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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集成箱式活动房行业协会、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共同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集成箱式活动房行业协会、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深圳市德劳施

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房屋安全和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广州市施劳德活动房材料有限公司、深圳

市德立斯建材有限公司、珠海市科建集装箱有限公司、深圳市得劳斯集装箱有限公司、广东华瑞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市猛人得劳斯集装箱有限公司、深圳市我家信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者（深圳）

房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赋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春鹏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燊凝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卓立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睿安特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德力师活动房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洲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惠州市德劳施

活动板房有限公司、珠海市得劳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诗兵、何顺民、曾国忠、张增英、王莹、王梦桢、杨立、谢博学、宋成聪、

刘远锋、陈增科、谢胡、谢亚春、陆童敏、谢国、张尚斌、朱德源、骆洋姣、李斌、李铸文、苑建红、

杨永辉、孙俊峰、王梦樵、叶南海、刘洪波。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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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集成箱式活动房自2000年出现在市场上，经过二十多年的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全国有近万家箱房

生产企业（深圳年产量达20万个），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临设、油田矿业、野外作业、医院病房、体

育赛事、乡村民宿、乡村驿站、消费扶贫、厕所革命、垃圾分类、军队消防和办公用房等领域，解决

了大量流动人口的临时住宿问题。

深圳市集成箱式活动房协会自2020年11月份成立，就着手组织行业协会内优秀龙头生产企业的骨

干技术力量，联合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编写本技术标准，引导集成箱式活动房生产企业走“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的创新之路，强调工匠精神，秉承“绿色环保、低碳循环”的产品制

造理念，响应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

带动下，为中国制造（智造）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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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箱式活动房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集成箱式活动房的术语和定义、标记和要求、检验试验和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和

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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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

GB 450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2部分：钢斜梯

GB 450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T 5267.1 紧固件 电镀层

GB/T 5267.2 紧固件 非电解锌片涂层

GB/T 5267.3 紧固件 热浸镀锌层

GB/T 7106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GB/T 8478 铝合金门窗

GB/T 8484 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

面和全面清理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11982.1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第一部分：非同质聚氯乙烯卷材地板

GB/T 14683 硅酮和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

GB/T 17795 建筑绝热用玻璃棉制品

GB 18586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19686 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GB/T 23932 建筑用金属面绝热夹芯板

GB/T 24498 建筑门窗、幕墙用密封胶条

GB/T 28887 建筑用塑料窗

GB/T 34342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方法

GB/T 37260.1 箱型轻钢结构房屋 第一部分：可拆装式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T 50083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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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T 50621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JG/T 125 建筑门窗五金件 合页（铰链）

JGJ/T 188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C/T 884 金属板用建筑密封胶

3 术语和定义

GB/T 5008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集成箱式活动房 integrated box mobile house

由铝合金、玻璃钢或轻钢（槽钢、方通或薄钢板轧制成相关截面型材）等材料做承重结构，金属

面夹芯板等材料做围护结构，采用模块化设计、工厂标准化加工集生产、装修、电气及智能设备等于

一体，由合适工具运输到指定场地安装可重复使用的满足办公、生活等众多使用功能的工业产品。集

成箱房由箱顶、箱底、箱顶主梁、箱底主梁、立柱、门窗、角件等构成，如图1。

注：以下简称集成箱房。

图 1 集成箱房示例图

3.2

金属面夹芯板 metal faced sandwich panels

由内外两层彩色涂层钢板做面层，内衬保温隔热芯材，用高强度粘合剂粘合组成的自支撑复合板

材，用于集成箱房墙（屋）面工程。根据芯材的不同，有金属面岩棉（矿渣棉）夹芯板、金属面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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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夹芯板、金属面硅酚板等种类。

注：又称为彩钢复合板、彩钢夹芯板。

3.3

箱底 floor system of box mobile house

箱底框架（底部主次梁组成的平面框架结构）和地板系统等集成组成的部件。

3.4

箱顶 roof system of box mobile house

箱顶框架（顶部主次梁组成的平面框架结构）、屋面系统和吊顶系统等集成组成的部件。

3.5

立柱 posts

由铝合金、玻璃钢或轻钢制作通过焊接或螺栓连接箱顶和箱底的竖向结构件,通常设在箱房的四

个角部,必要时也可在中部设置。

3.6

角件 corner fitting

位于箱底框架和箱顶框架的四个角,可与角部立柱和其他箱体连接的结构件，具有支承、堆层、

吊运、连接和紧固集成箱房的作用。

4 等级与标记

4.1 等级

根据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和耐久性，集成箱房按照表1的要求划分为A级、AA级、AAA级三个等级。

表1 集成箱房产品等级划分

项目/等级 要求条目 项目 A级 AA级 AAA 级

出厂检验项目

5.1.1

金属面夹芯板公称壁 √

金属面夹芯板燃烧性能 √ √ √

金属面夹芯板质量密度 √

金属面夹芯板粘接强度 √

金属面夹芯板传热系数 √ √

金属面夹芯板涂层厚度 √

5.1.6 螺栓实物最小载荷（如有） √ √ √

5.4 尺寸允许偏差 √

5.5 连接（焊接或螺栓连接） √ √ √

5.6 防锈涂装 √ √

5.8 电气及设备安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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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集成箱房产品等级划分（续）

项目/等级 要求条目 项目 A级 AA 级 AAA 级

型式检验项目

5.2 结构性能 √ √ √

5.3 热工性能 √ √

5.11 室内空气质量 √ √ √

5.7 密封要求（淋水实验） √ √ √

5.7 密封要求（门窗三性检测） √ √

可叠放层数和检验

项目

A.1.5
2 层 √ √ √

3层 √ √

5.2.3
在规定荷载作用下受弯构件的允

许挠度
√ √ √

消防要求 5.9

独立式智能烟感 √ √ √

灭火器 √ √

智能应急照明 √ √

智慧安全用电 √ √

使用年限 5.2.1
≥5 年 √

≥10年 √ √

节能要求 5.12 主材的碳排放因子 √ √

智能应用 5.13 是否有智能应用 √

注：分级中没有提到的项目应达到第 5 章中对应项目的要求。

4.2 标记

集成箱房标记由产品代号、产品等级、外形长度、外形宽度、外形高度、本标准编号组成。

——×× T/SZMHA 0001-2021

外形高度（mm）

外形宽度（mm）

外形长度（mm）

产品等级

产品代号（JCX）

示例：

外形尺寸为6000mm（长度）×3000mm（宽度）×2780mm（高度）的集成箱房标记为：JCX-产品等级-6000×3000

×2780 T/SZMHA 0001-2021



T/SZMHA 0001-2021

T/SPEMF 0029-2021

5

5 要求

5.1 材料及构配件

5.1.1 围护结构材料

5.1.1.1 集成箱房的围护结构宜采用金属面夹芯板，材质应符合 GB/T 23932 的要求且应具有无毒无

异味性、耐久性好、憎水性强、黏合性好、保温隔音性能好等特性，如采用其他围护结构材料应满足

本标准相关技术要求。

5.1.1.2 金属面夹芯板的芯材应采用燃烧性能等级为 GB 8624 中 A 级（不燃性）的轻质材料。

5.1.1.3 金属面夹芯板的芯材与面板应粘接牢固。

5.1.1.4 金属面夹芯板的厚度根据气候条件和使用要求可选用 100mm、80mm 和 50mm，最小厚度不小

于 50mm。外面板公称壁厚不应小于 0.5mm，面板正面彩色涂层厚度应不小于 20um。芯材纤维应垂直于

钢板表面，其质量密度、粘接强度和传热系数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金属面夹芯板技术指标

项目
芯材

岩棉 玻璃棉 硅酚

质量密度（kg/m³）≥ 100 64 45

与面板粘接强度（MPa）≥ 0.06 0.03 0.09

传热系数

w/（㎡·k）

≤

50mm 厚 0.85 0.90

0.02480mm 厚 0.56 0.59

100mm 厚 0.46 0.48

5.1.2 箱底地板系统应采用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GB 8624 中 B1 级（难燃性）的材料，并且应具有无

毒无异味性、耐久性好、憎水性强、黏合性好、保温隔音性能好等特性。若采用陶瓷地砖地板，应具

有强度高、致密坚实、耐磨、吸水率低、抗冻、耐污染、易清洗、耐腐蚀、耐急冷急热、经久耐用等

特性；若采用木地板或人造板（胶合板、纤维板及刨花板）时，甲醛释放限量标识 E1；若采用 PVC 地

板革时，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3 的要求，其他各项指标应符合 GB/T 11982.1 的要求。

表 3 挥发物的限量

单位：g/㎡

发泡类卷材地板 非发泡类卷材地板

玻璃纤维基材 其他基材 玻璃纤维基材 其他基材

≤75 ≤35 ≤40 ≤10

5.1.3 箱顶吊顶系统天花板应采用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GB 8624 中 B1 级（难燃性）的材料，并且应

具有无毒无异味性、耐久性好、憎水性强、黏合性好、保温隔音性能好等特性。

5.1.4 合页（铰链）外表面不应有明显疵点、划痕、气孔、凹陷、锋棱、毛刺等缺陷，连接处应牢

固、圆整、光滑，不应有裂纹；涂层应色泽均匀一致，不应有气泡、流挂、脱落、堆漆、橘皮等缺陷；

镀层应致密，均匀，不应有漏镀、泛黄、烧焦等缺陷；阳极氧化膜应致密，表面色泽应均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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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集成箱房的箱顶、箱底内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GB 8624 中 B1 级（难燃性）级，厚

度应以填充框架空腔为准。如采用岩棉：甲醛释放量不应大于 1.4mg/kg.h，其他性能应达到 GB/T 19686

的要求；如采用玻璃棉：TVOC 释放量不应大于 0.50mg/㎡.h，甲醛释放量检出值普通玻璃棉不应大于

0.08mg/m³、无甲醛玻璃棉不应大于 0.02mg/m³，其他性能应达到 GB/T 17795 的要求。

5.1.6 螺栓、螺母

5.1.6.1螺栓、螺母紧固件的机械性能应达到 GB/T 3098.1 的要求。

5.1.6.2 立柱用螺栓、螺母紧固件性能等级不应低于8.8级，其他构配件紧固件性能等级不应低于GB/T

3098.1 中 4.8 级。紧固件均应镀锌，镀锌层应符合 GB/T 5267.1、GB/T 5267.2、GB/T 5267.3 的要求。

5.1.6.3 普通螺栓作为永久性连接螺栓时，应进行螺栓实物最小拉力载荷复验，试验方法按 GB 50205

附录 B 执行，检测结果应达到 GB/T 3098.1 的要求。

5.1.7 门窗及构配件

5.1.7.1 用于门窗的密封胶条外观应光滑、无扭曲变形，表面无裂纹、无气泡、无明显杂质及其他缺

陷，颜色均匀一致。基本物理性能（如硬度、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和压缩永久变形）、热空气老化

性能、低温脆性温度等指标应达到 GB/T 24498 的要求；用于金属板的密封胶外观应细腻、均匀膏状

物或粘稠体，不应有气泡、结块、结皮或凝胶，无不易分散的析出物。密封胶与金属板基材剥离粘结

性应符合表 4 的要求，其他理化力学性能应达到 JC/T 884、GB/T 14683 的要求。

表 4 密封胶与金属板基材剥离粘结性

项目 技术指标

剥离粘结性
剥离强度（N/㎜） ≥1.0

粘接破坏面积（%） ≤25

5.1.7.2 铝合金门窗可选用普通型门窗或保温隔热型门窗（传热系数 K＜2.5w/㎡·k 且太阳得热系数

SHGC≤0.44 的门窗），其质量及性能应达到 GB/T 8478 的要求。

5.1.7.3 塑料窗可视面应平整，颜色均匀一致，无裂纹、气泡，不应有严重影响外观的擦、划伤等缺

陷。其物理性能、力学性能应达到 GB/T 28887 的要求。

5.1.8 钢斜梯

5.1.8.1 钢斜梯、钢平台及栏杆制造安装工艺应保证所有构件表面光滑，无锐边、尖角、毛刺或其他

可能对使用者造成伤害或妨碍其通行的外部缺陷，并应做好防锈防腐涂装。

5.1.8.2 钢斜梯与水平面倾角应在30°～75°范围内，倾角与对应踏步高r、踏步宽 g组合（g+2r=600）

应符合表 5 的要求，其他结构要求及制造安装应达到 GB 4503.2 的要求。

表 5 踏步高 r、踏步宽 g 尺寸常用组合（g+2r=600）

倾角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r/mm 160 175 185 200 210 225 235 245 255 265

g/mm 280 250 230 200 180 150 130 110 9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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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3 钢斜梯及钢平台内侧净宽度≥1100mm，距离上方障碍物的垂直距离≥2000mm。钢斜梯踏步板

及钢平台走道板宜采用不小于 2.5mm 厚的花纹钢板或经防滑处理的钢板制作。钢斜梯及钢平台应设置

栏杆或栏板，其高度≥1050mm。当采用栏杆时，应设置踢脚板，踢脚板宜采用不小于 100mm×2mm 的

钢板制造，高度≥10mm。在扶手和踢脚板之间，应至少设置一道中间栏杆。其他结构要求及制造安装

应达到 GB 4503.3 的要求。

5.2 结构性能

5.2.1 集成箱房设计使用年限为 5～10 年，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3 层（含 3 层），结构安全等级满足

GB 50068 二级要求，承重构件（立柱、主梁）设计重要性系数取 1.0，一般构件重要性系数取 0.9。

5.2.2 集成箱房箱顶恒荷载标准值取 0.15KN/m
2
，箱底恒荷载标准值应取 0.3KN/m

2
，基本风压应不低

于 0.75KN/m
2
，栏杆顶部水平荷载应取 1.0KN/m。均布活荷载标准值不得低于表 6 的要求。

表 6 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类别
标准值

KN/㎡

办公室、宿舍、会议室 2.0

楼梯及走廊 3.5

屋面（不上人屋面） 0.5

注：本规程未涉及的荷载问题还应达到 GB 50009 的要求。

5.2.3 集成箱房在基本风荷载作用下，箱体柱顶纵横向水平位移不应超过 H/200（H 为箱体高度）。

受弯构件在规定荷载作用下允许挠度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 7 在规定荷载作用下受弯构件的允许挠度

构件类别

允许挠度

mm

A 级 AA 级 AAA 级

箱顶（底）主梁 L/200 L/300 L/300

墙板、楼面板 L/150 L/200 L/200

箱顶（底）次梁 L/300 L/350 L/350

注：L为受弯构件的宽度。

5.2.4 集成箱房抗震设计应达到 GB50011 的要求，抗震设防类别达到丙类。

5.2.5 集成箱房的雷电防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规定，设计应采用强、弱电工作重复接地及防雷接

地合为一体，采用 TN--S 接地方式，其接地电阻值应≤1Ω。

5.3 热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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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集成箱房箱顶、箱底及墙体(包括非透光幕墙)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表 8 箱顶、箱底及墙体(包括非透光幕墙)热工性能

围护结构

部位

传热系数 K[w/（㎡·k）]

严寒 A、B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箱顶 ≤0.35 ≤0.45 ≤0.55 ≤0.70 ≤0.90

箱底 ≤0.45 ≤0.50 ≤0.60 ≤1.0 \

墙体(包括非透光幕墙) ≤0.45 ≤0.50 ≤0.60 ≤1.0 ≤1.5

5.3.2 集成箱房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热工性能应符合表 9 的要求。

表 9 外窗(包括透光幕墙)热工性能

热工性能

地区划分

严寒 A、B区 严寒 C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传热系数 K[w/

（㎡·k）]
≤2.0 ≤2.2 ≤2.5 ≤3.0 ≤4.0

太阳得热系数 SHGC / / / ≤0.52 ≤0.48

5.4 尺寸允许偏差

5.4.1 钢材切割应采用机械进行，不宜采用气割。切割面应平直、光滑，不得有毛刺、封口。切割

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 的要求。

表 10 切割件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
检验方法

零件长度、宽度 ±2.0

用钢卷尺、直角尺、塞尺检查边缘缺棱 1.0

型钢端部垂直度 1.0

5.4.2 构配件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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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构配件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允许值 检验方法

立柱、主梁

长度
0

-2
用钢卷尺检查

截面尺寸 ±1 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1 用钢直尺、塞尺检查

螺栓孔位偏差 ±1 用钢直尺检查

外墙板

长度
0

-2
用钢卷尺检查

宽度
0

-2

厚度 ±1 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检查

对角线差 ≤4 用钢卷尺检查

表面平整度 ≤1 用钢直尺、塞尺检查

箱顶、箱底框架 对角线差 ≤4 用钢卷尺检查

门窗

门框和门扇的宽度、高度 ±2

用钢卷尺检查
窗框和窗扇的宽度、高度 ±1.5

门框和门扇对角线差 ≤3

窗框和窗扇对角线差 ≤2.5

门窗扇宽、高方向弯曲度 ≤2 用钢直尺、塞尺检查

钢斜梯
梯梁长度、宽度 ±5

用钢卷尺检查
钢梯安装孔距 ±1

钢平台

长度、宽度 ±5
用钢卷尺检查

对角线差 ≤6

钢平台立柱高度 ±5

用钢直尺、水准仪检查
钢平台水平度 H/1000 且≤5

钢平台立柱垂直度 L/1000 且≤5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卷尺检查

栏杆 高度 ±2 用钢卷尺检查

角件
各面相互垂直度 ≤1 用钢直尺、塞尺检查

螺栓孔位偏差 ±1 用钢直尺检查



T/SZMHA 0001-2021

T/SPEMF 0029-2021

10

5.4.3 构配件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集成箱房成品整体尺寸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允许值 方法

外形尺寸

长
0

-5

用钢卷尺检查

宽
0

-4

高
0

-3

端面对角线差 ≤4

侧面对角线差 ≤5

垂直度
立柱 ≤3

用经纬仪或吊线和钢直尺检查

外墙板 ≤3

5.5 连接

5.5.1 钢构配件的焊接不应有咬边、弧坑裂纹、表面夹渣、气孔、虚焊漏焊等外观质量缺陷。

5.5.2 集成箱房的主要承重构件（立柱、主梁与角件）宜满焊。对接焊缝质量等级应不低于二级，

其他焊缝质量等级应为三级，并经磁粉无损探伤检测合格，每种焊缝检测比例按 20%并应不少于 1 条。

5.5.3 螺栓紧固应牢固、可靠，外露丝扣不应少于 2 扣。螺栓的中距不得小于螺栓孔径 d 的 3 倍，

端距不得小于螺栓孔径 d 的 2 倍，边距不得小于螺栓孔径 d 的 1.5 倍（如图 2所示）。在靠近弯角边

缘处的螺栓孔距，尚应满足使用紧固工具的要求。

图2 螺栓最小间距示意图

5.5.4 连接薄钢板或其他金属板采用的自攻螺钉、铆钉及射钉适用直径为（1.0～6.0）mm，间距不

应小于 300mm，边距不应小于 15mm，且应与连接钢板紧固密贴，外观排列整齐，室外用自攻螺钉应带

有防水密封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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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用于折叠箱的合页（铰链）在设计使用期限内不得锈蚀，其连接的两端横梁位置变化值不应

大于 2mm，试样无严重变形或破坏。

5.6 防锈涂装

5.6.1 钢构件防腐涂装前应进行去污、除锈，除锈采用喷射清理，清理等级应达到 Sa2 级，并达到

GB/T 8923.1 的要求。

5.6.2 钢构件防腐宜采用镀锌基材，如采用非镀锌基材时，涂装底漆应选用富锌底漆。

5.6.3 外露构件为镀锌基材的应喷涂底漆和面漆，涂层总干膜厚度≥60um，外露构件为非镀锌基材

的应喷涂底漆、中漆和面漆，涂层总干膜厚度≥90um，允许偏差-5um。非外露构件为镀锌基材的可不

再涂装处理，非外露构件为非镀锌基材的涂层总干膜厚度≥40um。涂层漆膜附着力等级应不小于 GB/T

9286 中规定的二级。

5.6.4 涂层漆膜外观应均匀、平整、丰满，不应有色差、咬底、剥落、裂纹、针孔、气泡、漏涂、

皱皮流坠及脏污粘附等缺陷。

5.7 密封

5.7.1 集成箱房的墙板与结构连接处应采用密封条、密封胶等密封。

5.7.2 门窗安装完成后，应在洞口四周打胶密封。

5.7.3 密封胶应与被连接的材料相容。

5.7.4 集成箱房成品应进行淋水试验，箱顶、墙面门窗均不应出现任何渗漏现象。

5.7.5 集成箱房外门窗宜选用塑钢或铝合金门窗，其抗风压性能不宜低于 3级，气密性能不宜低于 3

级，水密性能不宜低于 2 级。

5.8 电气及设备安装

5.8.1 宿舍内照明电必须采用 36V 安全电压，必须安装电风扇（空调）等防暑降温措施,单独设置 220V

供电回路，插座应采用 USB 插座。采用电缆或电线应为 WDZBN 无卤低烟阻燃耐火型。

5.8.2 室内电气线路宜采用阻燃 PVC 管或槽板暗装敷设，严禁使用绝缘老化、破损的导线和接长使

用。

5.8.3 室内布线完成后，各回路应分别进行通电测试及绝缘电阻测试，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的绝缘

电阻值应不小于 0.5MΩ。

5.8.4 集成箱房配电箱须设置接地铜排，室内所有插座均应与配电箱内的接地铜排可靠连接，除空

调外的插座均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5.8.5 金属面夹芯板墙体不得作为集成箱房的承重墙。附着在箱房上的设施、设备支架应采用螺栓

或者焊接与集成箱房承重骨架（箱顶、箱底的主梁或立柱）可靠连接，不得直接支承在金属面夹芯板

墙体或者屋面板上。

5.8.6 空调不得放置在箱房屋顶，宜采用折叠空调架连接在箱底主梁以节省空间方便输运。

5.9 消防

5.9.1 室内应安装独立式智能烟感，智能型应急照明灯具，室外应配备灭火器，满足消防要求。厨

房等用火场所应适当增加灭火器的配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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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应避免火种和高温热源靠近金属面夹芯板；厨房灶具、烟囱等高温部位应采取设置防火墙等

隔热防火措施，集成箱房内采用的竹木构件均应做防火处理，厨房宜安装自动灭火装置动火离人报警

系统。

5.9.3 室内应安装智慧安全用电监控系统，对照明、动力电气线路的短路、漏电、温度、相位、故

障电弧等参数进行监测。

5.10 室内给排水

5.10.1 箱房内的给排水设计和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管材的选用和构造应便于安装、拆

卸和重复利用。

5.10.2 管道安装完成后给水管道应进行加压测试,排水管道应进行水密性测试,各连接处均不应出

现任何渗漏现象，潮湿部位应做好防水处理。明敷管道应用管卡和螺栓固定。

5.11 室内空气质量

集成箱房成品室内环境中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浓度应达到 GB 50325

中Ⅱ类民用建筑工程的要求，其限量应符合表 13 的要求。

表 13 室内空气质量指标

单位：mg/m³

污染物 甲醛 苯 甲苯 二甲苯 TVOC

限值 ≤0.08 ≤0.09 ≤0.20 ≤0.20 ≤0.50

5.12 集成箱房建造主材的选用应贯彻国家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主材的碳排放因子应符合表 14 的要求。

表 14 集成箱式活动房主材碳排放因子

材料名称

单位面积碳排放因子

kgCO₂eq/㎡

A 级 AA 级 AAA 级

钢材 电炉碳钢：70.7 热轧碳钢:62.2 转炉碳钢：46.4

水泥 普通水泥：10.2 高炉水泥（炉石粉 30%）：4.6 高炉水泥（炉石粉 45%）：3.9

地板砖 8.35 8.35 8.35

沙 0.11 0.11 0.11

板材 硬泡聚氨酯板：61.35 岩棉板：24.2 岩棉板：24.2

合计 150.71 99.46 82.96

注：上述单位面积碳排放因子计算依据来源于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5.13 智能应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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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集成箱房可建立智能化集成系统，系统应能对箱式活动房的各个智能化系统（信息管理系统、

设备的监控系统、消防联动与火灾报警系统等）综合管理，同时具有信息处理及数据通信能力。

5.13.2 信息管理系统应具有对来自活动箱房内外的各种不同的信息（箱房的拥有者、租用者及入住

者）予以收集、处理、存储、传输、检索和提供决策支持的能力。

5.13.3 设备的监控系统应能对活动箱房内的智能门锁设备、卫星定位设备、智能抄水电表设备、烟

感、应急照明等消防设备、电气线路及电力照明设备等的监测和管理。

6 试验方法

6.1 原材料及构配件

6.1.1 构配件的壁厚、板厚采用游标卡尺测量检验。

6.1.2 彩钢板正面彩涂层厚度采用测厚仪在距离边部不小于 20mm 处测量 3 个部位，取 3次测量结果

平均值检验。

6.1.3 金属面夹芯板的燃烧性能、质量密度、粘接强度和传热系数按 GB/T 23932 的要求检验。

6.1.4 永久性连接螺栓的螺栓实物最小载荷按 GB 50205 附录 B检验。

6.2 结构性能

集成箱房箱顶、箱底主次梁及墙（楼）板在规定荷载的抗弯强度、箱体的抗侧刚度按 GB/T 50621

的要求检验。

6.3 热工性能

6.3.1 集成箱房的箱顶、箱底及墙体传热系数按 GB/T 34342 规定检验。

6.3.2 集成箱房的外窗传热系数按 GB/T 8484 规定检验。

6.4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偏差采用钢直尺、钢卷尺、塞尺、游标卡尺及经纬仪等专用量具进行检验。详见表 10、表

11 和表 12 检验方法。

6.5 连接

6.5.1 焊接质量在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焊缝 0.5m 处目测检验。主要承重构件（立柱、主梁与

角件）焊缝质量应经磁粉无损探伤检验。

6.5.2 螺栓、自攻螺钉、铆钉及射钉的直径、孔距及间距采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检验。

6.5.3 连接螺栓安装采用扳手检验。

6.6 防锈涂装

6.6.1 涂装表面质量在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表面 0.5m 处目测检验。

6.6.2 涂层总干膜厚度采用测厚仪检验。

6.6.3 涂层漆膜附着力按 GB/T 9286 的要求进行检验。

6.7 密封



T/SZMHA 0001-2021

T/SPEMF 0029-2021

14

6.7.1 密封条、密封胶等外观质量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表面 0.5m 处目测检验。

6.7.2 集成箱房成品淋水试验按 GB/T 37260.1 的要求进行检验。

6.7.3 集成箱房外门窗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按 GB/T 7106 的要求进行检验。

6.8 电气及设备安装

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值采用兆欧表检测。

6.9 室内给排水

6.9.1 给水管的水压试验按 GB/T 37260.1 的要求进行检验。

6.9.2 排水管的灌水试验：堵住所有出口（通气口除外），在排水管系统内灌满水保持 15min 水面

下降后，再灌满观察 5min，水面不得下降及各连接处不得有渗漏。

6.10 室内空气质量

集成箱房成品室内环境中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浓度应按 GB 50325

规定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集成箱房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集成箱房的出厂检验以连续生产的同原材料、同类型、同规格的500个为一个检验批，少于500个

的单独为一个检验批，随机抽取每个检验批中的一个进行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详见表15。

表 15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金属面夹芯板（外面板公称壁厚、燃烧性能、质量密度、粘接强度、传热系

数及涂层厚度）
5.1.1

6.1.1
6.1.2
6.1.3

2 螺栓实物最小载荷 5.1.6 6.1.4

3 尺寸允许偏差 5.4 5.4

4 连接（焊接或螺栓连接） 5.5 6.5

5 防锈涂装 5.6 6.6

6 电气及设备安装
5.2.5
5.8.3

6.8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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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检验一次；

d)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e) 国家或行业质量监督机构要求进行型式检验时。

7.3.2 集成箱房的型式检验应从产品中随机抽取一个进行检验，型式检验项目详见表 16。

表 16 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结构性能（抗弯强度、抗侧刚度） 5.2.3 6.2

2 热工性能 5.3 6.3

3 室内空气质量 5.11 6.10

4 密封要求（淋水实验、门窗三性检测）
5.7.4
5.7.5

6.7.2
6.7.3

7.4 判定规则

7.4.1 若检验出现不合格项，则对不合格项的产品加倍复验，复验合格，判定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

合格；复验不合格，判定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运输和使用

8.1 标志

经检验合格符合出厂标准的集成箱房，出厂前均应在箱体显著位置安装标牌,标牌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型号规格；

c) 产品标记；

d)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T/SZMHA 0001-2021)；

e) 出厂编号及出厂日期（年、月）；

f) 生产企业名称或商标；

g) 联系方式（地址和电话）。

8.2 运输

8.2.1 集成箱房应根据不同类型、产品尺寸选择合适车辆运输，并应做好室内家具、洁具、电气等

设施栓固措施，确保在运输途中不发生剧烈碰撞。

8.2.2 集成箱房四周应有防雨措施，防止运输过程中雨水进入箱内。

8.2.3 集成箱房宜采用四点吊装的搬运方式，吊索与水平面夹角宜为 60°。如采用叉车叉举搬运方

式，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8.3 使用

集成箱房的使用与维护、安装与拆除要求见附录A使用说明。集成箱房应附有使用说明书，包括

但不限于附录A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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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使用说明

A.1 使用

A.1.1 使用单位应按照 A.3 和 A.4 的要求安装和拆除集成箱房，不得擅自移动集成箱房，不得改变集

成箱房的使用功能和结构体系，严禁超载超员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应避免撞击箱房，避免火种和高

温热源靠近箱房。

A.1.2 使用单位应加强用电管理，不得拆装集成箱房内电线、电气装置和用电设备。严禁使用电炉、

电热毯取暖器等大功率用电设备。

A.1.3 使用单位应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保持消防设施齐全有效，保持消防通道通畅，不得擅自移动或

损坏消防设备。

A.1.4 使用单位应制定集成箱房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在台风、雷雨来临前，应组织人员进行全面检查，

并采取可靠的加固措施。

A.1.5 集成箱房叠放层数不宜超过 3 层（含 3 层），室内净高不得低于 2.5m，宿舍内床铺不得超过 2

层，通道宽度不得小于 0.9m，居住人员不得超过 6 人（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5 ㎡），且宜设置储藏空

间，每人储藏空间宜为 0.3～0.45m³，储藏空间的深度和宽度均不宜小于 0.6m。

A.1.6 食堂、活动室及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和荷载较大的场所应设置在底层，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A.2 维护

A.2.1 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集成箱房维护管理制度，并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损坏及时修理并及时消

除不安全因素。

A.2.2 承重构件的焊缝锈蚀严重的应进行除锈补焊，构配件的活动连接部位维修后应涂抹防锈油漆保

护。

A.2.3 疫情期间，室内应做到每天消杀灭菌，防止病菌扩散。

A.2.4 集成箱房设计使用期限为 5～10 年，当连续使用超过 3 年时，每年应对外露构件进行检查维护。

对使用中产生的表面油漆锈蚀脱落现象及时进行修复处理。对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集成箱房，应对其

结构性能及热工性能进行评估，评估合格的应重新鉴定延长使用年限。评估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使用。

A.3 安装

A.3.1 安装场地坚持“四节一环保”(即: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环保)、“绿色施工”的原则。

A.3.2 安装场地做到选址合规，布局合理，其安全、卫生和消防等应满足 JGJ/T188 的规定。

A.3.3 贮存场地应平整坚硬、排水畅通、干燥通风、无腐蚀性。如露天贮存时，应做好防水措施。

A.3.4 集成箱房的基础应进行设计，场地平整坚实，地基承载力不应小于 60KPa,宜采用现浇式混凝土

条形基础,单层时基础宽度不应小于 300 ㎜，厚度不应小于 150 ㎜；两层时基础宽度不应小于 500 ㎜，

厚度不应小于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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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集成箱房室内地坪应高出周围场地 100～200 ㎜。基础周边应设置排水沟和散水，散水宽度≥

600 ㎜，保证排水通畅。

A.3.6 安装时，基础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的75%。现浇混凝土基础顶面

应预埋螺栓，与立柱连接固定。连接螺栓采用Q235钢制作，直径不应小于20㎜，锚固长度应符合GB50010

的规定。

A.4 拆除

A.4.1 集成箱房的拆除应遵循“谁安装、谁拆除”的原则，对存在有可能危及整体稳定性的不安全情

况时，必须采取“先加固、后拆除”的原则。避免破坏性拆除。

A.4.2 拆除现场周围应设立围栏及警示带隔离，挂警示标志，并派专人监护，严禁无关人员逗留。

A.4.3 拆除应尽量保持原结构的完整性，方便集成箱房二次整体迁移运输，减少重新组装的工作量。

A.4.4 拆除应尽量只拆除相邻集成箱房之间的角件连接螺栓和地脚螺栓，必要时可拆除集成箱房管道、

楼梯等影响运输的构件。

A.4.5 超过安全使用期的集成箱房，应采用机械破坏性拆除，不得作业人员进行人工拆除作业。

A.4.6 五级以上大风、大雾和雨雪等恶劣天气，不得进行拆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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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金属面夹芯板的燃烧性能、质量密度、粘接强度和传热系数按GB/T 23932的要求检验。
	6.1.4　永久性连接螺栓的螺栓实物最小载荷按GB 50205附录B检验。

	6.2　结构性能
	集成箱房箱顶、箱底主次梁及墙（楼）板在规定荷载的抗弯强度、箱体的抗侧刚度按GB/T 50621的要求

	6.3　热工性能
	6.3.1　集成箱房的箱顶、箱底及墙体传热系数按GB/T 34342规定检验。
	6.3.2　集成箱房的外窗传热系数按GB/T 8484规定检验。

	6.4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偏差采用钢直尺、钢卷尺、塞尺、游标卡尺及经纬仪等专用量具进行检验。详见表10、表11和表12检验
	6.5　连接
	6.5.1　焊接质量在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焊缝0.5m处目测检验。主要承重构件（立柱、主梁与角件）焊缝质量应
	6.5.2　螺栓、自攻螺钉、铆钉及射钉的直径、孔距及间距采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检验。
	6.5.3　连接螺栓安装采用扳手检验。

	6.6　防锈涂装
	6.6.1　涂装表面质量在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表面0.5m处目测检验。
	6.6.2　涂层总干膜厚度采用测厚仪检验。
	6.6.3　涂层漆膜附着力按GB/T 9286的要求进行检验。

	6.7　密封
	6.7.1　密封条、密封胶等外观质量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距离表面0.5m处目测检验。
	6.7.2　集成箱房成品淋水试验按GB/T 37260.1的要求进行检验。
	6.7.3　集成箱房外门窗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按GB/T 7106的要求进行检验。

	6.8　电气及设备安装
	6.9　室内给排水
	6.9.1　给水管的水压试验按GB/T 37260.1的要求进行检验。
	6.9.2　排水管的灌水试验：堵住所有出口（通气口除外），在排水管系统内灌满水保持15min水面下降后，再灌满观

	6.10　室内空气质量
	集成箱房成品室内环境中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浓度应按GB 50325规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2　出厂检验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7.3.2　集成箱房的型式检验应从产品中随机抽取一个进行检验，型式检验项目详见表16。

	7.4　判定规则
	7.4.1　若检验出现不合格项，则对不合格项的产品加倍复验，复验合格，判定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合格；复验不合格，判


	8　标志、运输和使用
	8.1　标志
	8.2　运输
	8.2.1　集成箱房应根据不同类型、产品尺寸选择合适车辆运输，并应做好室内家具、洁具、电气等设施栓固措施，确保在
	8.2.2　集成箱房四周应有防雨措施，防止运输过程中雨水进入箱内。
	8.2.3　集成箱房宜采用四点吊装的搬运方式，吊索与水平面夹角宜为60°。如采用叉车叉举搬运方式，应做好安全防护

	8.3　使用
	A.1  使用
	A.1.1 使用单位应按照A.3和A.4的要求安装和拆除集成箱房，不得擅自移动集成箱房，不得改变集成
	A.1.2 使用单位应加强用电管理，不得拆装集成箱房内电线、电气装置和用电设备。严禁使用电炉、电热毯
	A.1.3 使用单位应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保持消防设施齐全有效，保持消防通道通畅，不得擅自移动或损坏消
	A.1.4 使用单位应制定集成箱房防台防汛应急预案，在台风、雷雨来临前，应组织人员进行全面检查，并采
	A.1.5 集成箱房叠放层数不宜超过3层（含3层），室内净高不得低于2.5m，宿舍内床铺不得超过2层
	A.1.6 食堂、活动室及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和荷载较大的场所应设置在底层，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A.2  维护
	A.2.1 使用单位应建立健全集成箱房维护管理制度，并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损坏及时修理并及时消除不安
	A.2.2 承重构件的焊缝锈蚀严重的应进行除锈补焊，构配件的活动连接部位维修后应涂抹防锈油漆保护。
	A.2.3 疫情期间，室内应做到每天消杀灭菌，防止病菌扩散。
	A.2.4 集成箱房设计使用期限为5～10年，当连续使用超过3年时，每年应对外露构件进行检查维护。对
	A.3  安装
	A.3.2 安装场地做到选址合规，布局合理，其安全、卫生和消防等应满足JGJ/T188的规定。
	A.3.3 贮存场地应平整坚硬、排水畅通、干燥通风、无腐蚀性。如露天贮存时，应做好防水措施。
	A.3.4 集成箱房的基础应进行设计，场地平整坚实，地基承载力不应小于60KPa,宜采用现浇式混凝土
	A.3.5 集成箱房室内地坪应高出周围场地100～200㎜。基础周边应设置排水沟和散水，散水宽度≥6

	A.4  拆除
	A.4.1 集成箱房的拆除应遵循“谁安装、谁拆除”的原则，对存在有可能危及整体稳定性的不安全情况时，
	A.4.2 拆除现场周围应设立围栏及警示带隔离，挂警示标志，并派专人监护，严禁无关人员逗留。
	A.4.3 拆除应尽量保持原结构的完整性，方便集成箱房二次整体迁移运输，减少重新组装的工作量。
	A.4.5 超过安全使用期的集成箱房，应采用机械破坏性拆除，不得作业人员进行人工拆除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