

选材、施工、验收等阶段提出要求。重点完善污染源头控制和污染

预防措施，通过使用科学的预测方法及工具，针对材料提出新的环

保性能评价方法和要求、对全装修设计阶段方案预控提出实施要

求。从源头避免装修污染的发生，而不是污染发生后再被动地进行

治理。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的室内
环境污染物控制。相比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

染控制规范》GB 50325，本规程结合海南省绿色健康的建设发展定
位，提高了室内空气质量的控制要求，并采用更为合理有效的工程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方法措施。相比于行业标准《住宅建筑室内装修

污染控制技术规程》（报批稿），海南省地方标准更有针对性，充分

考虑了海南省地域气候特点和居住习惯，选取适宜的措施，并针对

海南省实际情况细化控制措施操作要点。

1.0.3 住宅建筑室内全装修工程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主要为化学
污染，考虑与国家标准的统一，本规程对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TVOC）、氡进行室内浓度限值和控制方法的规定，其他由全
装修工程引起的而未明确规定的化学污染物，可参考本规程的方

法进行控制。

室内氨污染主要来源于建筑用混凝土防冻外加剂，由于海南

省一般无需使用防冻外加剂，室内全装修带来的氨污染较少，海南

省住宅工程可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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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针对住宅建筑室内装饰装修污染控制，现行国家标准主要有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装饰装修材料
标准有害物限量”GB 18580~GB 18588、《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等。为了不引起室内环境的其他污染及安全等问题，
相关的污染物控制措施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本规程与

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保
持一致和协调，但在国标基础上提高了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更好

的保障民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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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对于全装修交付的住宅工程，不同的项目交付标准会有所差
异，尤其是在家具配置上，其相应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也会

不同。

在全装修住宅装修工程中，建设单位（房地产开发商）是质量

的第一责任单位，总承包单位是装修工程质量的重要责任单位。为

保障工程质量，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之间签署合同时，应明确项

目的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以便对总承包商的工程质量进行约束把控。

3.1.2 住宅室内全装修工程包括设计阶段、材料选择采购阶段、施
工阶段、验收阶段和投入使用阶段。设计阶段进行污染预评价，根

据方案预测建成后室内空气质量水平，评估方案的合理性，指导方

案的调整优化，并制定全装修材料部品控制要求及其他质量控制要

求，作为采购、施工环节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的科学化实施依据，通

过“预评价+预处理”，降低控制成本，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效果。
3.2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

3.2.1 全装修住宅室内空气质量划分为 I级、II级、III级。I级：代表
优质的室内空气质量；II级：代表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III级：代表
满足室内空气质量健康的合格要求，是保障用户的健康的基本要

求。若不同污染物浓度处于不同等级，则按最差的等级判定。

各等级浓度限值方面，III级的限值要求对应于《民用建筑工程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的要求，I 级、II级的限量取值
综合考虑国内外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和不同装修程度工程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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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差别进行确定。

考虑不同人群对室内空气污染的敏感程度和个体反应差异，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也可作为对入住使用时室内空气控制的要求。

3.2.2 室内空气质量 III级是室内空气质量健康的基本要求和合格
线，是保障用户的健康的基本要求。工程中，若有任何一项指标未

达到 III级要求，则空气质量不合格。
3.2.3 住宅室内空气污染来源于吊顶、地面、墙面装修所用的基本
材料和家具部品，本规程考虑到为全装修工程有不同交付标准，如

工程装修包括了床、柜子等大量活动家具，以及交付后增加家具会

引起新的污染源，为确保用户使用环境的健康，提高了不含活动家

具工程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求。即在全装修工程阶段应按 II级
控制，保障入住使用时空气质量符合 III级的基本要求。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可作为住宅室内全装修工程不同阶段对

应的空气质量要求，对于使用时室内空气质量水平要求较严格的

项目，如 II级，在全装修工程验收阶段室内空气污染浓度可考虑按
I级进行控制。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可进一步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要

求，使达到 I级。

3.3 材料污染物释放分级

3.3.1 全装修材料的污染物释放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多个
参数（如固态材料，包括初始可释放浓度、扩散系数、分离系数）的

耦合全面的描述材料的污染释放规律，但由于不够直观，因此本规

程选用由上述指标综合影响的 168h污染物释放率作为评价指标。
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1）国际相关材料污染释放测试周期普遍
采用 7d即 168h；（2）经过 168h，全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已基本
趋于稳定，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材料使用时的释放水平。

释放率评价法相比于现行室内全装修材料有害物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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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更为严格，也更为合理。目前人造板、饰面人造板、木制家具和

部品最常用的测定方法为“干燥器”法测定甲醛含量，该方法虽可

以测试板材释放到空气中的游离甲醛浓度，但无法反映材料对室

内空气质量的影响；“穿孔法”测试板材中所含甲醛总量，但材料中

能释放的游离甲醛只占其中小部分。现行标准对涂料、腻子、胶粘

剂、油漆等液态材料，通过测定有害物的含量评价材料的环保性能，

但由于该类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不仅与有害物含量多少有

关，也与材料干燥时间、有害物挥发快慢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将材

料涂饰在基底表面上，采用环境舱法进行污染物释放率的测定，能

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控制。

3.3.2 考虑到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效果是同等
的，因此不同类型材料采用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

通过对材料的污染物 168h 释放率进行等级划分，对材料的环
保性能进行区分比较，有助于材料的选择。释放率等级划分，一方

面参考国外相关标准的水平，一方面从控制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

的影响出发，同时考虑了我国目前材料和产品环保性能现状。

3.3.3 甲醛是人造板材最为主要的污染物，但饰面人造板和制品由
于表面采用油漆处理、胶粘剂贴面等处理，可能产生 VOC污染，应
同时对 TVOC的释放率水平进行控制。墙纸主要污染类型为甲醛；
溶剂型材料中所含苯、及其他 VOCs是常见污染，应进行相应污染
物的释放率水平控制。

为保障工程材料质量控制要求和尽量减轻工程检测成本，规

程明确各类材料需要开展型式检验的项目，需进场复检的项目，以

及不需要控制的项目。对于仅开展型式检验的项目，在材料进场时，

需由供应商提供产品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

3.3.4 材料污染物释放率采用环境舱法，将试件按照适当的承载率
放入恒定条件（温度、湿度、空气流速）的环境舱内进行甲醛和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VOCs）释放试验。通过采集舱内空气，测定不同时刻
舱内甲醛和 VOCs浓度，根据环境舱内浓度、承载率、通风换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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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计算材料甲醛、VOCs的特征参数及某时刻的释放率。

3.4 材料污染物控制基本指标

3.4.1 由于不同类型材料污染释放规律差别，可能某些类型材料大
部分处于较高等级，某些类型材料大部分处于较低等级。为便于对

常用类型材料的选择和质量控制，基于对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广

泛调研测试结果，明确常用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等级的基本要求，

作为海南省全装修住宅装修材料市场准入合格线；对于污染物释

放率等级优于基本要求的，代表环保性能更优，推荐优先选用。例

如木地板甲醛污染释放率等级要求 F2，F2为海南省木地板产品
准入的基本要求，装修工程可选择 F1或 F2，可依据污染控制设计
进行选材。

3.4.2 国家现行装饰装修材料产品标准（如《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
害物限量》系类（GB 18580~GB 18588）、GB 6566等）主要采用有害
物含量等指标进行产品质量评价。考虑到与现行产品标准的衔接，

海南省地方标准在采用污染物释放率作为材料主要控制指标同

时，兼顾考虑有害物含量等指标控制要求。但其指标限量在国家标

准基础上，结合相应材料类型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和市场产

品质量分布，适当提高要求，以便适应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工程质量

提升的要求。在逐步过渡阶段，需确保产品同时符合 3.4.1、3.4.2的
要求。

各类材料对应标准如下：

材料类型 产品标准依据 项目指标 产品标准限值
海南省执行
限值

木地板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人造板及其制品
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0-2001）

甲醛释放量 ≤1.5mg/L ≤0.5mg/L

饰面板 甲醛释放量 ≤1.5mg/L ≤0.5mg/L

无饰面人造板 甲醛释放量 ≤1.5mg/L ≤1.5mg/L

36



材料类型 产品标准依据 项目指标 产品标准限值
海南省执行
限值

木制固定家具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木家具中有害
物质限量》

（GB 18584-2001）

甲醛释放量 ≤1.5mg/L ≤0.5mg/L

墙纸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壁纸中有害物
质限量》

（GB 18585-2001）

甲醛含量 ≤ 120 mg/kg ≤60mg/kg

腻子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内墙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08）

游离甲醛 ≤100 mg/kg ≤50 mg/kg

水性涂料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内墙涂料中有
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08）

游离甲醛 ≤100 mg/kg ≤50 mg/kg

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VOC）

≤120 g/L ≤80 g/L

溶剂型涂料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溶剂型木器涂料
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09）

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VOC）

分类控制 ≤550 g/L

苯 ≤0.3 % ≤0.3 %

甲苯和二甲
苯总和

≤30 % ≤30 %

水性胶粘剂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
物质限量》

（GB 18583-2008）

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VOC）

分类控制 ≤50 g/L

游离甲醛 ≤1.0 g/kg ≤1.0 g/kg

溶剂型胶粘剂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胶粘剂中有害
物质限量》

（GB 18583-2008）

苯 ≤5 g/kg ≤2 g/kg

甲苯和二甲
苯总和

分类控制 ≤100 g/kg

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
（VOC）

分类控制 ≤650 g/L

无机非金属装
修材料

《室内装饰装修材
料建筑材料放射
性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内照射指数 ≤1.0 ≤0.9

外照射指数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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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物控制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海南省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标准》DBJ 46-042规定污
染物控制设计是全装修住宅室内装修设计中的内容之一。

4.1.2 规定指标是对室内装修所用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材料用量
等参数做了规定，设计师只要在设计中全部按照标准规定的指标

设计，就能满足建筑室内的空气质量基本要求。这种做法简单、明

了、便于普及推广，但事实上要满足这些指标的要求比较困难，限

制了室内装修的多样化和功能。例如目前流行采用大面积的木制

品，用量难以满足规定指标要求，不能仅因为单个指标的超限，来

限止用户和设计者的要求。规定指标法基于污染物释放率等级进

行评估，未考虑污染物释放率随时间的衰减变化。

性能指标法是一种性能化的系统综合考虑的方法，性能指标

法不拘泥于建筑室内装修的单个材料性能和用量，而是着眼于总

体室内空气质量是否满足控制目标的要求，简单说是当材料污染

物释放率超出指标时，可以通过调整其使用量或由其他释放率大

幅低于指标的材料来弥补，从而使整体空气质量满足要求。此方法

可采用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来实现。

4.1.3 项目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为 I级时，由于控制要求较高，
应直接采用性能指标法进行设计方案的评估；当控制目标为 II级、
III级时，规定指标法和性能指标法均适用。
4.1.4 规定指标法是基于材料等级的材料用量的限制，按照相应材
料等级的最高污染物释放率，且未考虑各装修材料施工的时间差以

及温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以保证在最不利条件下室内空气质量能满

足要求，因此，该方法对于材料污染物释放率处于各等级之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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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用量的限制会较严苛。

而性能指标法则通过综合考虑材料实际污染物释放率水平、

通风换气条件、装修进度组织等因素，根据各因素的实际水平，进

行权衡分析，组成较优的参数组合。所以在不满足规定指标法的条

件下，仍可能通过性能指标法的要求。虽然性能指标法在操作上相

对复杂，但却提供了更为经济、灵活的解决方案。

4.1.5 在装修设计说明中，应有装修设计污染控制的要求，且应包
括下列主要内容：工程的交付标准、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

材料配置情况、各类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材料等级或具体

释放率数值）等。通过将控制要求在设计图纸中进行明确的说明，

作为工程材料采购和施工等环节进行质量控制的重要依据，以确

保设计污染控制的措施执行落实。

4.2 规定指标法

4.2.1 规定指标法是规定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和材料用量的关系。
该计算方法是将污染物释放率处于同一等级的材料对室内空气质

量的影响视为相同，不考虑同一等级内不同释放率数值的差异，且

以等级内释放率最高值作为基准，对材料的控制相对严格。

4.2.2 等级为 F1的材料，其污染物释放率较低，从环保性能方面评
估值得推广，并鼓励在工程中优先选用。在一般住宅装修材料总承

载率约 15，即使全部采用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为 F1的材料时，室内
空气质量能基本符合 II级控制要求；但由于 F1的材料仍可能产生
一定的污染，且从节材目的出发，建议装修简约，适度的控制装修

材料的用量。

4.2.3 污染物释放率为 F4级或高于 F4级限量的材料，使用后将对
室内空气质量造成显著的污染，海南省内全装修工程应禁止使用。

4.2.4 本条款中所指房间，适用于整套住宅或单个房间，但选取时
应与室内空气质量验收的最小空间单元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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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体积承载率，采用面积承载率作为材料用量限制指标

更为直观，设计师可直接通过房间面积估算，而房间体积在装修工

程中并不常用。两者的换算关系为：面积承载率=层高伊体积承载
率。一般商品住宅工程，套内层高为 2.8m依0.2m，在该范围内可不忽
略层高差异的影响。对于层高 H超过该范围的空间进行承载率核
算时，进行层高的修正，实际承载 =计算承载· H

2.8
。

在通风换气次数为 0.5次/h，层高为 2.8m依0.2m条件下，按条
款规定承载率限量进行配置，不同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上限基本

满足室内空气质量 II级要求。以某住宅工程为例：

4.2.5 对材料甲醛、苯、TVOC的释放率分别进行等级评价，并按最
不利情况进行面积限量判定，以确保符合室内空气质量对不同指

标的控制要求。

主卧室 面积：22.8m2 层高：2.8m

材料 面积承载率 甲醛释放率等级

木地板 1.0 F2

胶合板 0.1 F3

腻子 2.2 F1

乳胶漆 2.3 F1

墙纸（含墙纸胶和防潮基膜） 1.4 F2

衣柜（固定） 0.6 F2

核算结果
1
3

NF2+
2
3

NF3=
1
3
×（1.0+1.4+0.6）+ 2

3
×0.1=1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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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性能指标法

4.3.1 住宅室内装修污染，是由建筑情况、装修材料类型、装修材料
污染物释放特性、材料用量、通风情况、装修施工进度和施工工艺、

装修交付时间、室内温湿度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且由材料污染

特性决定，装修后室内空气污染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借助于模拟

手段进行定量的评估，耦合影响装修污染的因素预测工程建成后

室内环境的动态水平，权衡判断方案的合理性，解析污染源，明确

主要污染源控制要求，指导工程装修污染控制及优化等等。

4.3.2 计算模型要求：对于住宅建筑，在（内）门窗关闭条件下，可不
考虑房间之间空气相互流通和房间内污染源的位置的影响，房间

采用单区模型即可满足计算精度的问题。对于房间内门完全开启

的情况，由于温差或人员活动会引起房间之间的风量交换，使污染

物在房间之间进行传播，此时可将连通的房间视为一个单区。计算

模型主要信息包括房间尺寸、材料种类和用量。

控制目标包括确定工程交付计划和交付使用后室内空气中污

染物限量等信息。

边界条件设定包括装修材料类型、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

参数、材料用量、通风、装修施工进度和交付计划、室内温湿度等。

各边界条件对装修后污染情况有密切的联系，设定原则见下文相

关条款规定。

通过模拟计算，除了输出材料污染释放率控制要求，也可得到

各房间/区域逐时/逐天污染物浓度，材料污染源对室内空气污染浓
度的影响权重趋势等信息，用于支撑评估决策。

4.3.3 温度对材料/部品的污染物尤其是甲醛散发有显著的影响，且
往往在 15益~30益区间变化敏感。调研显示，在无干预情况下，室内
温度与室外温度基本相近，计算温度按工程所在城市按热工标准

的规定选取。根据典型气象年气象数据，海南省逐月平均温度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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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下表：

月份 月平均干球温度（益）
1 18.0
2 19.0
3 21.4
4 25.2
5 27.5
6 28.7
7 28.9
8 28.4
9 27.2

10 26.0
11 22.1
12 19.5

4.3.4 装修污染模拟计算可输出工程建成后室内环境的动态水平
和主要污染源强度及其比例组成。根据分析结果，优先对影响权重

高的污染源进行调整，包括更换为污染物释放率低的材料或减少

材料用量。

4.3.5 装修污染预测软件为设计师开展污染预测提供界面化的交
互工具。软件计算基于质量平衡方程，包括科学合理的材料污染物

释放/吸附模型、通风模型、净化模型。为确保计算结果的可靠性，软
件应经过中国建筑装饰装修协会组织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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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阶段污染物控制

5.1 一般规定

5.1.1 对于设计文件中全装修方案、材料类型、材料用量、材料污染
释放率等方面的规定，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若需变更，应按照规

定的程序进行设计变更，并经建设相关方确认。拟更换的材料污染

物释放率高于设计规定的数值，应根据材料测试结果重新进行污

染控制设计，符合室内空气质量目标时方能使用。

5.1.2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多次重复使用同一设计时，为避免由于设
计、材料、施工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大批量装修工程室内空气污染超

标，宜先做样板间，并建议对其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检测，对

装修设计阶段的污染物控制效果进行核对。

5.1.3 由施工单位根据设计文件，尤其是“装修设计污染控制”中的
要求，以及本规程的规定，事先识别施工过程中各项环境危害因

素，控制选材质量，选择对室内环境污染较小的工艺，规范施工，确

保设计要求得以落地实施。

5.2 材料采购与抽检

5.2.1 控制室内空气污染的关键在于污染源的控制，采购材料的性
能质量水平，将直接决定项目的污染源控制效果，设计所提出的材

料污染释放率控制要求，应在采购文件中进行明确的规定。合同

中，对材料的质量和供应商责任进行明确条款规定，对材料供应商

进行相应的约束和督促。

5.2.2 同一单位工程，需对项目所用材料产品的污染释放率检测报
告进行查验复核，若能提供相同生产批次材料的检测报告则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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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工程材料质量的管控。

5.2.3 为确保工程所使用材料符合设计要求，对于用量较大的材
料，应实行材料的进场抽检复验。参考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

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当单类材料使用面积超过 500m2

时，可认为规模较大，应进行抽检，且应覆盖该类材料的不同生产

厂家、不同产品种类、不同批次样品。

5.2.4 为确保工程实施后室内空气质量达到预期控制目标，进场材
料污染物释放率抽检复验结果应符合设计对污染物释放率的控制

要求。当材料污染物释放率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考虑到其他材料

污染物释放率可能优于设计要求而为项目室内空气质量提供余

量，可由设计师或项目管理人员采用性能指标法，对项目在实际用

材条件下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核算，若核算结果能够符合空气质量

控制目标要求，则可协商使用，但若核算后无法满足室内空气质量

控制目标要求，则不得使用。

5.3 施工要求

5.3.1 室内装修工程中不应使用污染严重的材料、胶黏剂及其他辅
料：采用稀释剂和溶剂按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GB 7691-
2011第 2.1节的规定“禁止使用含苯（包括工业苯、石油苯、重质
苯，不包括甲苯、二甲苯）的涂料、稀释剂和溶剂。”混苯中含有大量

苯，故也严禁使用。胶粘剂、防潮材料等采用污染低的材料类型，替

换高污染的材料。

5.3.2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漆前处理工艺安
全及其通风净化》GB 7692-1999第 5.2.8条“涂漆前处理作业中严
禁使用苯”、第 5.2.9条“大面积除油和清除旧漆作业中，禁止使用
甲苯、二甲苯和汽油”制定。

5.3.3 涂料、胶粘剂、处理剂、稀释剂和溶剂用后及时封闭存放，不
但可减轻有害气体对室内环境的污染，而且可保证材料的品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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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的废料及时清出室内。

5.3.4 不在室内用溶剂清洗施工保洁用具，是有效避免二次污染的
必要措施，也是减少施工操作人员健康危害的要求。

5.3.5 工厂化制作是将室内大部分全装修项目在工厂内通过流水
线作业进行生产(如：房门、门套、窗套、踢脚线、床、橱柜等)，然后到
现场进行组装。与传统手工作业相比，工厂化装修标准度高，精细

度好，绿色环保，缩短工期，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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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及验收

6.0.1 《海南省全装修住宅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DBJ 46-043明
确了室内空气质量检测验收是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工程质量验收

的内容之一。

6.0.2 因涂料保养、挥发期一般为 7d，在此期间不宜检测，所以建
议在工程完工后至少 7d以后进行检测。若在装修污染预测阶段，
对验收时间有明确要求的，应与设计要求一致。

6.0.3 计算抽检房间数量时指对一个单体建筑而言，且以套作为基
础参与抽检比例计算，便于计算。抽检时应适当包括不同楼栋、不

同朝向、不同楼层、不同户型。

6.0.4 验收时对卧室、起居室、厨房等主要功能房间进行检测，且卫
生间等辅助房间进行抽检。

6.0.5 一般住宅建筑单间面积不大于 100m2，检测点数确定参考
GB 50325按 50m2作为划分线。
6.0.6 住宅建筑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由于室外噪声、采暖空调、私
密性等原因，保持较长时间的门窗关闭，为确保通风不利的条件下

室内空气质量符合要求，本规程参考《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

控制规范》GB 50325的规定，进行甲醛、苯、TVOC采样前关闭门窗
1h，采样不少于 20min；进行氡采样前关闭门窗 24h。
6.0.9、6.0.10 工程竣工验收时，必须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要
求。对于检测结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工程，由于装修污染属于挥发

性污染，可采取治理辅助措施（如吸附、强氧化化学试剂反应、污染

封闭等方式），降低污染物浓度，并经复检合格方能投入使用。

6.0.11 工程对室内空气污染控制部分的验收，应提供设计文件、检
测报告等作为验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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