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3 部分：抗滑值》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2017 年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体经字〔2017〕771

号），《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3部分：抗滑值》项目编号为：201725，项目

计划制定周期为 2年。

2、主要起草单位及分工安排

本标准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标准的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TC 456），主要起草单位为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其中，

国家体育总局负责标准制定与实施政策的宏观管理，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等单位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具体负责起草执笔和组织工作。

二、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1、有助于夯实体育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基础

本标准作为方法标准，属于基础通用性标准，满足了场馆功能标准化设计、

施工、检测、验收的需求，为体育场馆运动性能评定提供科学手段，有助于为其

他体育公共服务标准和公共财政支出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与引用基础，是夯实体

育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有助于统一国家标准，避免标准重复

目前，国内多项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标准（GB/T 20033.2、GB/T

19995.2、 GB/T 22517.6、GB 36246-2018）中对运动场地面层抗滑性能的测定方

法分别进行了规定。但此种以场地类型为基础的分类方式，会造成标准结构繁杂，

且技术内容重复或不一致。因此，将检测方法单独立项，有助于做强基础通用标

准，有助于简化标准查询使用过程、有助于统一标准要求、优化标准内容结构，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3、有助于等同趋近标准，消除贸易壁垒

随着我国承办国际比赛、组织援外场馆建设、体育运动技术交流等活动的开



展，国内与国际的体育交流程度日益加深。系列方法标准参考了多项国际先进标

准，是国内运动场地标准与国际标准相接轨的重要途径，对于消除国际贸易壁垒，

发展体育对外贸易，统一执行标准具有深刻意义。

三、标准化对象的概念和特点

抗滑值是指体育设施运动面层对鞋底相互作用的抗滑能力。抗滑值与其他运

动面层性能参数一样，是反映运动面层运动性能的重要数据指标。它与其他标准

规范的指标一同构成体育设施竞赛条件的评定标准，也同样成为体育设施、运动

场地的检测验收与等级评定的重要指标。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18年 3 月起，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组建标准起草组，

集中技术人员开始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及标准，通过检索文献、查阅政策文件、

借鉴相关标准、组织行业内专家、检测人员多次讨论等方式对文稿进行了修改，

并于 2018年 8 月初步形成了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

2018年 9 月起，起草组通过对近年来国内部分场地检测报告进行信息梳理，

结合国内多年检测工作实际情况，对比欧盟标准 EN 14837 Surfaces for sports

areas - Determination of slip resistance、EN 13036-4:2011 Road and airfiel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Test methods Part 4: Method for measurement of slip/skid resistance

of a surface: The pendulum test等相关标准、技术资料中对于抗滑值的技术要求及

检验方法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合理引进国际先进地区的标准中有

利于提高我国运动场地建设验收质量、保护公众安全、提高标准水平的指标，并

于 2019年 4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9年 4 月 24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组织召开了 2019 年体

育行业标准计划项目中期评估会，会议对《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所有部分进

行标准评估。专家组对《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所有部分提出以下 4点建议：

1、系列标准第 1 部分应该是后续部分的通则，每部分的框架结构应与通则

保持一致，对每一种方法的编写宜按统一结构进行编写，如：设备、方法和检测

步骤；

2、关键术语，如：规格、垂直变形等应给出定义，且英文名称应补全；

3、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所引用的 ISO 标准名称应翻译为中文；



4、“试验设备”修改为“检测设备”。

五、标准名称、范围与主要内容

标准名称为：运动面层性能测试方法 第 3部分：抗滑值。

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体育设施运动面层抗滑值的测试原理、方法、

设备与检测结果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体育设施中抗滑值的检测。

六、编制原则和编制依据

（一）编制原则

1、编制原则

第一，秉持先进性原则。标准的制定一方面充分结合国内施工单位现场因地

制宜具体情况，另一方面结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中心多年来

参与国家级运动会场地验收经验、认证的工作经验。再结合和参考国内外最新的

标准如 EN 14837 Surfaces for sports areas - Determination of slip resistance、EN

13036-4:2011 Road and airfiel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Test methods Part 4: Method

for measurement of slip/skid resistance of a surface: The pendulum test 等的差异要

求，给出了运动面层抗滑值的测试原理、方法、设备与检测结果等要求。

第二，秉持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本标准开展了广泛的实地调

研，统筹兼顾了我国经济发达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标准平衡问题，同时广泛征求

了生产、使用、科研、检验、院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秉持适用性原则。本标准的起草力求达到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兼顾不

同场地检测方法。在参考部分欧盟专项检测方法标准的基础上，研制符合我国的

检测方法系列标准，为今后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提供了基础，对需要涉及冲击吸

收检测的技术标准，可以直接引用系列方法标准。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制定参考的技术性依据和标准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国际相关标准。EN 13036-4:2011 Road and airfiel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Test methods Part 4: Method for measurement of slip/skid resistance of a surface:

The pendulum test、EN 14837-2006 Surfaces for sports areas - Determination of slip

resistance 为欧盟发布的关于运动面层抗滑值测定方法的专项标准，目前不仅被



欧盟 30 多个国家广泛采用，而且为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如：FIBA、FIFA、FIH、

IAAF 等）竞赛规则及设施手册所引用。

第二，国内相关标准。国家标准 GB 36246-2018、GB/T 19995.2-2005、GB/T

20033.2-2005、GB/T 22517.6-2011以场地类型为分类标准，对各个场地的抗滑值

测定原理要求及检验方法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

七、主要技术要点和关键内容指标说明

1、 术语与定义

为便于本标准在体育设施运动面层抗滑值的检测及统称，在标准的术语与定

义一章中给出了运动面层、抗滑值、摩擦力、摆锤测试值等名词的定义。运动面

层的定义来源于 GB/T 合成面层术语；抗滑值的定义来源于 GB 36246-2018，定

义 3.14；摩擦力的定义来源于 GB/T 17754-2012 摩擦学术语，定义 4.16；滑动摩

擦的定义改编至摩擦学术语定义 4.15 动摩擦；摆锤测试值来源于 EN

13036-4:2011的条款。

2、 原理

抗滑性能是运动面层的性能之一，可以限制物体接触面间的相对运动。影响

抗滑性的因素很多，如物体压力、接触面积、接触面纹理、接触面成分和摩擦特

性；环境因素，比如干/湿和材料表面的污染。抗滑性不是一个常数，容易受到

气候、面层材料本身特性影响。在原理一章中简述了抗滑值仪器的测量原理，来

源于 EN 13036-4:2011，原文为“The Pendulum Tester incorporates a spring-loaded

slider made of a standard rubber mounted to the end of a pendulum arm. Upon

releasing the pendulum arm from a horizontal position, the loss of energy as the

slider assembly passes over the test surface is measured by the reduction in length of

the upswing using a calibrated scale.”。

3、 测试条件

本标准通过测试条件一章，在测试条件中对抗滑值的场地测试和实验室测试

的条件、设备结构及使用要求等进行了规定。由于抗滑值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场地测试是应测量并记录实际环境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不应超过厂商给出

的摆式摩擦系数测量仪的测试条件范围，减少因环境因素造成的仪器误差。实验

室测量，实验室的常温为 23±2℃，将用于润湿试样的水、摆式摩擦系数仪和滑



块至于实验室环境中 2小时，有利于减少测量仪器和样品之间的温度差，使测试

结果更稳定。

4、 检测所需的其它用品

本标准通过材料一章，列出抗滑值测量除检测仪器外所需的其它材料，规定

了抗滑值测量中所用的器具，例如洒水容器、温度计、水平尺等物品。洒水用具

用于润湿场地表面；温度计用于测量面层及滑块表面温度是否符合要求；水平测

距用于坡度测量及选点定位；清洁用具用于清理面层表面杂物、颗粒等。

5、 仪器设备

本章节分为摆式摩擦系数测试仪基本特征、弹簧滑块组件和仪器校准三个部

分。不同厂商的摆式摩擦测定仪在结构和外观上可能略有不同，仪器的基本特征

是对滑块组件位置、底座、调节装置、摆臂装置、指针装置、刻度盘等基本组成

构件作出规定；弹簧滑块组件作为仪器检测的核心组件，特单列出章节做相关规

定。

摆式摩擦系数测试仪，又称便携式抗滑值测定仪。目前，国内外对于室外检

测均匀面层的抗滑值多数采用该类型的测试仪。市面上，多数抗滑值测量仪的测

试范围为 0~150BPN，抗滑值可与摩擦系数进行换算。为统一行业内抗滑值检测

方法，选用该抗滑值测量仪。

通常摆式摩擦系数测试仪会配备两种尺寸的滑块，是为了针对不同质地的面

层，质地均匀且易于放置仪器场地面层应尽可能使用宽滑块，宽滑块尺寸为橡胶

片宽 76.2±0.5 mm，长 25.4±1.0 mm，厚 6.35±0.50 mm；对于场地不均匀的面

层，且试样表面尺寸仅能使用窄滑块时，可使用窄滑块，窄滑块尺寸为宽 31.75

±0.5 mm，长 25.4±1.0 mm，厚 6.35±0.50 mm。由于使用宽滑块时，通过 C级

刻度盘直接读出 PTV值；使用窄滑块时，通过 F级刻度盘，计算得出 PTV近似

值。因此，推荐尽可能使用宽滑块进行测试实验。

6、 样品

第 8章给出了现场取样的相关要求，规定了取样区域选择、检测位置、取样

数量等具体指标。场地表面的不同区域，材料的抗滑性会有明显差异。测试样品

应包括在使用频率较高的区域进行取样。应制定取样计划，标记好计划取样位置

或已取样位置。



现场测试时，测试每一个位置的抗滑值时，应选取 3个间隔不超过 400 mm

的测试点，每个测试点测试 5次，不同的场地面层测试次数不同，应视具体情况

确定。测试前应清理样品表面，保持清洁，无松动颗粒，保证在滑块测试过程中，

样品不会发生移动。

从面层取样应使用切割或者挖掘的方法确保被检测的面层无损坏。实验室备

制样品时，应保证面层的质地及材料类型符合标准要求或特殊要求。实验室样品

可以在现场备制，也可以在实验室备制。样品应平整，最小尺寸为 100 mm×150

mm。若原始样品无法满足尺寸要求，可将样品剪裁，在支撑板上重新拼接，以

满足测试要求。

7、 测试步骤

第 9章为摆式摩擦系数测试仪的抗滑值测试过程，规定了检测仪器的使用步

骤。规定了悬臂轴的校准及使用方法，滑块长度确定及使用要求等。

运输时应放置在包装箱中。使用前，应检查确认仪器已正确安装，无明显破

损。摆动摆臂，检查仪器是否存在机械故障。组装滑块，根据需要选择 57号或

96号滑块进行组装。测试前应检查滑块，冲击边宽度及使用状况。现场检测时，

需将场地表面润湿，测量每一个测试位置的表面温度。如使用高温温度计，温度

计应垂直于表面测试。仪器调零，应从水平方向、垂直方向、指针刻度三个方面

进行调零。根据滑块宽度选择滑块在面层上的滑动距离，调节滑动长度。宽滑块

的滑行长度为 126±1 mm，窄滑块的滑行长度为 76±1 mm。

用水再次润湿试样表面和橡胶滑块，润湿时不能影响滑块已设置的状态。从

水平位置释放摆臂和指针，当摆臂摆至左侧最高点后，用手接住摆回的摆臂，记

录指针所示读数并取整数值。将摆臂和指针再次置于水平释放位置。重复五次上

述操作，每次释放摆锤和记录结果前均需对测试表面和滑块进行润湿。如果前五

次的测试结果相差超过三个单位，则需重复测试，直至连续三次测试结果为同一

常量，该值即为最终测试结果。

8、 计算方法

第 10章为抗滑值的计算方法，如果 5次摆动测试结果相差不超过三个 BPN，

那么 5次摆动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测试点的抗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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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五次的测试结果相差超过三个单位，则需重复测试，直至连续三次测

试结果为同一常量，该值即为最终测试结果。

jVPTV 

Vj----为常量，当初始测量值的波动较大，且最后三次测试结果为同一常量

时，该值即为 PTV值。

滑块温度为检测前后已润湿滑块温度的平均值，经温度修正项处理后的PTV

值表示为 PTVCorr，其结果取最接近的整数位。当滑块温度为 30℃以上或 10℃以

下时，温度修正项则主要由试样表面的粗糙度决定。使用 96号滑块进行测试时，

即使测试温度不为 20℃，也无需对 PTV值进行温度修正。

抗滑值与滑动摩擦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PTV值为温度修正后的抗滑值。GB/T 19995.2-2005中，对综合体育场

馆木地板场地的滑动摩擦系数要求为竞技体育场地木地板面层为 0.4~0.6，健身

木地板抗滑值为 0.4-0.7；GB 36246-2018 中小学生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中，

对田径场地的抗滑值要求为湿测≥47BPN，滑动摩擦系数约为 0.498，球类场地

及其他活动场地为干测 80~110BPN，滑动摩擦系数为 0.96~1.5。

9、 检测报告

第 11章内容为现场检测报告和实验室检测报告应包含的检测信息。

八、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意见分歧的处理情况

尚无，待征求意见后，逐步填写。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部分标准的内容涉及到体育设施运动面层抗滑值的测试原理、方法、设备

与检测结果等要求，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实施。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目前，已发布的体育领域国家标准 GB/T 19995.2-2005 《天然材料体育场地



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2部分：综合体育场馆木地板》、GB/T 20033.2-2018《人

工材料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网球场地》等都涉及了抗滑值

的检测。但已发布标准中是以场地类型为分类标准的，不同技术标准内容存在重

复，且未对检测过程、数据处理与报告要求作出规定。此次检测方法系列行业标

准的制定，在参考部分欧盟专项检测方法标准的基础上，研制符合我国的检测方

法系列标准，为今后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提供了基础，对需要涉及冲击吸收检测

的技术标准，可以直接引用系列方法标准。

建议标准发布后，有关管理部门可组织起草单位编写标准宣贯读物出版、开

展专题标准培训活动，在政府性采购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工作过程中，采信本标准

作为技术依据，更好推动的本标准的具体实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