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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中的作用

工作性：FA颗粒球状，泌水，流动性；

Sl：效果不如FA

耐久性：水泥强度高，水化热高，收缩大，抗裂性差；

FA早强低，水化作用慢，需二次水化，但降低水化

热和收缩，提高抗Cl-和SO4
2-侵蚀，抗渗，抑制碱-骨

料反应；

SL，早强强度，抗冻，抗化学侵蚀高于FA；缺点：

水化热和收缩也高于FA；

环保性：FA，SL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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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
粉煤灰

简介、标准，分类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细度、均匀性、含水量、
需水量比和活性指数

指标对性能影响分析

矿渣微粉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活性指数、流动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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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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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标准

GB/T 1596-2005：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标准

主要参照标准：

ASTMC 618-2003《用于波特兰水泥混凝土掺

合料的粉煤灰和原状或煅烧的天然火山灰》

JISA6201-1999《混凝土用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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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按煤的种类可分为F类和C类

F类为无烟煤或烟煤煅烧收集的粉煤灰

C类为由褐煤或次烟煤煅烧收集的，CaO含量

一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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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分两种：

拌制混凝土和砂浆用：粉煤灰分为I，II，
III级，指标包含细度、需水量比、烧失量、
含水量、SO3含量、游离CaO含量、安定性，
见表6.1。

作为活性混合材用于水泥:指标包含烧失量、
含水量、SO3含量、游离CaO含量、安定性、
活性指数，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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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拌制混凝土和砂浆用
项目

技术要求

I类 II类 III类
细度(45 μm筛余 ）≤ /％ F、C类 12.0 25.0 45.0

需水量比≤ /％ F、C类 95 105 115
烧失量≤ /％ F、C类 5.0 8.0 15.0
含水量≤ /％ F、C类 1.0

SO3 含量≤ /％ F、C类 3.0

游离CaO含量≤ /％
F类 1.0
C类 4.0

安定性(雷氏夹沸煮前后增
加距离) ≤ /mm C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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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作为活性混合材用

项目 技术要求

烧失量,≤ /％ F、C类 8.0
含水量,≤ /％ F、C类 1.0

SO3 含量,≤ /％ F、C类 3.5

游离CaO含量,≤ /％ F类 1.0
C类 4.0

安定性(雷氏夹沸煮前后增
加距离), ≤ /mm C类 5.0

强度活性指数, ≥/％ F、C类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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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要求

 两类均增加放射性、碱含量、均匀性指标。

 放射性参照GB 6566，规定了天然放射性核
素镭-226，钍-232，钾-40放射性比活度C
的限量。内照射指数Ira(C镭-226/200)和外
照射指数Iγ(C镭-226/370＋ C钍-232/260＋ C

钾-40/4200)应同时≤ 1.0。

 碱含量以Na2O＋0.658K2O表示。

 均匀性指标以10个样品0.045mm筛余的最大
偏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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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细度，均匀性

附录A－用0.045mm方孔筛筛余百分数表示。

主要仪器：天平(量程≥50g，精度0.01g)，负
压筛等。

试验步骤：

称取105～110℃烘干样品G，约10g(精度0.01g)

在负压4000～6000Pa下筛析3min。

停机观察，如有颗粒成球、粘筛或有细颗粒沉积现
象，则用细毛刷刷开，再筛析1～3min，直至筛分彻
底为止。称取筛余量G1，精度0.01g。

计算筛余百分数F＝（G1/G）×100计算至0.1％。

必要时需进行筛网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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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需水量比

附录B－以试验样品和对比样品的胶砂流动度均
达130～140mm时的加水量之比确定。

材料：标准水泥，0.5－1.0mm的中级砂。

主要仪器：天平(量程≥1kg，精度1g)，胶砂搅
拌机，跳桌。

试验步骤：

胶砂配比：水泥175g，FA 75g，标准砂750g，用水
量以胶砂流动度达到130～140mm来确定。

计算：需水量比x＝（L1/125）×100％，精度1％。

12



试验方法－含水量

附录C

主要仪器：天平(量程≥50g，精度0.01g)，烘
箱。

试验步骤：

称取样品w1，约50g(精度0.01g)，置于蒸发
皿中。

在105～110℃烘干至恒重。

在干燥器重冷却后，称量w0，精度0.01g。

计算筛余百分数F＝[(w1-w0)/w1]×100%，计
算至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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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指数

附录D－以试验样品和对比样品的28d抗压强度
比确定。

材料：标准水泥，GB/T17671-1999规定的砂。

主要仪器：天平(量程≥2kg，精度1g)，胶砂搅
拌机，振实台，抗压试验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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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指数－试验步骤

胶砂配比：

对比样品：水泥450g，标准砂1350g，水
225ml。

试验样品：水泥315g，FA 135g，标准砂
1350g，水225ml。

依据GB/T17671标准进行搅拌、成型并养护至
28d，分别测定对比胶砂R0和试验胶砂R的抗压
强度。

计算：抗压强度比H28＝（R/R1）×100％，精
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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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性能试验方法

参照相关标准：

烧失量、SO3含量、游离CaO含量、碱含量参
照水泥标准GB/T176;

安定性采用30％粉煤灰替代水泥，参照GB/T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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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

取样：依据GB12573 水泥取样方法，应有代表
性，过0.9mm筛，总量至少3kg。

出厂检验：

拌制用FA为6.1的全部技术要求；

活性混合材为6.2中的除活性指数外的其他技
术要求。

型式检验：

拌制用FA：6.1的全部加放射性；

活性混合材：6.2的全部加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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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规则

所检测项目全部合格时，判为合格；否则进行
复验，以复验结果判定。

拌制用FA的复验不合格，可降级判定，低于
最低标准时，判为不合格品，

作为活性混合材时，型式检验中活性指数低
于70.0％时，可作为非活性混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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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效果

三大效应：活性效应、形态效应和微集料效应。

可改善拌合物流动性、保水性、可泵性以及抹面
性等性能，降低水化热，减少收缩，提高抗Cl离
子和SO4

2-离子化学侵蚀、抗渗等耐久性能。后期
强度发展大

经济性：价格低，80~150元/t

不利方面：早强低；对抗冻、抗碳化很不利；降
低碱度，引起碳化和钢筋锈蚀问题；含碳量高时，
质量不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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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性能影响分析

活性取决于玻璃体的含量，50%～80%；无定形
SiO2、Al2O3的含量。

SiO2、Al2O3为主，复杂复盐形式，含量越多，
其28天抗压强度比越高

Fe2O3，酸溶性好，含Fe2O3较多的富铁微珠，减
水作用

SiO2占40%~60%；Al2O3占20%~30%；Fe2O3占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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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性能影响分析

含碳量：吸水性大，强度低，吸附引气剂，影
响含气量，用烧失量反映

烧失量大

工作性差（坍落度损失大、不易捣实）

强度效应差（波特兰效应降低）

耐久性差（封孔固化和致密效应降低）

重点控制烧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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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碱和细度影响

有效碱（K2O.Na2O）能加速水泥的水化反应，
而且对激发粉煤灰的化学活性以及促进粉煤灰
与Ca(OH)2的二次反应有利

细度：细度大则颗粒粗，意味着疏松多孔的玻
璃体含量和粗大的未燃碳含量多，需水量增加，
粘度高，活性低，耐久性差。

5μm~45μm颗粒愈多，粉煤灰活性愈高，大于
80μm的颗粒对粉煤灰活性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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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量比的分析

需水量比：影响因素除烧失量和细度外，还有
含珠率、微珠的粒形状等等因素，是“先天”
条件所决定，难以“后天”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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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渣微粉

GB/T18046-2008: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
的高炉矿渣微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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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指标
指标

S105 S95 S75

1 密度，kg/m3，≥ 2.8

2 比表面积，m2/kg≥ 500 400 300

3 活性指数，% ≥
7d 95 75 55

28d 105 95 75

4 流动度比，%，≥ 95

5 含水量，%≤ 1.0

6 硫酸盐（SO3计），%≤ 4.0

7 Cl含量，%≤ 0.06

8 烧失量，%≤ 3.0

9 玻璃体含量，%，≥ 80

10 放射性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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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指数、流动度比

标准水泥:42.5PI/PⅡ/ PO,7d/28d抗压强度分布
35～45/50～60，比表面积300~400，碱含量
0.6~0.9%，SO3含量2.3~2.8%

胶砂配比：

对比R0 ：水泥450g，标准砂1350g，水225ml。

试验R1（掺量50%）：水泥225g，SL 225g，标准
砂1350g，水225ml。

依据水泥胶砂测试流动度、搅拌成型养护，7d/28d，
分别测定对比R0和试验R1性能。

计算：活性指数H7/28＝（R0/R1）×100％，精度1％。

流动度比： F＝（L0/L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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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和比表面积与水泥相同

烧失量：GB/T 176,灼烧时间为15~20min，但须
注意SO3引起的误差。

其他化学分析： 同水泥GB/T 176

玻璃体含量：XRD法（2θ=22~38˚，d-
0.237~0.404nm）称尖锐峰和平台的重量或
面积计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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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渣微粉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减小坍落度损失，增加流动性，提高可泵性，
可降低水化热，降低收缩，效果低于FA。

提高耐久性：抗冻、化学侵蚀，效果优于FA。

水化速度明显小于水泥，可能降低早期强度；
但早强一般高于同等掺量FA，后期强度发展较
大。



比表面积<400m2/kg时，对减少自收缩有利，随
掺量增加，自收缩减少；

比表面积>400m2/kg，活性明显提高，随其掺量
的增大而收缩值增大，但当掺量>75%时，自收
缩因胶凝材料活性减低,自收缩减少。

比表面积以不超过500m2/kg 为宜，最好不超过
450m2/kg。



GB8076-1997 混凝土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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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性能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庞超明

Email：pangchao@seu.edu.cn

52090638 材料楼217

13815885884

主要内容

混凝土外加剂

简介、功能、分类、标准等

标准讲解

GB8076－2008 砼外加剂

GB8077－2000 砼匀质性试验方法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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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
概述

很少掺量，有效改善物理力学性能，提高
强度、耐久性，节约水泥用量，缩小构筑
物尺寸等，达到节约能耗、改善环境的社
会效益。

定义(GB8075)

在拌制过程中加入，用以改善新拌砼或硬
化砼性能的物质。一般掺量不大于5％(特
殊情况除外)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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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1
调节和改善新拌砼、砂浆、水泥性能

不增加用水量而提高和易性或和易性相同
时减水用水量

调凝

调节泌水性能，减少离析

改善渗透性或可泵性

减少Ｔ损失等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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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2
改善硬化砼的力学、变形和耐久性等

延缓或降低水化热，提高砼的抗裂性

加速早期强度的增长

提高后期强度

改善硬化砼耐久性，如抗渗性、抗冻性等
或提高抵抗严酷的暴露条件的能力

其他－如抑制碱骨料反应、提高与钢筋的
粘结力，提高钢筋抗锈蚀性，改善抗冲击
和抗磨损性，降低液相渗透性、改善表面
性能，提高防水性能等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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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四类：

调节和改善拌合物流变性能

减水剂、泵送剂、絮凝剂、灌浆剂

调节凝结时间、硬化性能

缓凝剂、速凝剂、早强剂

改善耐久性、增强物理力学性能

防冻剂、膨胀剂、防水剂、阻锈剂、减
缩剂

改善其他性能

引气剂、消泡剂、着色剂、保水(增稠)
剂、界面(粘结)剂、脱模剂、养护剂等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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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8076-1997 混凝土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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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外加剂品种
按减水率大小

普通减水剂（亚硫酸盐法生产纸浆副产品，
木钙、木钠和木镁）

高效减水剂（包括萘系、密胺系、氨基磺酸
盐系、脂肪族系等）

高性能减水剂（以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为
代表）：带有游离羧酸阴离子团的主链和聚
氧乙烯基侧链组成，可改变单体种类，比例
和反应条件

掺量低、减水率高、保坍性好、收缩
小，Cl含量和碱含量低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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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和外加剂适应性

水泥：矿物组成、细度、游离CaO含量、石膏加
入量及形态、水泥熟料碱含量、碱的硫酸饱和
度、混合材种类及掺量、水泥助磨剂等。

外加剂的种类和掺量：如萘系减水剂的分子结
构，包括磺化度、平均分子量、分子量分布、
聚合性能、平衡离子的种类等。

混凝土配合比：水胶比、矿物外加剂品种和掺
量。

搅拌时的加料程序、温度、搅拌机类型等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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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依据

GB8076－2008 砼外加剂

GB/T 50080-2002(GBJ80) 普通砼拌合物性能
试验方法

GB/T 50081-2002(GBJ81) 普通砼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

GBJ 50082－2009 普通砼长期性能和耐久性
能试验方法

GB8077－2000 ～匀质性试验方法

DGJ32/TJ05-2004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条件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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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8076－2008主要内容*

主要技术指标

检验规则

取样规则

数据修约规则

试验基本要求

原材料要求

配合比要求

制备要求

各项性能指标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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砼外加剂的技术指标
试验项目

外加剂品种
高性能减水剂 高效减水剂 引气减

水剂
泵送剂

早强 标准 缓凝 标准 缓凝

减水率/%，≮ 25 14 10 12
泌水率比/%，≯ 50 60 70 90 100 70

含气量/% ≤3.0 — ＜5.5 ≥3.0 ＜5.5
凝结时间
差，min

初凝
-90~120

＞+90
-90~120

＞+90 -90
～+120

—
终凝 — —

1h经时
变化量

T/mm — ≤80 ≤60
含气量/% —

抗压强度
比，% ≮

1d 180 170 — 140 — —
3d 170 160 — 130 — 100 125
7d 145 150 140 125 125 110 125
28d 130 140 130 120 120 110 105

28d收缩率比，%，≯ 110 135

相对耐久性指标，%，
200次，≮

— — — 80 —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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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质性指标
试验项目 高性能减水剂 高效减水剂 匀质性指标

Cl-，% ≤ 0.05 0.2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总碱量(Na2O＋
0.658K2O)，≯

— 2.0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含固量，%
理论含量×

(1±3%)
理论含量×

(1±3%)
S＞25%: 0.95S～1.05S；

S≤25%: 0.90S～1.10S

含水量，%  ≤ — 6.0
W＞5%: 0.90S～1.10W；
W≤5%: 0.80S～1.20W；

密度，g/cm3 理论值±0.02 理论值
±0.02

D＞1.1: D±0.03；
D≤1.1: D±0.02；

细度筛余，%  ≤ — 8.0 生产厂的控制范围内

pH 值 7.5±1.5 7.5±1.5 生产厂的控制范围内

硫酸钠含量，%  ≤ — 5~15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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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高效或
早强要求



GB8076-1997 混凝土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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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规则

编号

掺量≥1％时，100t为一编号(批)

掺量<1时，50t为一编号(批)

不足100t(或50t)时均以一批计

取样数量

不少于0.2t水泥所需要的用量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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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修约规则

若舍去部分的数值，大于保留部分的末位
的半个单位，即0.5，则末位加1；

若～小于～，则末位不变，即舍弃；

若～等于～，则末位凑成偶数。即当末位
为偶数时则末位不变，为奇数时则末位加1。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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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GB8170-87
概括为：四舍六入五单双，五后非零应
进一，五后为零视单双，单进双不进。

将下面的各个数据保留4位有效数字。

原来的数据

3.14159

2.71729

4.51050

4.51150

4.51050002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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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约后的数据

3.142

2.717

4.510

4.512

4.511

试验用原材料要求

基准水泥
PⅠ硅酸盐水泥(熟料＋二水石膏) ,强度等级≥42.5，C3A
含量6～8％，C3S含量 55～60％，游离CaO含量≯1.2％,碱
含量(Na2O+0.658K2O) ≯1.0％,比表面积350±10m2/kg；

代用水泥

 普硅水泥(熟料＋二水石膏＋矿渣),强度等级≥42.5,C3A含
量6～8％，碱含量(Na2O+0.658K2O) ≯ 1.0％；

砂

GB/T 14684 Mx＝2.6～2.9中砂，含泥量<1%

石

GB/T 14685粒径5～20mm：其中5～10mm占40％，10~20mm占
60%,含泥量<0.5%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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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要求

依据JGJ55设计，且掺非引气型外加剂和基准砼的
水泥、砂、石比例不变；

配合比：

水泥用量：360kg/m3(高性能或泵送)或330kg/m3(其他)；

砂率：基准和受检砼：43~47%(高性能或泵送)，
36~40%(其他)。 掺引气剂受检砼比基准砂率低(1～3)％；

用水量：T=210±10mm(高性能或泵送)，80±10mm(其他)。
含液体外加剂、砂等中含水

外加剂：指定掺量

砼容重一般2400～2450kg/m3，大部分在2400～2420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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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的简单计算
如用水泥用量330kg/m3 ，砂率38％计算，假定容重
2400kg/m3 ，用水量192 kg/m3 ，则
水W+水泥C+砂S+石G=2400即330＋192＋S＋G＝2400

砂S/(砂S+石G)=38%

可求得砂为714 kg/m3 ，石为1164 kg/m3 。

所以基准混凝土配合比（ kg/m3 ）为
水泥 330 kg/m3 

砂 714 kg/m3 

石 1164 kg/m3 

水 192 kg/m3 

如外加剂掺量1％，则用量为330×1％＝3.3 kg/m3 ，

2011/8/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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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要求

称量

材料温度与试验室同，精度：骨料±1％，其余±0.5％

搅拌

60L自落式。拌和量(20～45)L，粉剂与水泥、砂、石干拌
均匀，后加水搅拌2min(水剂与水一起加入)，出料后人工
拌均匀后试验。

制作和养护

依据GB/T50080,

注意：GB/T50080, 实验室T=20±3℃
试验数量

拌和3批，每批除抗压强度为9或12个试样外，其余指标均
为1个试样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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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性能指标

减水率

泌水率比

含气量

凝结时间差

抗压强度比

收缩率比

相对耐久性指标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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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落度T测试

坍落度T：测量1mm，结果表达修约5mm。

T=210mm：分2层装入，每层插捣15次。

T=80±10mm(高性能或泵送剂)分3层装入，每
层高度约为筒高的1/3。每层插捣25次。

T经时损失：1h(加水时刻起)，过程中容器加盖！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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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水率WR

(%)100
0

10 ×
−

=
W
WW

WR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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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坍落度相同(80±10mm), 基准砼用水量
W0和受检砼用水量W1之差与W0之比。

计算（0.1％）

评定

三批试验平均；若最大(或小)中有一个
超过中值15％，则取中值；若两者均超
过中值15％，则重新试验。

泌水率比BR
定义

泌水率B：单位质量砼泌出水量与其用水量之比

泌水率比BR ：受检砼泌水率Bt与基准砼泌水率Bc之
比。

试验

5L带盖筒(d=185mm，h=200mm)，振动20s，抹平，
加盖。试样表面应比筒口约低20mm。

称取试样重Gw，盖好，从抹平开始计时，前1h内，
每10min吸取泌水一次，此后每20min吸水一次，直
至三次无泌水为止。每次吸水前5min，应使垫高筒
底一侧20mm。

计算总泌水量Vw(1g)
2011/8/16

23

泌水率比BR(续1)

泌水率计算(0.1%)

式中：Vw为总泌水量，Gw为试样质量，W为拌和总用水
量,G为拌和总质量

评定

三批共三个试样的平均值；若最大(或小)中有一
个超过中值15％，则取中值；若两者均超过中
值15％，重新试验。

泌水率比计算(1%) (%)100×=
c

t
R B

B
B

2011/8/1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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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气量

试验方法

一次装入，振动15～20s，插捣(1.4万次/min)10s。

评定

三批共三个试样的平均值；若最大值或最小值中有
一个超过中间值的0.5％，则取中间值；若两者均超
过中值的0.5％，则应重新试验

注意

要严格控制振动时间，过长会使气泡跑出，
测试值偏小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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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时间差ΔT——定义

凝结时间

砼由塑性状态过渡到硬化状态所需的时间

初凝时间

从加水时刻起至贯入阻力值达3.5MPa时所需时间

终凝时间

从加水时刻起至贯入阻力值达28MPa时所需时间

凝结时间差

受检砼的凝结时间Tt与基准砼的凝结时间Tc之差

2011/8/16
26

凝结时间差ΔT——试验方法

仪器：贯入阻力仪，精度5N

试验方法

拌合物用5mm圆孔筛振动筛出砂浆，拌匀，装入金属
刚性圆筒，试样表面应低于筒口10mm，振动3～5s，
置于20±3℃环境中加盖养护。

基准砼3～4h、早强1～2h、缓凝4～6h始测，测定时
的贯入深度为25mm。初凝用100mm2(d=11.28 mm)针，
终凝用20mm2(d=5.05mm)针

每0.5h或1h测定一次，邻近初、终凝时可缩短测试
时间间隔。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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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时间差ΔT——计算

计算

贯入阻力

凝结时间差

判定

计算贯入阻力，绘制贯入阻力R－时间t关系曲线，
求出贯入阻力为3.5MPa时的时间为初凝时间，贯入
阻力为28MPa时的时间为终凝时间(精度5min)。

评定

三批的平均；若最大(或小)值中有一个超过中间值
30min，则取中值；若两者均超过，则重做。

(%)100×=
A
PR

2011/8/16 28

ct TTT −=∆

凝结时间差ΔT——注意

砂浆应筛出，而不能去掉石子拌和

试样应低于筒口10mm左右

每次测定应避开前一次针孔，针孔净距应为试
针直径的2倍，且≮15mm，试针与容器边缘之间
的距离应≮25mm。

测距影响很大，下落的剪切速度不一致，测距
过小，力偏小，时间增长；

养护温度(20±3℃),影响大，温度高，凝结快。

基准砼在3~4h开始测，每0.5h或1h测试一次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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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比RS

定义

受检砼与基准砼同龄期的抗压强度值之比

计算：

仪器设备

压力试验机：I级精度，试验选择量程时，一般应
使读数在所选量程的20～80％范围之内

试验方法：

拌和时依据GB/T50080，振动15～20s

(%)100×=
c

t
s S

S
R

2011/8/16 30



GB8076-1997 混凝土外加剂

6

养护

GB/T 50080-2002
标准养护室：温度为20±2℃、RH为95％以上的养护

或在20±2℃的不流动的Ca(OH)2饱和溶液中养护。直
至试验龄期（28d）。

湿度不够，外界没有水份供给，影响水化

养护
成型后应覆盖表面，在标准养护室内试件应放在架
上，彼此间隔为10～20mm，试件表面应保持潮湿，
并应避免用水直接冲淋试件。

叠放时，影响试件水化，试件强度不均匀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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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测试

依据GB/T50081-2002

试件自养护室取出后随即擦干并测量其尺寸（精确
至1mm）

加荷应连续而均匀，加荷速度为：混凝土强度等级
低于C30时，取0.3～0.5MPa/s；高于或等于C30时，
取0.5～0.8MPa/s。高于或等于C60时，取0.8～
1.0MPa/s。

计算(0.1MPa)：
）（MPa

A
Pfcu =

2011/8/16 32

抗压强度比RS－评定
尺寸换算系数

取150×150×150mm试件抗压强度为标准值，其它
尺寸均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C60的混凝土试件
尺 寸 换 算 系 数 100×100×100mm 为 0.95 ，
200×200×200mm为1.05，换算成标准值

评定

三批共9个试验的平均值；若最大值或最小值中有
一个超过中间值的15％，则取中值；若两者均超
过中值的15％，则应重新试验。

2011/8/16
33

注意事项

龄期t，从加水时刻开始计算
试件的养护应有一定间隔，且应保证环境的温
度及湿度
试件取出后，应测量试件尺寸是否满足要求
尺寸≯1mm、不平整度≯ 0.0005d、角度≯0.5°

成型面不能作为受压面
应力集中，偏小

抗压强度的加荷速度
太快，造成冲击，应变来不及发展，力偏大
太慢，应变充分发展，到90％，持荷依然破坏，偏
小

尺寸的换算系数
应以3批强度结果判断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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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率比

定义

受检砼与基准砼同龄期的收缩率之比

计算：

仪器设备

收缩仪

标准试件试模：100×100×515mm(Dmax≤30)

(%)100×
ε
ε

=ε
c

tR

2011/8/16 35

收缩率比－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GBJ82，振动15～20s＋8~12s (插捣) ，试件的带
模预养1～2d，预养温度为20±3℃，拆模后标准养
护(T＝20±2℃，RH≥95％)3d，测量初长。移入恒
温恒湿室(T=20±2℃，RH=60 ±5％)，按规定龄期
测试，每次测试试件摆放方向应一致。

计算龄期t的收缩值：

龄期t，从测量初长的时刻开始计算

评定：三批共三个试样的平均值；

(%)100
0

10 ×
−

=ε
L
LL

t

2011/8/1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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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耐久性指标

定义
以掺外加剂混凝土冻融200次后的动弹性模量
降至80％或60％以上来评定外加剂质量。

试验方法：

GBJ82，振动15～20s＋8~12s(14000次/分,
距试件120mm处插捣)，试件的带模预养
1～2d，预养温度为20±3℃，拆模后标准
养护(T＝20±2℃，RH≥95％)28d后进行
冻融循环试验。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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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融制度

采用快冻法

冻融制度：－17±2 ℃；8±2 ℃，整个冻融
循环时间2～4h

破坏指标

相对动弹性模量不小于60％

重量损失率不超过5％

冻融循环次数以三批共三个试样动弹性模
量的算术平均值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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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8077-2000 匀质性试验主要内容

基本要求

固体含量

密度

细度

PH值

2011/8/16
39

匀质性试验的基本要求

平行两次，取两次平均值；

所用化学试剂，除特别说明外，均为分析纯；
水除水泥净浆流动度和砂浆工作性外，均用蒸
馏水

允许差为绝对偏差

室内允许差，如两次超过规定，则应在短时间
内进行第三次试验，如测定结果与前面任一结
果之差符合规定，则取其平均值，否则重新试
验。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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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含量

(%)100
m
m

1

2 ×=固X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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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四级精度天平，精度0.1mg

试验方法

测定恒量的称量瓶m0/g，称取试样m11.0000～
2.0000g (固体)或3.0000~5.0000g(液体)，在
100～105℃烘箱中烘干，冷却30min后称量，重复
直至恒量，测定质量为m2g

计算

允许误差：室内0.30%，室间0.50%

密度

三种方法：比重瓶法、液体天平法、精密密度计法

测试条件
溶液温度20±1℃；液体直接测试，固体浓度为10g/L

仪器：0.0001g精度天平

比重瓶法试验方法：
标定容量瓶体积

灌满被测溶液至干燥的容量瓶中，在20±1℃的恒温水浴
中恒温30min，称取此时溶液的质量m；

计算

允许误差：室内0.001g/ml，室间0.002g/ml

)(
9982.0
m mlV =

)/(m mlg
V

=ρ

2011/8/1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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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

用0.315mm筛余表示

烘干10.0g(精度0.1g),100～105℃用手工干筛

法筛分至通过量<0.05g为止，称取筛余量m1/g。

计算筛余百分数：筛余＝10×m1(%)

允许误差：室内0.40%，室间0.60%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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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

方法提要

根据Nernst方程E＝E0＋0.05915lg[H+], 
E=E0-0.05915pH，利用一对电极(玻璃电极和
饱和甘汞电极)在不同PH值溶液中能产生不同
电位差，25℃时相差1PH产生59.15mv电位差，
从而测出溶液的pH值

测试条件

溶液温度20±3℃；液体直接测试，固体浓度
10g/L

允许误差：室内0.2，室间0.5

2011/8/16
44

谢谢！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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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庞超明

1

内容提要

1. 设计思路

2.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3. 路面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4. 日本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 特殊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

6. 重要设计理论

2

混凝土简介
性能由原材料性质及其相对含量决定

3

拌合、凝
结硬化

胶材B(C、粉煤灰
FA、矿粉SL、硅灰
SF）(约12~20%）

砂S、石G集料
（约65~80%）

水W

（约6~10% ）

外加剂A(约
0.5~2.0% ）

设计总体思路

4

1.明确设计指标要求 2.综合考虑原材料性能

3.配合比设计 4.实验室试拌调整

关键参数确定：水灰
比、灰砂比、水泥与
骨料之间粘结性等

水泥：抗压强度，密度等…
集料：砂石级配，表观/堆积密度…
外加剂;掺量，减水率，强度比…
FA：等级，需水量比，活性指数…
SL：等级，活性指数…

设计指标

5

•抗压C20～C100；抗折4.0～6.5MPa，水胶
比W/B决定

1.强度等级

•坍落度T、保水性、粘聚性；单位用水量、
砂率等决定

2.工作性

•抗裂、抗渗、抗化学侵蚀、抗冻等；水泥用
量、矿物掺合料用量、外加剂等决定

3.耐久性

•最高；使用矿物掺合料4.经济性

•特殊结构(如承台、预应力、路面等),可泵
性，外观

5.其他参数

工程中其他设计参数要求

路面：抗折，耐磨，吸声，弹模等。设计坍落度
不大，集料最大粒径大，级配好等

预应力：3~5d施加预应力，规范要求达到设计
75%，实际85~90%,7d达到设计强度；弹模>30GPa

承台：大体积，抗裂性等：测试抗裂性，水化热，
变形性能…

地下：抗渗性…

海洋工程：氯离子渗透，钢筋锈蚀，干湿循环…

北方：抗冻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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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

一般要求

强度等级: 如C35；

工作性良好：如坍落度T=160±20mm，粘聚

性和保水性良好；

体现经济性，耐久性等。

7

原材料性能

C：P·II42.5R，28d强度52.9MPa，密度

3.10g/cm3；

FA：Ⅰ级粉煤灰，活性指数72.7%，密度

2.24g/cm3
，需水量比91% ；

S：中砂，MX=2.4，密度2.68g/cm3；

G：5-31.5mm连续级配碎石，密度2.86g/cm3；

A：萘系粉剂高效减水剂，推荐掺量1.5%，

减水率20%；

W：饮用水。
8

设计基本

经济性：C：350~450元/t ；FA：80~150元/t；SL：
150~250元/t ；沙石：35~40元/t；外加剂：

3000~6000元/t
工作性：FA颗粒球状，和易性；SL减少泌水；

耐久性：

水泥强度高，水化热高，收缩大，抗裂性差；

FA降低水化热和收缩，提高抗Cl-和SO4
2-侵蚀，抗渗，

抑制碱-骨料反应；

SL抗冻，抗化学侵蚀高于FA，水化热和收缩也高于FA；

环保性：FA，SL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9

高性能混凝土设计原则

低单位用水量，低单位水泥用量：

最大堆积密度：

适当水胶比：太低，抗裂性差，收缩大

FA、SL双掺，次第反应，优势互补，叠加效应。但也
要视具体情况

10

降低水化热，提高抗裂性，提高经
济性

使用外加剂、
FA、SL

堆密理论，集料最小空虚率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11

配合比计算流程

1、配制强度的确定

2、初步确定水胶比（碎石与卵石）

3、单位用水量（石子种类最大粒径及坍落度），注意

外加剂减水与粉煤灰减水（注意水剂外加剂）

4、确定水泥用量和矿物掺合料用量（FA&SL)

5、确定砂率（石子种类最大粒径及水胶比）

6、计算砂子和石子用量（体积法和质量法）

7、试配和调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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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计算1-2

 1、试配强度确定

f cu.o ≥f cu.k +1.645×σ

 2、计算水灰比

w/c = α aαbfce/(f cu,o+ αaαbfce)

碎石：α a＝0.46，α b＝0.07，fce水泥28d强度

13

<C20 C20～C35 >C35

σ取值(MPa) 4.0 5.0 6.0

配合比计算1-2举例

1.配制强度：C30/C35

fcu，t=fcu，k+1.645σ0=38.2/43.2MPa

（95%强度保证率，σ0=5）

2.水胶比（碎石、水泥=1.1*42.5=46.8MPa ）

W/B=0.46*1.1*fce，g/（fcu，t+0.07*0.46*1.1*fce，g）

=0.54/0.48

14

配合比计算3

 3、用水量W——JGJ55-2000:按Dmax和T查表

注：细砂加水5～10kg，粗砂减水5～10kg，增5kg/20mmT

如掺A，考虑A减水率R%：W外=W（1-R%）
如掺FA，SL，可适当考虑减水或增水效果：
FA：需水量比95%，掺30%FA，胶砂跳桌流动度130~140mm时的
用水量比

SL：流动度比，50%，胶砂，跳桌流动度
15

拌合物稠度 卵石最大粒径(mm) 碎石最大粒径(mm)
项目 指标 10 20 31.5 40 16 20 31.5 40

坍落度
(mm)

10~30 190 170 160 150 200 185 175 165
35~50 200 180 170 160 210 195 185 175
55~70 210 190 180 170 220 205 195 185
75~90 215 195 185 175 230 215 205 195

配合比计算3举例

3.单位用水量

（1）查表(JGJ55-2000):W=220kg/m3 ，

W0=164.50+0.25T0-7.5MX+815.91/Dmax =214kg/m3 ，

综合考虑：单位用水量取为215kg/m3；

（2）综合考虑外加剂减水，掺NF1.6%，减水率

20%；

实际用水量W=215*（1-0.20）=172kg/m3。

16

配合比计算4-5

4. 水泥用量：Co = mwo/(w/c) 
如有FA,掺量15%:FA=C*15%；FA差或掺量高时，
可考虑超量取代1.05~1.3,
如掺外加剂A，内掺1.2%：A=C*1.2%

5.砂率：根据W/C和Dmax查表,T>60mm,增1%/20mm

17

水灰比
(W/C)

卵石最大粒径(mm) 碎石最大粒径(mm)
10 20 40 16 20 40

0.40 26-32 25-31 24-30 30-35 29-34 27-32
0.50 30-35 29-34 28-33 33-38 32-37 30-35
0.60 33-38 32-37 31-36 36-41 35-40 33-38
0.70 36-41 35-40 34-39 39-44 38-43 36-41

配合比计算4-5举例

4.C、FA、A用量

B=172/0.48=358 kg/m3

A=358*1.2%=4.30 kg/m3

FA=358*15%=54 kg/m3

考虑超量1.1：54*1.1=59

C=358-54-4=300 kg/m3

实际水胶比增长:172/(358+5)=0.47

 5.确定砂率SP

（ JGJ55-2000）

查表得： 35%~41%

取SP=4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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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计算6

6.砂、石子重量：

重量法：mc0+mf0+mw0+ ms0＋mg0=2400～2450

体积法：mc0/ρg＋mf0/ρf＋mw0/ρw+ ms0/ρs

＋mg0/ρg＋0.01α=1

SP= ms0/( ms0+ mg0) 

19

例：重量法： W+C+FA+S+G+A=2400 & S/(S+G)=SP=0.40

得出：S=748kg/m3，G=1122kg/m3

且： S=748-5=743kg/m3

配合比计算结果

配合比

012.0:13.3:07.2:164.0:836.0:48.0
30.4:1122:743:59:300:172

:::::

=
=

AGOSOFOCOWO mmmmmm

20

配合比参数 每方用量kg/m3

W/C Sp/% FA/% A% W C FA S G A

C35 0.47 40 15 1.2 172 300 59 743 1122 4.30

配合比计算及调整

1m3用量
kg/m3

10L干材料用量
/kg

砂含水2.0％
/kg 调整

调整后
配合比

C 300 3.00 3.00

FA 59 0.59 0.59

W 172 1.72-0.15 1.57

砂 743 7.43+0.15 7.58

石 1122 11.22 11.22

A 4.30 0.043 0.043

T

21

按计算配合比确定材料用量C0、S0、G0及W0，检定拌合物性能。

试配中的和易性调整1

若T（或维勃稠度）不能满足要求，或粘聚性和保水性不

好时，应进行和易性调整。

对于普通混凝土配合比，T较小，≤90mm

1.T过小，W/C不变,分次掺入5％~10％水泥浆或外加剂

2.T过大，粘聚性、保水性良好时，可保持砂率不变，

酌情增加砂和石子；

3.当粘聚性、保水性不好时，可适当改变砂率。

22

对于高性能混凝土，T较大：

1. 坍落度，主要通过调整外加剂掺量来调节；
坍落度差别不大时也可以通过保持W/C不变
增加5%的水泥浆来调节。

2. 调节配合比中的胶凝材料用量等来改变粘
聚性

3. 保水性不好，一般为外加剂掺量过高，浆
体少，砂率低有关

23

配合比调整
普通混凝土

以基准W/C和基准W/C±0.05，配制3组配比，用水

量不变，砂率±1％。

检验稠度、粘聚性、保水性及表观密度，每种配比

制作1组（3块）试件，标养28d试压。

根据不同W/C的抗压强度，用作图或计算求出与配

制强度对应的灰水比值。

高性能混凝土

变动掺合料品种或掺量: 10~40%FA/10~50%SL/5~20%SF

流动性的调整：外加剂品种和掺量

高强： W/C±0.0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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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值的确定

配合比表观密度校正

校正系数δ

实测与计算值之差不超过计算值2％，不必校
正。

超过2％时，配比中每项材料用量乘以校正系
数δ。

25

计测＝ ococ ρρδ /

G+S+C+W＝计ocρ测ocρ
路面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

26

路面混凝土设计要求

以抗折强度为基础：4.0~6.5MPa；

工作性良好，坍落度T=160±20mm，粘聚性和

保水性良好；

耐久性；

耐磨性，抗滑(构造深度TD，一级>0.8mm,其他

>0.6mm)等

经济性；
27

0.713
cb 0.435f =f

配合比计算流程

1、配制强度的确定

2、初步确定水胶比（碎石与卵石）

3、单位用水量（石子种类最大粒径及坍落度），注意

外加剂减水与粉煤灰减水（注意水剂外加剂），确定砂

率（石子种类最大粒径及水胶比）

4、确定水泥用量和矿物掺合料用量（FA&SL)，

5、计算砂子和石子用量（体积法和质量法）

6、试配和调整
28

配合比计算1-2

1、试配强度确定:f c ≥Kif cm
安全系数Ki=1.1~1.15

2、计算灰水比

卵石：C/W =（fc+1.0079-0.3485fsc)/1.5684

碎石：C/W =（fc+1.5492-0.4565fsc)/1.2618

最高水灰比W/C :

公路、城市道路：0.50

机场和高速公路：0.46

冰冻地区：0.45
29

配合比计算3-4

3、用水量W
卵石：W =104.97+0.309T+11.27（C/W）+0.61Sr

碎石：W =86.89+0.370T+11.24（C/W）+1.00Sr

4. 水泥用量：Co = mwo/(w/c) 
最低300kg/m3，用425水泥一般为310~340kg/m3 ，525水泥一
般为300~330kg/m3

5.选择砂率 (与JGJ55同，T=30~50）

30

水灰比

(W/C)
卵石最大粒径(mm) 碎石最大粒径(mm)

20 40 20 40

0.40 25-31 24-30 29-34 27-32

0.50 29-34 28-33 32-37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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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比计算5

6.砂、石子重量（体积法）：

G=S*[(100-Sr)/Sr]

31

石子用量法：G=V*r(石子捣实容重实测值1600~1850kg/m3)

)(1/ρ×] )/SS-[(100+) (1/ρ
)C/ρ-W/-(1000 =S

grrs

CWρ 单方集料绝对体积

石子填充体积百分率V选取

提出 M
V值

经验式
2.2 2.4 2.6 2.8 3.0

水工
SD105

砾石或
卵石

0.82 0.80 0.78 0.76 0.74 V=1.04-0.1M

日本路
面设计
施工纲

要

砾石 0.82 0.80 0.78 0.76 0.74
V=0.76（1.37-

0.133M)=1.04-0.1M

卵石 0.78 0.76 0.74 0.72 0.70
V=0.73（1.37-

0.133M)=1.00-0.1M

美国ACI
砾石或
卵石

0.76 0.74 0.72 0.70 V=1.00-0.1M

32

日本土木工程混凝土配比设计

1.设计强度：

2.水灰比：三个相邻水灰比，回归f28=A*C/W+B

3.集料最大粒径：路面<40mm

4.单位用水量、砂率

5.单方水泥用量：路面280~340

33

V
fcm

645.11
80.0 =fc −

日本钢砼砂率、W选用表

基准：M=2.8，W/C=0.55，T=80mm

34

Dmax
/mm

单方G
容积
/%

不引气混凝土 引气 引气减水
含气量
Air/%

砂率/%
单方
W/kg

含气量
/%

砂率
/%

单方
W/kg

砂率
/%

单方
W/kg

15 53 2.5 49 190 7.0 46 170 47 160
20 61 2.0 45 185 6.0 42 165 43 155
25 66 1.5 41 175 5.0 37 155 38 145
40 72 1.2 36 165 4.5 33 145 34 135
50 73 1.0 33 155 4.0 30 135 31 125
80 81 0.5 31 140 3.5 28 120 29 110

Mx +/-0.1 T +/-10mm Air +/-1% W/C +/-0.05 S+/-1% 碎石/矿渣 用碎/山砂

S +/-0.5 0 +/-0.5~1 +/-1 0 +3~5 +2~3
W 0 +/-1.2% -/+3% 0 +/-15 +9~1.5 +6~9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自密实：T>220mm,D>550mm,收缩较大，弹模约
低5%，造价略高。优点:无需振捣，特殊结构，
施工环境

设计参数：强度, SL、SF、T500和V型漏斗检
测混凝土流动性和抗离析性；用L型仪和U型
仪的检测SCC填充性；用分层度检测SCC的稳
定性。

35

集料最大粒径不宜>25mm,宜
为20mm
砂率非常高：45~50%
浆体含量：宜0.38~0.40m3/m3

可掺加非活性掺合料如石粉
和保水增稠剂等

V型漏斗 U型仪

500

310

190

200

3Φ12

200

挡板



7

L型仪 配比设计理论—级配堆积理论
颗粒运动时,粒子间留有适当距离 ,恰使次小颗粒
能够穿过并填塞在空隙。

关键结论

Fuller公式：n=0.25~0.7

Fuller:1/2,Talbot:1/3,Birebent:1/4

日本n=0.35～0.45,美国取n=0.45

水泥混凝土：0.25~0.45

我国集料:Bolomey：

理想紧密堆积,不同粒径颗粒通过量的累积百分
数的理论分布:Dinger-Funk分布：

CPFT为粒径不大于 D(质量比或体积比)累积百
分数;f=1/lg(Di/Di+1); R为通过相邻两筛孔
的颗粒量之比。

39

其他设计理论及结论

填充理论

等尺寸球形的最大随机堆积值为0.64

棱锥体或棱柱体/六方体/平行六面体:一级填充
0.74,二级填充0.81

分形理论：当不同密度的碎石混合后,表征碎石
特征尺的筛孔孔径形成一种分布,这个分布函数
是一种学分形,由此导致其不同粒径之间的级配
情况也分形。集料的分形级配形式：

式中: P( D)为筛孔孔径为 D 时集料的通过率; 
x 为集料粒径分布维数：2~3。 40

设计理论的应用

高强和超高强混凝土的设计：>C80

多孔混凝土的设计：孔隙率，强度

沥青混凝土集料级配的设计：

 最大密度理论：控制0.3~2.36mm范围曲线

41

The end!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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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性能测试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庞超明

2011/8/16 1

内容提要

一般规定

拌合方法

拌合物性能：坍落度及扩展度,表观密

度，泌水率等

力学性能：抗压，抗折，弹性模量

2011/8/16
2

一般规定

材料温度应与室温同（宜保持20±5℃），水泥
如有结块，应过0.9mm筛。

配料以重量计，称量精度要求：砂、石为±0.5
％，水、水泥及外加剂为±0.3％。

砂、石骨料重量以气干状态为准。

从取样完毕后到开始做各项性能试验不宜超过
5min。

规定取样位置应为1/4处，1/2处、3/4处和取样
时间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取样不宜>15min

2011/8/16
3

主要仪器设备

混凝土搅拌机。容量50～100L，转速
18～22r/min

天平，量筒（500mL、1000mL）、拌铲
与拌板等。

2011/8/16
4

拌和－人工拌和

按配合比称料。
润湿拌板和拌铲，先加砂，然后加水泥，拌均
匀后，再加入石子翻拌混合均匀。

将干料堆成堆，在中间作一凹槽，将已称量好
的水倒一半左右在凹槽中，仔细翻拌。加入剩
余水，继续翻拌均匀。

拌和动作敏捷，时间规定：拌和物体积为30L时
拌4～5min，30～50L时拌5～9min，51～75时拌
9～12min。

2011/8/16
5

2011/8/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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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6 7

机械搅拌

按配合比称料。
刮浆。
依次加入石子、砂和水泥，干拌均后，再将水
徐徐加入，全部加料时间不超过2min，加完水
后再继续搅拌2min~5min。

将拌合物倒出，再人工拌和2～3次。
从开始加水起，全部操作30min内完成。

2011/8/16
8

拌合物稠度试验

分坍落度法和维勃稠度法，要求骨料最大粒径

均不得大于40mm。

坍落度法：坍落度值不小于10mm，塑性流动

性。

维勃稠度法：维勃稠度5～30s干硬性。

2011/8/16
9

坍落度测定

设备：坍落度筒。捣棒(端部
磨圆)、钢直尺、镘刀等

试验步骤
润湿
分三/两层装，每层高度约为筒高1/3,插捣25
次。插捣底层时应贯穿整个深度，其它两层
应插至下一层表面。
抹平，在5～10s内垂直平稳提起坍落度筒。
量测筒高与坍落后的混凝土试体最高点之间
的高度差。
整个过程应在150s内完成。

2011/8/16
10

步骤

2011/8/16
11

坍落度T/SL

坍落度筒提起，发生崩坍或一边剪坏，重测；如第
二次仍出现，和易性不好。
稠度。T表示，精度1mm，结果表达5mm。
普通混凝土粘聚性和保水性的判断
粘聚性。以捣棒轻敲混凝土锥体侧面，如锥体逐
渐下沉，则粘聚性良好；如锥体倒坍、崩裂或离
析，则粘聚性不好。
保水性。以拌和物稀浆析出程度来评定。提起坍
落度筒后如底部有较多稀浆析出，骨料外露，保
水性不好；如无或仅少量稀浆析出，则保水性良
好

2011/8/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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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落扩展度试验
T>220mm时扩展后Dmax和Dmin,反映抗离析性。
Dmax-Dmin<50mm时，算术平均。
Dmax-Dmin>50mm。查原因,重新试验，可能：
振捣不均匀；
提筒时歪斜；
底板干湿不匀引起
扩展阻力不同；
底板倾斜等原因。

2011/8/16
13

 观察：浆体对集料的包裹
能力，剪切力，流动速度
等, 浆体边缘的水分析出
情况等

对于流动性较大的混凝土的粘聚性、保
水性

坍落扩展度,观察保水性

泌水率

流变性能

……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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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密度试验

主要仪器设备
容量筒

Dmax≯40mm:5L；

Dmax>40mm时:内径与高均应>
骨料Dmax4倍。

秤：50g/50kg。

振动台。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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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步骤

润湿筒，称重(kg)，50g。

装入拌合料，并密实。如T≯70mm，宜振动台振实，
>70mm，宜捣棒捣实。

 振动台:一次装满，振动时随时准备添料，振至表面
出现水泥浆，没有气泡向上冒为止。

 捣棒捣实：分两层装，每层插捣>12次/10000mm2

（5Lφ186mm筒，约27157mm2，约30次），方法同T，
每层插捣完后用橡皮锤轻敲筒壁5~10次，至表面插
捣孔消失，无大气泡。

将多余料浆刮去并抹平，如有凹陷，则应填平，擦净
筒外壁，称出拌合料与筒的总重量（kg），精度50g。

2011/8/16 16

（三）结果计算

表观密度计算（10kg/m3）：

式中，V为容量筒体积（L）。

）（＝测
312 /1000 mkg

V
mm

oc ×
−ρ

2011/8/16 17

泌水率的测定

拌合物，装入5L带盖筒。

加水后60min内每10min吸一次水，后面每30min

吸一次水，直至不再泌水为止

计算泌水量(0.01mL/mm2)：Ba＝V/A

计算泌水率B(精度1％)

Vw为泌水总量mL，Gw为试样质量g，W拌合物总用

水量mL，G拌合物总质量g。

2011/8/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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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试验

压力试验机:精度

≮±2％，破坏荷载

位于全量程20％～80

％;

振动台。f=50±3Hz，

空载A约0.5mm

搅拌机、试模、捣

棒、镘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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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制作
每龄期每组3个试件，
尺寸Dmax选定。

试模内表面涂一薄层脱模剂后装模成型。
T≯70mm:一次装入，振至表面出浆,无气泡向上冒
时为止，振动时应防止跳动。
T>70mm，分两层装入，螺旋方向从边缘向中心均匀
插捣。插捣底层，应达底部;插捣上层，应贯穿上
层插人下层20-30mm;插捣时捣棒应保持垂直。抹刀
沿试模内壁插拔数次;每层插捣次数l0000m2≮12次;
橡皮锤轻敲四周，直至插捣棒留下的空洞消失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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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骨料最大料（mm） 试件尺寸（mm）

31.5 100×100×100
40 150×150×150
63 200×200×200

试件养护

标准养护:成型后表面覆盖，防止水分蒸分，在

20±5℃静置1～2昼夜，编号拆模。

放入T=20±2℃、RH>95％标准养护室养护，或

在20±2℃的不流动的Ca(OH)2饱和溶液中养护。

直至试验龄期（28d）。

试件应放在架上，彼此间隔为10～20mm，表面

应保持潮湿，避免用水直接冲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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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测试

擦干,测量尺寸(精度1mm)，计算A(mm2)。
承压板中心，承压面与成型面垂直。开动试验
机，当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调整球座，使接
触均衡。
加荷应连续而均匀，加荷速度：

强度等级<C30时，取0.3～0.5MPa/s；

≥C30时，取0.5～0.8MPa/s。

≥C60时，取0.8～1.0MPa/s。

当试件接近破坏而开始迅速变形时，停止调整
油门，直至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荷载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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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算

1．计算立方体抗压强度（MPa）：
2．评定：三个平均值（精度0.1MPa）。

最大(小)值如一个与中值差值超过中值15％，
取中值;若上下两个值均超过中值15％，该组
结果无效。

3．150mm×150mm×150mm抗压强度为标准值，
其它尺寸测值均应乘以尺寸换算系数。

<C60尺寸换算系数：100mm×100mm×100mm为
0.95，200mm×200mm×200mm为1.05，换算成
标准值。

2011/8/16
23

）（MPa
A
Pfcu =

混凝土强度等级评定

强度等级：按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划分为
C7.5、C10、C15、C20、C25、C30、C35、C40、
C45、C50、C55、C60等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对标准方法制
作和养护的边长为150mm的立方体试件，在28d
龄期用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具有95％保证率的
混凝土抗压强度值。
强度等级评定方法：GBJ107－1987，分批检验
评定，一个验收批强度等级相同、配合比与生
产工艺基本相同的混凝土组成。
混凝土强度等级评定，可采用统计方法或非统
计方法进行评定。详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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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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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7.0. +≥ kcucu fmf
σ7.0.min. −≥ kcucu ff

∑
=

∆=
m

i
icufm 1
,

59.0
σ

icuf ,∆

合格评
定方法

合格判定条件 备注

统计方法
（一）

1．
2．
且 当 fcu,k≤20MPa ，

fcu,min≥0.85fcu,k ；
当 fcu,k > 20MPa， fcu,min >

0.9fcu,k
式中mfcu―同批三组试件抗

压强度平均值(MPa)
fcu,min―同批三组试件抗压

强度中的最小值；(MPa)
fcu,k―混凝土强度等级值；
σ―验收批的混凝土强度标

准差，可依据前一个检验期同
类混凝土数据确定。

验收批混凝土强度标准
差按下式确定

其中： ―以三组试件为
一批，第I批混凝土强度的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m―用以确定该验收批混凝

土强度标准差σ的数据总批数
[注]在确定混凝土强度标准

差(σ)时，其检验期限不应超
过三个月，且在该期间内验收
批总数不应少于15批。

非统计方法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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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ucu

kcucu

ff
fmf

,min,

,

95.0.2
15.1.1

≥

≥

合格评定
方法

合格判定条件 备注

非统计方
法

一个验收批的试件组数n＝2～9
组；当一个验收批的混凝土试件
仅有一组时，则该组试件强度应
不低于强度等级值的115％。

混凝土抗折强度

试件尺寸：标准
150*150*600/550(mm)；非标
100*100*400

测试面：成型面的侧面

加荷速度：
强 度 等 级 <C30 时 ， 取 0.02 ～
0.05MPa/s；

≥C30时，取0.05～0.08MPa/s。

≥C60时，取0.08～0.1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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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MPa
bh
PLfcu 2=

评定：三个平均（精度0.1MPa）；

最大(小)值如一个与超过平均值15％，取剩
余两个平均；

均超过15％，无效。

尺寸换算系数：标准150×150×600/550(mm) 。

<C60：100×100×400(mm)为0.85

>C60:宜用标准试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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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

试件尺寸：标准150*150*300 (mm)；非标
100*100*300/ 200*200*400

测试面：成型的端面

弹模定义：应力应变曲线上：初始5MPa时的荷
载F0到荷载Fa的割线斜率

先测试轴压强度，计算轴压荷载的1/3Fa

测试弹性模量

测试轴压强度：

20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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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评定：三个平均（精

度0.1GPa）；

Fa超过该试件实际

轴压荷载1/3的20%，

取剩余两个平均；

均超过20％，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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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
A

lFFaf
a

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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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水泥试验

1

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
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
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



内容提要

1. 水泥常用标准

2. 六大水泥

3. 水泥试验

一般规定

性能指标

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

胶砂试件的成型和测试

细度：筛余法和比表面积法

评定
2



水泥产品、方法
标准

3



 GB 175-2007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1346－2001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检验方法

 GB/T1345－200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GB/T17671－1999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2419-2005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试方法

 GB/T 8074－2008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GB/T176-200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208-1994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

 JC/T 603－2004 水泥胶砂干缩试验方法

 JC/T421－2004 水泥胶砂耐磨性试验方法

 JTG E30－2005 公路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
4



标准代号与编号

GB/T 175-2007（1999、85）《通用硅酸盐水泥》

 GB－国标；

 T－推荐标准；

 175表国家标准编号；

 2007(1999、1985)-2007（1999、1985）发布

5



六大水泥（GB175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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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盐水泥P·I、P·Ⅱ (<5%)

普硅水泥P·O（6～20%）；

矿硅水泥P·S: >20%且≤50%（P·S·A），>50%

且≤70%（P·S·B），Slag 

火山灰硅水泥P.P: >20%且≤40% pozzolana

粉煤灰硅水泥 P.F：>20且≤40 FA

复合硅水泥P·C (>20%且≤50%两种混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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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实验

依据：GB/T1346－2001，GB/T1345
－2005 GB/T17671－1999。
结果满足： GB175－2007

8



一般规定

取样方法: GB12573-2008，应有代表性，
≥12kg。

取得的试样应充分拌匀，试验前，水泥
过0.9mm方孔筛。

环境要求

实验室T:20±2℃，RH≥50％；

湿气养护箱T=20±1℃，RH>90％；

养护池水T=20±1℃。

材料温度应与环境温度相同。
9



水泥性能指标

化学指标：

不溶物(≤0.75/1.50)： PⅠ、PⅡ

烧失量（≤3.0/3.5/5.0）： PI、PⅡ、PO

三氧化硫(≤3.5/4.0/3.5)：All

氧化镁(≤5.0/6.0)：All

氯离子（≤0.06）：All

(碱含量):Na2O+0.658K2O，0.6%

物理指标：凝结时间，安定性，（标准稠
度），强度，（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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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稠度用水量、
凝结时间、安定性

11



标准稠度用水量

凝结时间和安定性试验,必须拌制成水泥净浆

或砂浆。

标准稠度用水量试验目的：上述试验为提供基

准砂浆，间接反映需水量

方法－试杆法和试锥法（调整水量和固定水量

法），如有争议时以试杆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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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杆法－标准法

主要设备：水泥净浆
搅拌机。

13

标准维卡仪：滑动部分总
m=300g±1g，能靠重力自
由下落，不得有紧涩和旷
动现象。试模、其他等



实验步骤

检查：维卡仪金属棒能自由滑动；调零；搅

拌机正常等。

拌制净浆：润湿，将水倒入搅拌锅，在5s～

10s内加入称好的500g水泥，作为加水时间

记录，低速120s，停15s，高速120s停机。

结束，立即装模测试：降低试杆至与表面接

触，拧紧螺丝1～2s后，突然放松，停止沉

入或释放试杆30s，记录试杆距底板的距离。

整个操作1.5min内完成。

14



结果判定

距底板6mm±1mm净浆为标准稠度净
浆。其拌和水量m为水泥的标准稠
度用水量（P）。

计算：P＝m×100％/500(精度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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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锥法－代用法（少用）

拌合同前
调整水量法：以试锥下沉深度在
28±2mm时为标准稠度用水量，反复调
整。
不变水量法：用水量142.5ml，根据测
试的下沉深度S(mm)，计算：

P(%)＝33.4-0.185*S
当下沉深度小于13mm时，应改用调整水
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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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时间

主要仪器：标准维卡仪，初、终凝针等，终凝针上多
一环形附件。
步骤：1 调零。
2 试件制备：标准稠度用水量的净浆，水泥全部加
入 水 中 时 间 作 为 起 始 时 间 ， 湿 气 养 护 箱
（ T=20±1℃，RH>90％ ）养护。

测试：
取出试模，接触表面，停止下沉或释放试针30s时
指针读数。
当试针沉到距底板4mm±1mm时，为初凝状态；
初凝时间：由水泥全部加入水中至初凝状态的时间，
用“min”表示。
30min时第一次测定，临近初凝5min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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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凝时间测定

初凝测定完后，翻转180º，直径大端向上，

小端向下，继续养护；

当试针沉入试体0.5mm时，即环形附件开始不

能在试体上留下痕迹时，为终凝状态；

终凝时间：由水泥全部加入水中至到达终凝

状态的时间，用“min”表示。

临近终凝时每隔15min测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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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时间注意事项

至少要距试模内壁10mm；

每次测定试针不能落入原针孔

整个过程要试模防振。

整个测试过程不测试时，应标养

到达初凝或终凝时应立即重复一次，当两次

结论相同时才能定为到达初凝或终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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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凝和急凝

假凝：拌合后很快失去流动性，但是没
有伴随放热的发生，没有温度升高，再
次拌合后又能恢复流动性；
原因：半水石膏或无水石膏先于C3A反应，
溶解生产二水石膏

急凝：拌合后很快失去流动性，伴随放
热的发生，温度升高，再次拌合不能恢
复流动性
原因C3A含量高，石膏含量少

20



安定性试验

鉴定游离氧化钙对水泥安定性的影响。分雷
氏法和试饼法（代用法）两种，有争议时以
雷氏法为准。

21

主要仪器：
沸煮箱。
雷氏夹：铜质材料，300g
砝码校正，针尖距离增加应
在17.5±2.5mm范围内。
雷氏夹膨胀测定仪(0.5mm)
75～80g玻璃板等



雷氏法 LE CHATELIER TEST

标养24±2h；

测量雷氏夹针尖初始距离(A)(精度0.5mm)；

沸 煮 （ 在 30±5min 内 加 热 至 沸 并 恒 沸
3h±5min）后取出试件，测量雷氏夹指针两
针尖之间的距离（C）；

计算膨胀值（C－A），取2个试件平均值；

若不大于5mm时则判定该水泥安定性合格。
但若2块膨胀值相差超过4mm时，应重做。再
如此，则认为该水泥安定性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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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饼法（少用）

做成φ70～80mm、中心厚约10mm边缘渐薄、
表面光滑的试饼，放入标准养护箱内标养
24±2h。

检查试饼，在无缺陷的情况沸煮。

目测：未发现裂纹，用直尺检查平面也无弯
曲现象时为安定性合格，当两个试饼判别结
果有矛盾时，也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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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砂试件成型及
测试

24



胶砂试件成型设备

试模:40×40×160mm，

抗折、抗压机：I级精度；抗压夹具受压面积
40×40mm。 25

主要设备：
胶砂搅拌机:叶片工作间隙
3±1mm。

振实台:振幅
15±0.3mm，频率60
次/60s±2s。



胶砂试件成型

标准砂要求：SiO2含量>98%，级配0.08～2.0mm

配合比参数：灰砂比1:3，水灰比0.50(PP、PF、

PC需保证胶砂流动度≮180mm,否则按0.01递增)。

成型3条试件用量：水泥450g，标准砂1350g，

水225mL(精度1g)。

先加水，再加水泥，低速搅拌30s后，在第二个

30s均匀加砂（一般是先粗后细）。

振实台成型：分两层，每层振动6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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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砂试件养护

连模在T＝20±1℃，RH>90％养护箱养
护，20～24h脱模（对于龄期为24h的应
在破型试验前20min内脱模）。

编号、脱模。编号时应将每模中三条试
件编在两个龄期内，同时编上成型与测
试日期。硬化较慢允许24h后脱模。

脱膜后立即放入水槽养护，养护水温为
20±1℃，试件之间有间隙，水面至少
高出试件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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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折强度试验

 龄 期 ： 24h±15min ， 48h±30min ，
72h±45min，7d±2h，28d±8h

 破型前15min从水中取出
 先抗折（50±10N/s速度），破坏荷载Ff

（N）或直读强度。
 抗折强度：Rf=(3FfL)/(2bh

2)(0.01MPa)
L＝100mm；b、h为40mm。

 取试件三块的平均值；
 但当有一个超过平均值±10％时，剔除，取

其余两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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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折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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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折和抗压强度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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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

抗折后的六个断块，保持潮湿状态立即抗压，
加荷速度2.4±0.2kN/s，破坏荷载Fc(N)或直
读。
计算抗压强度fc（0.1MPa）：fc=Fc/A

A＝40mm×40mm=1600mm2。
六个平均；
但如有一个超过平均值± 10％，剔除最大超过
值，以其余五个平均值作为抗压强度结果；如再
有超过他们平均数±10％时，则此组结果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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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砂强度测试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温湿度要求

试件制备时、养护时的温度要求，初始
养护在湿气养护箱中，拆模后养护水中。

测试时试件的状态

测试时保持潮湿状态

成型面不能作为受压面

加荷速度的控制

结果评定：与平均值±10%比

32



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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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细度

PⅠ,PⅡ，PO:比表面积法。
以一定量的空气，透过具有一定空隙率和一定厚
度的压实粉层时所受阻力不同而进行测定。采用
已知比表面积的标准物料对仪器进行校正。

PP，PS，PF，PC：筛析法(80/45μm)：
以剩余在一定筛孔的筛余百分比表示

三种方法：负压筛法、水筛法、手工干筛法；

如结果有争议，以负压筛法为准。

筛用10次后应清洗，金属框筛、铜丝网筛应用专
门清洗剂，不可用弱酸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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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筛法

主要仪器:负压筛(内径142，
高25mm方孔铜丝筛网，负压筛
析仪)。

试验步骤

 检查仪器；

 称样品W，80μm:25.00g，
45μm:10.00g (0.01g)。

 在负压4000～6000Pa下筛析
2min，如有样品附着于筛盖，
轻敲筛盖；

 称筛余物重量Rt，精度0.01g。
35



筛析法的计算

筛余百分数F＝（Rt/W）×100%,计算至0.1％。

必要时，进行筛网校准，并乘以校正系数。

取两次试验平均值。

当F≤ 5％时，绝对误差应小于0.5％；

当F>5%时，绝对误差应小于1.0％。

结果修约规则：四舍六入五单双，五后非零

应进一，五后为零视单双，单进双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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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筛的标定

 试验准备：标准样品，被标定筛(应事先清洗，去
污，干燥(水筛除外)，并和标定试验室温度一致)。

 标定步骤：

 标样放入密闭广口瓶，摇2min，消除结块，搅拌均匀；

 按测试方法称量，并试验；

 平行试验两次，中间不得进行其他样品的试验，取平
均值。

 当结果相差大于0.3％时，再进行第三次试验，取接
近的两次试验的平均值Ft。

 修正系数计算：C＝Fs/Ft(计算至0.01)

 C＝0.80～1.20可用但应修正，否则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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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勃氏比表面仪



水泥比表面积

主要仪器：勃氏透气比表面仪，分析天
平（精确至0.0001g）等

试验步骤：

 对仪器进行校正，气密性检查；

 测试水泥的密度；

 计算试样量：

 称取烘干备用的水泥试样，制备粉料
层。

)1( ερ −=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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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续)

透气，液面由指定高度下降至一定距离时的

时间（第二线至第三线），记录试验温度。

S计算（10cm2/g）：

式中：下标ss为标准数据，ρ为密度，T为下落

时间，ε空隙率，η为空气粘度，温度有关。

取二次平均，如两次相差2％以上，应重新试

验。并将结果换算成m2/kg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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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评定

评定项目：
各项化学指标和终凝时间、安定性、强度，
均需合格

物理指标评定
初凝不早于45min，终凝不迟于600min（硅
酸盐水泥终凝不迟于390min）；

安定性用沸煮法检验合格。

水泥细度：
80μm筛余≯10％或 45μm筛余≯30%

硅酸盐水泥:比表面积>300m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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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强度等级(标号)评定

3d/28d抗折、抗压同时满足

P·I/P·II:
42.5(R),52.5(R),62.5(R)

P·O：
42.5(R),52.5(R)

P·S/P·P/P·F/P·C 
32.5(R)，42.5(R),52.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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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指标

不溶物:P·I、P·Ⅱ
P·I≤0.75%； P·Ⅱ ≤1.50%

烧失量:P·I、P·Ⅱ、P·O
P·I≤3.0%； P·Ⅱ ≤3.5%, P·O ≤5.0%

其余化学指标对所有水泥

MgO： P·I、P·Ⅱ、P·O不超过5.0%，如压蒸安定性
合格，允许6.0％，其余P·S、P·P、P·F、 P·C不超
过6.0%

SO3 ： P·I、P·Ⅱ、 P·O、P·P、P·F、 P·C 
≤3.5% ；P·S ≤4.0%

Cl含量：≤0.06%

碱含量：以Na2O＋0.658K2O表示，如低碱≤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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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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