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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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T/SBMIA 003-2018 《定制家居台面安装标准》，与T/SBMIA 003-2018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本文件名称《定制家居台面安装服务规范》（见 2018 年版）

b) 删除了“引言”的全部内容；

c) 更改了“3.1.1”人造实体面材（见 3.1.1，2018 年版）；

d) 增加了“表 1”品类岩板的相关指标（见表 1，2018 年版）

e) 更改了“表 1”中原表面平整度为拼接平整度（高低差）（见表 1，2018 年版）；

f) 更改了“表 1”中巴氏硬度技术要求（见表 1，2018 年版）；

g) 增加了“5.2”安装配作要求；

h) 增加了“5.4.4”自我评估（见 6.1，2018 年版）；

i) 增加了“5.4.5”产品保护；

j) 增加了“7”日常使用（见 7，2018 年版）；

k) 更改了“7.2.1”保修期限（见 7.1，2018 年版）。

l) 删除了“附录 A”及“附录 B”中“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监制”字样。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约定采用，承诺执行单位：

本文件于2019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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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家居台面安装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定制家居台面的术语及定义、设计与测量、安装规范、交付验收、使用维修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人造实体面材、天然石材、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木质、不锈钢等材

料加工生产的，用于定制家居台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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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8-86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15763.2 钢化玻璃的要求

GB/T 18884.2 家用厨房设备第2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18884.4 家用厨房设备第4部分：设计与安装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JC 908 实体面材

JG/T 463 建筑装饰用人造石英石板

T/SBMIA 004 定制家居安装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按定制台面材料定义的术语

3.1.1

人造实体面材台面 Solid surfaces worktops

以矿物原料，如石英砂（石）颗粒、碳酸钙、氢氧化铝或粘土及其他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为主要原材

料，经制备、成形、装饰、切割、挖孔、磨边、倒角等工艺制成的具有可机械加工性的，应用于定制家

居台面的板状材料。常见板材如人造石、石英石、岩板等，其厚度一般从6mm~20mm不等。

3.1.2

天然石材台面 Natural stone worktops

采用天然岩石经切片、定厚、打磨抛光，加工成型的花岗岩、大理石等制作而成的台面。

3.1.3

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饰面台面 Fireproof panel worktops

用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包覆基材，采用弯曲包覆或平压封边制作切割成形的，俗称防

火板饰面台面。

3.1.4

木质台面 Solid wood worktops

天然原木经烘干、粘拼、涂装或人造板敷贴木皮再涂装制作而成的台面。

3.1.5

不锈钢台面 Stainless steel worktops

采用不锈钢板材或其卷材覆盖人造板，通过焊接、折弯、冲压等工艺制作而成的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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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其他材料台面 Other material worktops

膜压、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陶瓷、其他金属材料或玻璃等材料制作而成的台面。

3.2

按台面安装位置定义的术语

3.2.1 厨柜（餐桌）台面 Kitchen worktops

用于厨房地柜、岛台，一般含水槽、炉灶开孔，前口挂边、靠墙档水的或主餐桌、便餐桌等与独立

或与厨柜、酒柜连接的台面。

3.2.2

卫浴柜台面 Washbasin worktops

用于卫生间、浴室盥洗台等处与洗脸盆、洗漱柜等结合的台面。

3.2.3

吧台台面 Bar worktops

用于酒吧台、水吧台、接待台等处，具有多种造型及多样性台口下挂的台面。

3.2.4

其他台面 Other worktops

用于玄关柜、鞋柜、飘窗、隔断柜等位置的台面。

3.3

台面测量、生产、安装中定义的术语

3.3.1

初测 Initial test

项目基本确定，现场尚未基础装修时进行的测量。

3.3.2

复测 Retest

设计确认、现场基础装修要素完备后，下单生产前的精准测量。

3.3.3

浆料 Paddle

实体面材台面用，配有台面同色颜料，在使用时添加固化剂的专用粘结剂。

3.3.4

垫档 Under panel

因工艺需要，安装时垫于台面与柜体之间的木、铝、塑料等材料制成的档条或条框,木质材料的应

做封边处理。

4 设计与测量

4.1 设计

4.1.1 初测设计方案

设计人员通过与用户沟通，了解用户需求及使用，结合现场初测情况，形成初步设计方案，并作为

合同要件，由用户初步确认。

4.1.2 复测设计方案

在初测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包括定制台面的材料、造型、尺寸、结构、材料、颜色等基本要

素，必要时增加图例和文字注解。

4.1.3 设计方案确认

台面的设计是定制产品整体设计重要组成，双方对设计方案（辅以‘样品’等附件）签字确认，形

成加工制作图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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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

4.2.1 初测与复测

在产品设计完成后，生产安装前，对待安装空间或柜体安装完成后的空间进行的测量。

4.2.2 测量条件

待安装空间在墙面、地面、吊顶等装修施工完成后，且与定制台面相关的部品件已经确定或已经在

安装现场。

4.2.3 放样

定制台面往往需要与现场构筑物、异形被安装体（下称载体）密切贴合，对于异形、非标台面的生

产有必要在现场用不易变形的材料，按1:1比例放样。

5 安装规范

5.1 安装的一般规定与要求

5.1.1 各类台面板材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

5.1.2 台面工厂加工完成后，根据相关材料要求选用平板、1000mm 钢尺、钢卷尺、高速磨具、亮度仪、

拉力器、钢球等器具，也包括手触、目测等手段对产品加工质量进行检测。台面安装完成后，其加工质

量、形状位置公差指标等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台面加工质量与形状位置公差要求

品类

技术要求

形位公差

（mm）

孔位公差

（mm）

拼接平整度

（高低差）

（mm）

粘结程度
表面瑕疵

（个/m²）

硬度

（莫氏/巴氏）

岩板 ≤2.0 ±1.5 ≤0.5 密实牢靠 0～1/m² ≥5 级

石英石 ≤2.0 ±2.5 ≤1.0 密实牢靠 1～2/m² ≥60 HBa

人造石 ≤2.5 ±2.0 ≤0.5 密实牢靠 0～1/m² ≥40～58 HBa

天然石 ≤2.0 ±2.5 ≤1.5 密实牢靠 3～5/m² ≥65 HBa

防火板 ≤2.5 ±2.0 ≤0.5 不能起皮 0～1/m² ≥55 HBa

实 木 ≤2.0 ±1.5 ≤0.5 密实牢靠 2～3/m² ≥35 HBa

不锈钢/金属 ≤2.0 ±2.0 ≤1.0 密实牢靠 0～1/m² ≥40 HBa

注：供需双方另有合同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5.1.3 安装现场应遵守 GB50325 及相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现场安全。

5.1.4 安装人员在安装前应整理现场，做好现场成品及完成面的保护；安装时，及时清理安装过程中

产生的粉末、碎屑等垃圾；安装完毕后，对安装产品和安装面进行清理，安装余料及垃圾应带走；交付

验收后，向业主介绍产品使用及保养注意事项，交付相关资料。

5.1.5 台面的定位、开挖、开孔作业标的物的安装位置和基准应准确，禁止在厨柜台面的灶具、水槽

等开孔处进行接驳。

5.1.6 安装载体应准确定位、摆放平整，台面的垫板或垫条的各受力支撑点受力均匀。

5.1.7 提高台面测量的精准性和工厂设备精确加工能力，应避免在安装现场进行开孔、切割等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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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严格控制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弃物、噪声、震动等产生。

5.2 安装配作要求

柜体企业相关人员服务时应注意事项：

a) 水槽靠近窗户，设计方案时应确保其位置不会影响窗户的开闭。

b) 设计方案中安置灶具、水槽、台盆等物品的台面，其开孔前后距边的距离不应小于 5cm，以防

止安装后台面牢度不足造成开裂或断裂；有蒸烤一体机或水槽洗碗机等特殊物品开孔的应注

明。

c) 同一订单台面有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或型号要求的，应一一准确说明，适当辅以图片。

d) 柜体安装后，应确保柜体、门板已完成安装，且柜体应平整；若柜体上需放置垫板或垫条的，

相应的安装孔槽应已开好。

台面企业相关人员服务时应注意事项：

a) 测量时，用户应将所选购的与台面安装相关的龙头、灶具、水槽、台盆、净水器等货品应在

现场，不在现场的，相关货品说明书上的型号、外径尺寸等信息应及时反馈至台面企业；若

采用台下安装工艺的水槽或台盆应快递或带回到工厂，与台面进行一体化加工。

b) 测量时，应了解用户选择的台面颜色、型号、厚度、前裙边、后挡水的款式与高度等，以考

量台面的拼接位置及下挂高度。

c) 测量时，应注意所在小区、现场楼层及电梯等情况，以确定可搬运的台面长度，车辆能否直

达相关楼幢等相关信息。

d) 安装时间与厨房电器安装时间错开。

e) 设计图纸确认后应 10 天内完成台面安装。特殊情况双方协商确定。

5.3 人造石台面安装流程

人造石台面安装的一般流程可参照图 1 执行。

图 1 安装流程图

清理现场，做好现场成品及完成面的保护

检查被安装体，核对台面安装图纸

载体调平，台面垫档、支撑物加工、调平

摆放台面，精量尺寸，修整角度，开挖

调配浆料，准备锚固件、连接件

修磨、清洗拼接截面、台面拼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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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岩板安装流程由于材质特性，现场无法打磨，其安装流程与人造石相似。

5.4 安装与拼接

5.4.1 安装准备

5.4.1.1 发货装车前检查核对用户和产品信息应准确无误。

5.4.1.2 运输车辆宜配人字形货架，做好产品保护措施，对易损材质的台面宜横向垂直定位固定。

5.4.1.3 卸车宜选择就近及安全的场所，以保证产品搬运方便和降低受损的可能性。

5.4.1.4 台面搬运，长度大于 2000 mm 应有 2 人横向垂直搬运或 1 人背运，其他人保护；上楼梯、进

电梯、进现场应留意空间尺寸保护现场物业和产品。

5.4.2 现场安装

5.4.2.1 清理安装现场，包括墙面、地面、柜体及安装载体，并清理出台面安装工作面。

5.4.2.2 台面安装前，检查确保柜体平整，核查安装尺寸及产品，明确安装基准；确定配套的水槽、

灶具、表具等的位置和尺寸；确定管道方向、大小及避让办法。

5.4.2.3 台面预装应从基准墙面开始，逐一摆放，确定安装次序，工艺方法；调整台面前后口、拼缝

角度、位置。

5.4.2.4 避免在现场进行切割、挖孔等操作，若需进行修整、打磨宜配备集尘袋，以减少扬尘产生。

5.4.2.5 开挖的缺口、孔径等中心线偏差±5.00mm，开孔边缘应圆滑、平顺，无断口、锯口等现象，

并消除锐角、锯痕等；L、U型台面的拼接平整度和高低差≤0.5mm，横纵对接色差不明显。

5.4.2.6 安装垫板或垫条时，用水平尺、墙面水平线等方法校水平，横向≤2.0%， 纵向≤2.5mm。

验收不合格，逐项整改验收合格

待浆料完全固化，开孔配套各类器具

清洁台面，注硅胶收口

清理产品及现场，自检合格

用户验收

用户验收

待浆料完全固化，开孔配套各类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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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 不锈钢、实木等台面安装，应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注意结构件、紧固件等的正确应用。

5.4.3 现场拼接

5.4.3.1 准备好安装所需的挡水条、封管板等材料。

5.4.3.2 精确修整拼接口的吻合度，平整度。

5.4.3.3 选用无污染的清洗剂清洁台面拼接截面。

5.4.3.4 灌注浆料前应做好预防渗漏的保护措施。

5.4.3.5 两拼接面应预留灌浆空间，间距应≥2.5mm。

5.4.3.6 灌注浆料应快速、均匀、无遗漏，采用吸盘、F 夹等工具对拼接面进行加压，加压粘结时应

同时关注拼接水平面的变化。

5.4.3.7 安装挡水条、封管板，应重视拼接口的角度和吻合度，拼接口间隙≤0.5mm。

5.4.3.8 拼接缝及台面清理：浆料完全固化后：石英石台面铲除浆料、复合聚酯类台面打磨拼缝。不

锈钢台面应先清除焊疤，再全面清理台面。

5.4.3.9 注硅胶收边，使用硅胶的颜色宜与台面或墙面的色泽基本一致，胶缝应平滑流畅、不漏胶、

跑胶。

5.4.4 安装自我评估验收

安装完成后，安装人员应对台面的安装质量进行自我检测，确认符合验收要求。

a) 检查台面可见面的整体尺寸、整体平整度，表面光洁度、拼接缝质量，前口与载体的平行度、

后挡水的吻合度等应符合相关要求，具体可参照附录 1执行。

b) 检查台面隐蔽面的垫板或垫条的安装应垫实、无移位，确认拼接缝、器具安装的加强措施有

效，载体内灰尘已完成清洁等。

5.4.5 产品保护

自检无误后应覆膜或瓦楞纸等进行覆盖包裹保护，并严禁踩踏或重载所安装的台面。

6 交付验收

6.1 验收时间

安装施工完毕后24小时内。

6.2 争议处理

若验收中发生不同意见或争议，可以扩大验收参与方，如：生产单位、所在商场、行政机关等或进

行协调，协调不成可向有关行政机构申诉，提请仲裁，直至诉讼。

6.3 验收要求

6.3.1 台面安装验收质量和形状公差要求应符合 5.1 表要求。双方另有合同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6.3.2 人造实体面材台面安装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人造实体面材台面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1 裂纹 不允许 7 麻点 轻微

2 崩缺 不允许 8 划痕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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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造实体面材台面外观质量要求 （续）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3 皱纹 不明显 9 拼缝修补痕迹 不明显

4 白斑 轻微 10 凹陷/凹坑 不明显

5 花斑 轻微 11 色差 色泽一致

6 气泡 轻微 12 杂质 不明显

注：台面表面的人为装饰效果不识为缺陷；有特殊需求时，表面质量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6.3.3 天然石材台面安装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3 要求。

表 3 天然石材台面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1 划伤 不明显 4 拼接痕迹 允许

2 刮花 不允许 5 裂纹（痕） 不明显

3 钝痕 不允许 6 崩缺（损） 不允许

6.3.4 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饰面台面安装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4 热固性树脂浸渍纸高压装饰层积板饰面台面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1 表面划痕 允许轻微 4 表面压痕 不允许

2 鼓泡 不允许 5 边口毛糙 允许轻微

3 蹦边 不允许 6 印刷色差 不允许

6.3.5 木质台面安装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5 要求。

表 5 木质台面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1 虫蛀 正面不允许 6 脱胶开裂 不允许

2 死节 正面不允许 7 下陷 明显的不允许

3 活节

每 1000mm²不超过 5 个

（最大单个直径不超过

10mm）

8 变色 明显的不允许

4 涂装流挂 不允许 9 木皮起翘 不允许

5 透底 不允许 10 木皮裂纹 明显的不允许

6.3.6 不锈钢/金属台面安装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6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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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锈钢/金属台面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序号 缺陷名称 要求

1 色差 不明显 6 拼接胶缝 不允许

2 刮花 不允许 7 拼接痕迹 不明显

3 钝痕 不允许 8 划痕 不允许

4 缺损 不允许 9 脱胶 不允许

5 崩缺 不允许 10 凹凸 不允许

7 使用与维修

7.1 日常使用

7.1.1 台面表面有污渍或水渍时，应及时清理，擦拭干净。

7.1.2 避免易染色物质、酸性物质直接接触台面，不应将高温餐具（器具）等直接放在台面上（岩板

除外）。

7.1.3 避免过重或尖锐物体碰撞产品表面；不宜在台面上进行劈、剁、砸等操作。

7.2 保修期限

7.2.1 正常条件下使用，自验收之日起保修期限为 1 年。

7.2.2 双方另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执行。

7.3 维修与验收

7.3.1 正常使用维护条件下，保修期内出现产品质量缺陷，保修方应对相关产品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

7.3.2 保修期内人为损坏或逾保修期的维修，除收取材料费外，可收取相应服务费，但应事前告知、

明码标价。

7.4 维修后的验收

产品修复后，保修方和用户双方应及时对修复后的台面进行验收，对修复总体质量、服务质量等予

以评定。保修方应在保修卡上登记相关情况，可参照附录2执行。保修方在剩余保修期限内继续履行保

修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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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定制家居台面安装验收确认单

单位名称

货单号 安装人员

安装地址 安装日期 完工日期

验收人 验收签字

项目 验收内容 验收结果

产品核准

材料、颜色、型号、加工工艺 是□ 否□

规格、尺寸、数量、运输搬运完好 是□ 否□

台面配件齐全、完好 是□ 否□

交付验收

台面表面无明显裂纹、划痕、磕碰，且牢固、平整，薄膜覆盖 是□ 否□

水槽、灶具、电器、抽轨、门板、磁砖等无划伤，刮痕等 是□ 否□

水槽、灶具试放到位 是□ 否□

台面硅胶涂抹均匀，无漏打，无残留 是□ 否□

台面使用垫板或垫条，垫条并列均匀垫实 是□ 否□

台面开挖、开孔位置准确、孔四周加固且保留 1-3mm 间隙 是□ 否□

实木台面已采取了稳固定位措施、表面涂装饱满均匀 是□ 否□

人造石台面拼接 1m 以外目测无缝，接缝处加固，整体光泽均匀，手摸无凹凸

感
是□ 否□

石英石、岩板台面接驳处接线较为明显，拼接处手感不平，高低落差应不大于

0.5 mm，保持原材料的光泽度，无需打磨。
是□ 否□

台面端头和切角靠墙伸缩缝 2-3mm 是□ 否□

台面后挡阴角、阳角结合紧密、顺直 是□ 否□

台面前档垂直、台口伸出柜体 15-20mm 且平行 是□ 否□

不锈钢台面拼接处已采取锚固或焊接措施 是□ 否□

防火板饰面台面无空鼓、起皮现象 是□ 否□

向用户交付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产品保修卡等资料 是□ 否□

安装余料及环境清理 是□ 否□

验收评语

安装完成情况 好□ 一般□ 差□

安装人员服务态度 好□ 一般□ 差□

安装的柜体内、地面、台面等卫生清理情况 好□ 一般□ 差□

验收意见

我已仔细阅读并确认上述所有服务已经完成，并对现场所安

装的定制家居台面仔细查验，验收意见为：
合格□ 不合格□

客户签名： 时间：

说明： 本签收单一式三份（用户联/安装人员/企业联），双方签字有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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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B

（资料性）

定制家居台面维修反馈单

单位名称

货单号 维修工

维修地址 维修日期

报修人 报修内容

序号 维修内容 修维修效果 验收合格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材料消耗情况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核准

1 是□ 否□

2 是□ 否□

3 是□ 否□

4 是□ 否□

5 是□ 否□

6 是□ 否□

用户验收意见

我已仔细阅读并确认上述所有服务已经完成，并对现场所安装的定制家居台面仔细查验，验收

意见为： 合格□ 不合格□

客户签名： 时间：

说明： 本签收单一式三份（用户联/安装人员/企业联），双方签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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