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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及铜合金屋面瓦》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2018〕73 号文）《关于

印发 2018 年第四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计划编号为 2018-2213T-AH，项目名称“铜

及铜合金屋面瓦”，主要起草单位：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安徽铜都铜工艺文化研

究院，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0 年。

2、工作简况

2.1 立项目的和意义

众所周知，铜及铜合金具有优秀的耐蚀性能、良好的成型性、美丽的颜色、宝贵的回收

价值，特别是铜对环境的友善性，危害人类健康的细菌和现行生物在铜制品表面不能存活这

是其它材料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国外发达国家在建筑物中广泛的使用铜及铜合金加工材、主

要应用部位是：水道管、输汽管、屋面板、建筑物五金配件；屋面板用铜因其优秀的耐蚀性

和美丽颜色而迅速普及，德国 KME 公司一铜材加工厂年屋面板达 12.5 万吨之多；中华民族

是最早的开发、冶炼、加工、应用铜及铜材的民族之一，改革开放已来，我国铜加工业迅速

发展，已成为世界上铜材生产、进出口和应用大国，在建筑物中推广和使用铜水管已经达成

共识，并形成了生产、应用的高潮。

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传世铜建筑是明清时期相继建成的四大铜殿，历史最早的全铜建筑

是武当山铜殿，距今有 500 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最高的铜殿是山西五台山显通寺铜殿。另

两座铜殿是昆明的鸣凤山铜殿和颐和园铜殿。四大铜殿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是中

国古代铜建筑中的精华，可谓铜建筑的传世之作。

“铜及铜合金屋面瓦”简称“铜瓦”，系指仿造中国古代屋面瓦形制而用现代工艺生产

安装的铜基合金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装饰用铜瓦的需求也在

不断扩大，在我国目前没有规范的专用产品标准可依，因此，制定公开的产品技术标准是非

常必要的，不仅填补了国内标准的空白，而且起到规范和引导市场的作用。

2.2 申报单位简况

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主营业务为铜建筑装饰、铜生活用

品、园林雕塑和旅游创意产品，2015 年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为行业首家。公司通过了知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AHCPZT22202018
http://hi.baidu.com/hgsteel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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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

雕塑 20 强企业、亚洲铜装饰协会优秀会员单位、安徽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先后承接铜陵

博物馆铜幕墙工程、九华山大觉寺铜屋面工程、玉泉寺铜屋面工程等大型铜建筑工程，先后

起草并发布了 3 项行业标准。

2.3 主要工作过程

行业标准《铜及铜合金屋面瓦》项目获批准后，项目主要承担单位铜陵铜官府文化创

意股份公司，着手制定了该项标准编制工作计划，开始了标准的前期准备工作，查询了国内

外相关文献资料和标准并进行了认真分析，为使该标准的制定能充分反映企业的意见，体现

其先进性、合理性，更好地促进铜瓦技术标准进步，邀请了代表性的企业安徽铜都铜工艺文

化研究院等单位参加该标准的制定工作，牵头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并立即按照标准立项申

报建议书和项目任务书中的主要项目开始技术准备工作。

2018 年 4 月，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组织标准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召开了第一次

工作会议，会上对本标准的名称进行了讨论，会上讨论确定了标准制定原则、适用范围、技

术指标等内容，并对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内容进行了分解，制定了实施计划和进度表，对人员

进行了编制任务分工，确定了工作进度等。会后，根据会议讨论内容编写了标准框架，形成

了“铜及铜合金屋面瓦”标准草案。

2.4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赵敏、李伟、郭飞。

所做的工作：赵敏负责确定标准框架、要求及检验方法与检验规则。李伟负责标准内

容的撰写。郭飞负责标准文字的审效等。

3、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之初，查询了国内外相关的铜瓦的相关标准。经查询，德国“DIN EN 504-2000

金属薄板屋顶制品.全支撑铜薄板屋顶制品规范”、法国“NF P34-305-2000 金属薄板制屋面

制品.铜薄板制成的全支撑屋面制品的规范”、欧州“EN506-2000 金属薄板材制成的屋顶产

品.铜或锌薄板自支撑产品规范”、英国标准“BS1569-1965 铜薄板和带材的屋顶”、美国陆

军军用标准“ARMY UFGS-076101-2009 铜屋面系统”、国际标准“ASTM B370-2011 房屋建筑

用铜薄板和带材标准规格”等标准，这些标准所涵盖的铜瓦与本标准所覆盖的中国传统屋面

瓦的形制、结构完全不同，本标准以客户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依据客户的技术要求来制定。

4、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Jh14k4Cx_VkOEoOCK342_N5baGgqK5gPPBOidRcvsjePyvxSt62b7J5k68PHsJtBLz1OJoEqlxqPz4e4X4UUK&wd=&eqid=d74960f300000599000000045ad6f027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Jh14k4Cx_VkOEoOCK342_N5baGgqK5gPPBOidRcvsjePyvxSt62b7J5k68PHsJtBLz1OJoEqlxqPz4e4X4UUK&wd=&eqid=d74960f300000599000000045ad6f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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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规定了铜及铜合金屋面瓦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命

名规则、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部分内容。

4.1 关于范围、引用文件

本标准适用于冲压的铜瓦，材质可以是黄铜、紫铜、白铜、青铜等，铸造铜瓦、铝及其

复合材料瓦也可参考本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引用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32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GB/T 1727 漆膜一般制备法

GB/T 1733 漆膜耐水性的测定法

GB/T 1735 漆膜耐热性的测定法

GB/T 1766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1865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暴露（滤过的氙弧辐射）

GB/T 2040 铜及铜合金板材

GB/T 9265 建筑涂料 涂层耐碱性的测定

GB/T 9274 色漆和清漆 耐液体介质的测定

GB/T 37567 建筑装饰用铜及铜合金板带材

HG/T 3792 交联型氟树脂涂料

JG/T 23 建筑涂料 涂层试板的制备

JG/T 25 建筑涂料 涂层耐冻融循环性测定法

4.2 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的第 3 部分规定了“术语和定义”，对铜瓦、筒瓦、底瓦、合瓦、板瓦、连体瓦

等进行了规定。

4.2.1 铜瓦

以铜或铜合金板（或带）为基材，经加工成型且装饰表面可具有保护性和装饰性涂层，

用于建筑物屋面覆盖及装饰用的板条状（或槽沟状）的铜制品。通常根据形状不同来进行分

类和具体产品命名。

铜瓦是泛指一切用铜及铜合金制作的瓦的统称。

采用铜瓦，绿色环保，材质可以完全回收，重轻，强度较高，防水，防火，防腐蚀，易

加工，维护费低，寿命长。建筑屋面装饰用仿古铜瓦可以加工成个弧形，双曲产品满足了设

http://www.so.com/link?m=axF7ZPcPuKNKI0%2BCoR3YF5SHdIld%2FpU1%2BPvbuPPP%2Byz0UxRx1n4A1Aue7AaG2QUjeUcUHf4P8VGTIvItSmgrKYXDiZtcyn5zFEDwrwg%3D%3D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80&highlight=%E5%BB%BA%E7%AD%91%2B%2B%E6%B6%82%E6%96%99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80&highlight=%E5%BB%BA%E7%AD%91%2B%2B%E6%B6%82%E6%96%99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80&highlight=%E5%BB%BA%E7%AD%91%2B%2B%E6%B6%82%E6%96%99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24/ys/10432059.html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80&highlight=%E5%BB%BA%E7%AD%91%2B%2B%E6%B6%82%E6%96%99
http://bbs.biaozhu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80&highlight=%E5%BB%BA%E7%AD%91%2B%2B%E6%B6%82%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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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的设计需求，展示了其在金属屋顶应用上独一无二的特点。表面可喷涂成多种色彩，使

建筑物更具有高贵典雅的风格。

4.2.2 筒瓦

半圆形瓦片，用于铺设屋面复于两底瓦上的铜制品，称筒瓦（或盖瓦）。

是指多层屋面瓦铺设在上层的瓦，故称盖瓦，筒形的盖瓦又称筒瓦。古时分为布瓦（素

瓦）、琉璃瓦。

现代工艺多为冲压工艺制作，外形与古制相仿。檐口第一块筒瓦焊装铜制瓦当。古代铜

瓦也可铸造，重量较重，现代一般较少采用。

焊接有瓦当的筒瓦称为勾头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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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底瓦

沟槽状瓦片，用于铺设屋面具有瓦轮相叠造型的铜制品，称底瓦。

是指多层屋面瓦铺设在下层的瓦，故称底瓦。古时分为布瓦（素瓦）、琉璃瓦（在瓦胚

上施铝硅酸化合物，经高温烧制而成的釉面瓦）。是与盖瓦配合使用，二垄底瓦之间盖一垄

盖瓦。

现代铜底瓦多采用冲压工艺制作的沟槽状，槽内有仿古多片瓦片叠成的瓦轮形。因为建

筑物屋面坡长不尽相同，从结构防水来说，坡屋面用一条铜底瓦从上到下是最好的选择。而

实际生产中，一因常规的剪板机、折弯机等机械工作长度约为4m，太长做不了；二有些生产

厂家没有生产长底瓦的技术能力及安装技术；三底瓦长度过长、重量过大，人工搬运及安装

等，不能过长。故本标准中铜底瓦长度不做规定。

铜底瓦的生产工艺流程：

落料—→冲压—→折弯—→压接头—→弯曲—→焊滴水—→拉丝—→涂装—→检

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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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瓦头部焊有滴水的，称为滴水瓦。

4.2.4 合瓦

弧形槽状瓦片，铺设屋面时拱形朝上的压在拱形朝下的同一种铜制品，称合瓦。

中国传统建筑中合瓦又称为“小青瓦”、“阴阳瓦”、“蝴蝶瓦”等，这是一俯一仰的

瓦型，俯着的作盖瓦避水垄，仰着的作底瓦淌水垄，多用于小式建筑中或民用建筑的屋面。

合瓦屋面分为“阴阳瓦”做法和“干搓瓦”做法。“阴阳瓦”做法是将一俯一仰瓦相互

扣盖的青瓦屋面，它将瓦件由下而上，前后衔接成长条形“瓦沟”和“瓦垄”，整个屋面由

盖瓦垄和底瓦沟相间铺筑而成，屋面檐口安装花边瓦和滴水瓦。

“干搓瓦”又称“干茬瓦”，干搓瓦屋面是只用仰瓦，相互错缝搭接放置，干搓瓦檐头

不用特殊瓦件。

本标准中的合瓦屋面指的是“阴阳瓦”做法的铜屋面。本标准中长度也不做规定，原因

同底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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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板瓦

单一扁平片状瓦片，用于铺设屋面的铜制品，多为平板状，称板瓦。板瓦外形可分为鱼

鳞瓦、六边形等。现代多采用冲剪工艺制作。

4.2.6 连体瓦

用于铺设屋面包含多块底、盖瓦或多块瓦片的瓦片组铜制品，称连体瓦。包含铜压型板。

连体瓦指仿古铜瓦，包含现代铜压型板。现代连体瓦一般采用滚压工艺制作，连体瓦长

度可无限长，根据实际长度选取。本标准中连体瓦长度也不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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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于分类

4.3.1 按铜瓦的形状分

中国传统屋面主要分为筒瓦屋面和合瓦（小青瓦）屋面，国外板瓦屋面为主，屋面板、

鱼鳞瓦、六边形等，现代工艺的压型板（类似彩钢瓦）、连体瓦等。

a）筒瓦：代号为 TW；

b）底瓦：代号为 DW；

c）合瓦：代号为 HW；

d）板瓦：代号为 BW；

e）连体瓦：代号为 LW。

4.3.2 按铜瓦的材质分

铜瓦材质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及较大的变形抗力。材料屈服强度均匀，无明显方向性。

如果屈服强度高会影响冲压件的尺寸精度。当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高时，冲压成形力大，成

形的难度加大，而且还会降低模具的寿命。如果板材的延伸率大，对所有的伸长类冲压，成

形都是有利的。

a) 黄铜：代号为 H；如 H62、H65、H68 等。

b）紫铜：代号为 T；如 T2、T3 等。

c）青铜：代号为Q；如QSn6.5-0.1、QSn7.0-0.2等。

d) 白铜：代号为B；如BZn14-24等。

4.3.3 按铜瓦的厚度分

从结构强度、工艺性能、耐腐蚀性等要求，铜瓦厚度一般为１.0mm、1.2mm、1.5mm、2.0mm、

3.0mm。铜瓦的厚度是客户关注点，是构成铜瓦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特殊厚度需要重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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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供需双方可协商。

4.4 关于要求

4.4.1 外观

铜瓦的材料、品种、规格、色泽应符合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切边整齐无毛刺，应无肉

眼可见裂纹、凹陷、凸出、擦痕等缺陷。涂层表面光洁平整, 颜色一致。

1）铜瓦所用铜材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T37567要求。其他材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品种、规格、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铜瓦颜色符合需方指定颜色，颜色本标准不作规定。

2)切边整齐无毛刺，应无肉眼可见裂纹、凹陷、凸出、擦痕等缺陷。

3)铜瓦之间以及配件、饰件搭配使用时应保证搭接合适，筒瓦之间搭接长度≥20mm。

4)对非焊安装为主铺设的瓦，安装孔铺设后不能漏水。

5)铜瓦的正面或背面可以有以加固、挡水等为目的的加强筋、凹凸纹等。

6)涂层表面光洁平整, 颜色一致。

4.4.2 外形尺寸

铜瓦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有特殊要求时，偏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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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尺寸允许偏差 mm

项目 基本尺寸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基材厚度/mm 符合GB/T 17793的要求

长度/mm
≤2000 ±2.0 观察、尺量检查

＞2000 ±2.5 观察、尺量检查

宽度/mm ≤500 ±1.5 观察、尺量检查

高度/mm ≤200 ±1.0 观察、尺量检查

4.4.3 氟碳涂料

铜瓦表面涂覆材料通常为氟碳类涂料，无色或彩色，涂层厚度与涂料品质、施涂工艺、

商务承诺的使用寿命等有关，可与业主商定，涂层厚度本标准不做规定。

1）耐人工气候老化性

按照《GB/T1865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老化和人工辐射暴露（滤过的氙弧辐射）》，测

定铜瓦人工耐候老化性，在波长 320＜A≤360nm，相对辐照度 4.2 士 0.5%连续光照 100ｈ，

当出现粉化、剥落、开裂、起泡、失光等涂层病态现象可按照 GB/T1766 进行评定，至少应

有两块试板符合表 3，则为合格。

2）耐热性

按照《GB/T1735 漆膜耐热性测定法》测定铜化铜瓦耐热性能，铜瓦（90±2）℃·5ｈ

无明显变化。当出现粉化、剥落、开裂、起泡、失光等涂层病态现象可按照 GB/T1766 进行

评定，三块试板至少应有两块试板符合，则为合格。

3）耐低温性

按照《JG/T25 建筑涂料 涂层耐冻融循环性测定法》测定铜瓦的耐低温性能，铜瓦（-40

±2）℃·24ｈ无明显变化。当出现粉化、剥落、开裂、起泡、失光等涂层病态现象可按照

GB/T1766 进行评定，三块试板至少应有两块试板符合，则为合格。

4）耐水性

按照《GB/T1733 漆膜耐水性测定法》测定铜瓦耐水性，铜瓦采用浸水试验法，240ｈ无

起泡，无明显变色。当出现粉化、剥落、开裂、起泡、失光等涂层病态现象可按照 GB/T1766

进行评定，三块试板至少应有两块试板符合，则为合格。

5)耐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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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9265 建筑涂料 涂层耐碱性测定法》测定铜瓦耐碱性能，铜瓦在（23±2）℃，

PH12～13 的溶液中浸泡 48ｈ无明显变化。当出现粉化、剥落、开裂、起泡、失光等涂层病

态现象可按照 GB/T1766 进行评定，三块试板至少应有两块试板符合，则为合格。

6)耐酸性

按照《GB/T9274 色漆和清漆 耐液体介质的测定》测定铜瓦耐酸性能，铜瓦在（23±2）℃，

10%H2SO4的溶液中浸泡 48ｈ无明显变化。当出现粉化、剥落、开裂、起泡、失光等涂层病态

现象可按照 GB/T1766 进行评定，三块试板至少应有两块试板符合，则为合格。

4.5 检验

4.5.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

4.5.2 组批

同类别、同规格、同色号的铜瓦，每10001件～35000件为一检验批。不足该数量时，也

按一批计。每批抽查10%，但不少于10件，且每批不应少于3件。

4.5.3 抽样方案

a)外观质量应逐件检查；

b)尺寸偏差检验的取样按表2的规定进行。

表 2 检验样品随机抽取取样数量表

批量范围 随机取样数 不合格品上限

1～10 全部 0

11～200 10 1

201～300 15 1

301～500 20 2

501～800 30 3

800 以上 40 4

4.5.4 判定与复检

a）外观检验不合格时为单件不合格。

b）尺寸偏差超过表2中规定的不合格品上限时，判定该批不合格。但允许供方逐块检验，

合格者交货。

c）物理性能检验结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性能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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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检结果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性能不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不合格。

4.6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适应和符合铜瓦企业生产和市场消费发展需要，本标准重点解决了铜瓦的术语和定

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贮存等问题，将会为铜瓦

的生产制造、安装、市场管理、质量检验等提供依据和技术文件。

5、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6、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7、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现今国内生产铜瓦的正规厂家约有 20 家，有一定规模与影响力的约 6 家，以浙江、山

东、河北、陕西、安徽等地为代表，浙江是中国现代铜及铜合金屋面瓦的发祥地，也是最为

重要的产地。安徽省铜瓦起步较晚，目前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铜陵市，年

销售收入达 2000 多万元。

本标准在国内生产企业及国内外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相关产品标准规范制定

的，技术指标先进，具有普遍性、广泛性、适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本标准发布后，将更

好的规范我国建筑装饰用铜瓦产品的性能和技术要求，提高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给生产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8、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9、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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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铜瓦属于体系表中属于铜的压力加工产品（23013）标准。

10、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11、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12、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以我国建筑装饰用铜瓦的实际生产现状为基础，结合客户技术标准要求而制定

的。标准全面覆盖了建筑装饰用铜瓦产品的技术要求，建议相关生产及使用单位组织专项标

准宣贯会进行系统学习。本标准发布后，各企业应积极宣传和贯彻，并按照新标准进行组织

生产，以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及用户的需要。

13、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4、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铜及铜合金屋面瓦标准工作小组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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