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建 筑 砌 块 协 会
新年应关注下游法规改变对混凝土砌块(砖)品种需求的影响
住建部在 2021 年年底正式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淘汰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
艺、设备和材料目录（第一批）”公告（2021 年第 214 号）
（以下简称“公告”），规定“公告”
发布之日（2021 年 12 月 14 日）起 9 个月后，全面停止在新开工项目中再使用“禁止”类施
工工艺、设备和材料；6 个月后不得在限制条件和范围内使用限制类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
请大家关注！
“公告”相关内容涉及混凝土砌块（砖）行业的多种产品规格，企业一定在今年
上半年要提前解决好相关产品的产销衔接问题。
该“公告”发布前曾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在住建部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协会秘书处在征
求部分企业意见后，曾以“中砌协字（2021）第 04 号”文件形式，专门向住建部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司反馈意见，部分已被采纳。
从本行业角度，协会秘书处对“公告”内容做如下解读，仅供参考。
1）在房屋建筑工程中，禁止“饰面砖水泥砂浆粘贴工艺”，实际上是禁止在施工现场搅
拌水泥砂浆进行饰面砖粘贴。这点对于发展夹芯保温结构的外叶墙用装饰砌块（砖）、仿石装
饰面板，是有益的。
2）在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禁止“污水检查井砖砌工艺”，也就是不能再用包括混凝土
实心砖在内小砖块现场砌筑检查井。该条款最终采纳了协会提出的建议，删除了“（包括砌块）”
的内容。在文字表述上为井壁砌块留了一个“口子”。
3）市政工程用材料，限制“九格砖”使用。这应该指以前的九格方砖类产品，实际上它
早已在市场上被干法成型混凝土路面砖（板）所替代；而且仅仅限制不能在市政道路两侧的
人行道使用，未限制在小区内、园林景观区域的使用。
4）市政工程用材料，限制“防滑性能差的光面路面板（砖）”使用。这条内容对混凝土
砌块（砖）行业非常重要。征求意见稿上原为“光面混凝土路面砖”，针对性非常强。现是采
纳协会意见后所做修改，并把“光面混凝土路面砖、光面天然石板、光面陶瓷砖、光面烧结
路面砖等”一起加以限制了。
在此需要提醒生产企业，地方行政主管部门有可能在“公告”基础上，再“加码”出台
相关措施，要予以关注、尽量去施加“影响”。（协会秘书处）
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第一批）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淘汰目录（第一批）
序号

编码

名称

淘汰
类型

简要描述

限制条件和范围

可替代的施工工艺、设备、材料

一、房屋建筑工程
1. 施工工艺
现场简易制作钢筋保
护层垫块工艺

1

1.1.1

2

1.1.2 卷扬机钢筋调直工艺

3

1.1.3

4

饰面砖水泥砂浆粘贴
工艺

1.1.4 钢筋闪光对焊工艺

5

1.1.5 基桩人工挖孔工艺

6

1.1.6

沥青类防水卷材热熔
工艺（明火施工）

在施工现场采用拌制砂浆，通过
切割成型等方法制作钢筋保护层
垫块。

禁止

专业化压制设备和标准模具生产垫块
工艺等。

利用卷扬机拉直钢筋。

禁止

普通钢筋调直机、数控钢筋调直切断
机的钢筋调直工艺等。

使用现场水泥拌砂浆粘贴外墙饰
面砖。

禁止

水泥基粘接材料粘贴工艺等。

人工操作闪光对焊机进行钢筋焊
接。

在非固定的专业预制厂（场）
或钢筋加工厂（场）内，对直
限制 径大于或等于22毫米的钢筋进
行连接作业时，不得使用钢筋
闪光对焊工艺。

套筒冷挤压连接、滚压直螺纹套筒连
接等机械连接工艺。

采用人工开挖方式，进行基桩成
孔。

存在下列条件之一的区域不得
使用：1.地下水丰富、软弱土
层、流沙等不良地质条件的区
限制
域；2.孔内空气污染物超标
准；3.机械成孔设备可以到达
的区域。

冲击钻、回转钻、旋挖钻等机械成孔
工艺。

使用明火热熔法施工的沥青类防
水卷材。

不得用于地下密闭空间、通风
限制 不畅空间、易燃材料附近的防
水工程。

粘接剂施工工艺（冷粘、热粘、自
粘）等。

2.施工设备
7

1.2.1 竹（木）脚手架

采用竹（木）材料搭设的脚手架
。

禁止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扣件式非
悬挑钢管脚手架等。

8

1.2.2 门式钢管支撑架

主架呈“门”字型，主要由主框
、横框、交叉斜撑、脚手板、可
调底座等组成。

限制

不得用于搭设满堂承重支撑架
体系。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撑架、钢管柱梁
式支架、移动模架等。

9

1.2.3

白炽灯、碘钨灯、卤
素灯

施工工地用于照明的白炽灯、碘
钨灯、卤素灯等非节能光源。

限制

不得用于建设工地的生产、办
公、生活等区域的照明。

LED灯、节能灯等。

10

1.2.4

龙门架、井架物料提
升机

安装龙门架、井架物料提升机进
行材料的垂直运输。

限制

不得用于25米及以上的建设工
程。

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等。

3.工程材料

11

1.3.1 有碱速凝剂

氧化钠当量含量大于1.0%且小于
生产厂控制值的速凝剂。

禁止

溶液型液体无碱速凝剂、悬浮液型液
体无碱速凝剂等。

序号

编码

名称

淘汰
类型

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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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1. 施工工艺
12

盖梁（系梁）无漏油
2.1.1 保险装置的液压千斤
顶卸落模板工艺

盖梁或系梁施工时底模采用无保
险装置液压千斤顶做支撑，通过
液压千斤顶卸压脱模。

禁止

砂筒、自锁式液压千斤顶等卸落模板
工艺。

13

2.1.2

空心板、箱型梁气囊
内模工艺

用橡胶充气气囊作为空心梁板或
箱型梁的内模。

禁止

空心板、箱型梁预制刚性（钢质、
PVC、高密度泡沫等）内模工艺等。

14

2.1.3 污水检查井砖砌工艺

又称窨井，可分为砖砌矩形检查
井和砖砌圆形检查井，采取砖砌
的方式。

禁止

检查井钢筋混凝土现浇工艺或一体式
成品检查井等。

15

2.1.4

顶管工作竖井钢木支
架支护施工工艺

顶管工作竖井支护采用外侧竖插
木质大板围护加内侧水平环向钢
制围撑组合支护结构型式。

在下列任一条件下不得使用：
钻孔护壁桩、地下连续墙、沉井、钢
限制 1.基坑深度超过3米；2.地下水
格栅锚喷护壁施工工艺等。
位超过基坑底板高度。

采用精轧螺纹钢作为吊点吊杆，
将挂篮上部与底篮连接。

在下列任一条件下不得使用：
1.前吊点连接；2.其他吊点连
接：（1）上下钢结构直接连接
限制
挂篮锰钢吊带连接工艺等。
（未穿过混凝土结构）；（2）
与底篮连接未采用活动铰；
（3）吊杆未设外保护套。

16

桥梁悬浇挂篮上部与
2.1.5 底篮精轧螺纹钢吊杆
连接工艺

2. 施工设备
17

2.2.1

桥梁悬浇配重式挂篮
设备

挂篮后锚处设置配重块平衡前方
荷载，以防止挂篮倾覆。

18

2.2.2 非数控孔道压浆设备

采用人工手动操作进行孔道压浆
的设备。

19

2.2.3

非数控预应力张拉设
备

采用人工手动操作张拉油泵，从
压力表读取张拉力，伸长量靠尺
量测的张拉设备。

禁止

自锚式挂篮设备等。

在二类以上市政工程项目预制
限制 场内进行后张法预应力构件施
工时不得使用。
在二类以上市政工程项目预制
限制 场内进行后张法预应力构件施
工时不得使用。

数控压浆设备等。

数控预应力张拉设备等。

3.工程材料

20

2.3.1 九格砖

21

防滑性能差的光面路
2.3.2
面板(砖)

22

2.3.3

平口混凝土排水管
（含钢筋混凝土管）

利用混凝土和工业废料，或一些
材料制成的人造水泥块材料。
光面混凝土路面砖、光面天然石
板、光面陶瓷砖、光面烧结路面
砖等防滑性能差的路面板（砖）
。
采用混凝土制作而成（含里面配
置钢筋骨架）、接口采取平接方
式的排水圆管。

限制 不得用于市政道路工程。

限制

不得用于新建和维修广场、停
车场、人行步道、慢行车道。

不得用于住宅小区、企事业单
限制 位和市政管网用的埋地排水工
程。

陶瓷透水砖、透水方砖等。

陶瓷透水砖、预制混凝土大方砖等。

承插口排水管等。

备注：（一）发布之日起9个月后，全面停止在新开工项目中使用本《目录》所列禁止类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
（二）发布之日起6个月后，新开工项目不得在限制条件和范围内使用本《目录》所列限制类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
（三）可替代的工艺、设备、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目录》中所列名称。
（四）《目录》中列出的工艺、设备、材料淘汰范围，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不适用于限额以下工程、临时工程
、日常维修养护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