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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砂资源的变化及建筑用砂技术发展 本标准是在总结 建筑用砂 基础上修

订的 修订时 参考了 欧洲及美 英 日等国的有关标准 使标准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既符合国情又

便于国际交流

本标准与 相比主要修改点有

增加了人工砂 天然砂去除了特细砂品种与产品等级的划分

砂筛的筛孔采用了国际标准 混凝土集料的筛分 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人工砂的技术要求 修改了天然砂含泥量 泥块含量 轻物质 氯化物 松散堆积密度等部

分技术要求

增设了人工砂 轻物质与碱集料快速反应的试验方法 完善了试验方法中的一些要求

本标准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一

根据工程需要 如测定砂的吸水率与饱和面干的表面含水率可按附录 附录 进行

本标准的附录 是标准的附录 附录 和附录 是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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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建 筑 用 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用砂的定义 分类与规格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 储存和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工程中混凝土及其制品和建筑砂浆用砂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硅酸盐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

水泥胶砂强度试验方法

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 容量分析 用标准溶液的配制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 法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天然砂

由自然风化 水流搬运和分选 堆积形成的 粒径小于 的岩石颗粒 但不包括软质岩 风化

岩石的颗粒

人工砂

经除土处理的机制砂 混合砂的统称

机制砂 由机械破碎 筛分制成的 粒径小于 的岩石颗粒 但不包括软质岩 风化岩石的颗

粒

混合砂 由机制砂和天然砂混合制成的砂

含泥量

天然砂中粒径小于 的颗粒含量

石粉含量

人工砂中粒径小于 的颗粒含量

泥块含量

砂中原粒径大于 经水浸洗 手捏后小于 的颗粒含量

细度模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衡量砂粗细度的指标

坚固性

砂在自然风化和其他外界物理化学因素作用下抵抗破裂的能力

轻物质

表观密度小于 的物质

碱集料反应

指水泥 外加剂等混凝土组成物及环境中的碱与集料中碱活性矿物在潮湿环境下缓慢发生并导致

混凝土开裂破坏的膨胀反应

亚甲蓝 值

用于判定人工砂中粒径小于 颗粒含量主要是泥土还是与被加工母岩化学成分相同的石粉的

指标

分类与规格

分类

砂按产源分为天然砂 人工砂两类

天然砂 包括河砂 湖砂 山砂 淡化海砂

人工砂 包括机制砂 混合砂

规格

砂按细度模数分为粗 中 细三种规格 其细度模数分别为

粗

中

细

类别

砂按技术要求分为 类 类 类

用途

类宜用于强度等级大于 的混凝土 类宜用于强度等级 及抗冻 抗渗或其他要求

的混凝土 类宜用于强度等级小于 的混凝土和建筑砂浆

技术要求

颗粒级配

砂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颗粒级配

级配区累计筛余

方筛孔



表 完

级配区累计筛余

方筛孔

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中所列数字相比 除 和 筛档外 可以略有超出 但超出总量应小于

区人工砂中 筛孔的累计筛余可以放宽到 区人工砂中 筛孔的累计筛余可以

放宽到 区人工砂中 筛孔的累计筛余可以放宽到

含泥量 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

天然砂的含泥量和泥块含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含泥量和泥块含量

项 目

指 标

类 类 类

含泥量

按质量计

泥块含量

按质量计

人工砂的石粉含量和泥块含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石粉含量

项 目
指 标

类 类 类

亚

甲

蓝

试

验

值

或合格

值

或不合格

石粉含量

按质量计

泥块含量

按质量计

石粉含量

按质量计

泥块含量

按质量计

根据使用地区和用途 在试验验证的基础上 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有害物质

砂不应混有草根 树叶 树枝 塑料 煤块 炉渣等杂物 砂中如含有云母 轻物质 有机物 硫化物及

硫酸盐 氯盐等 其含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有害物质含量

项 目
指 标

类 类 类

云母 按质量计

轻物质 按质量计

有机物 比色法 合格 合格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 按 质量计

氯化物 以氯离子质量计

坚固性

天然砂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 砂样经 次循环后其质量损失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坚固性指标

项 目
指 标

类 类 类

质量损失

人工砂采用压碎指标法进行试验 压碎指标值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压碎指标

项 目
指 标

类 类 类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空隙率

砂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空隙率应符合如下规定 表观密度大于 松散堆积密度大于

空隙率小于

碱集料反应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 由砂制备的试件无裂缝 酥裂 胶体外溢等现象 在规定的试验龄期膨胀率应

小于

试验方法

试样

取样方法

在料堆上取样时 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 取样前先将取样部位表面铲除 然后从不同部位抽

取大致等量的砂 份 组成一组样品

从皮带运输机上取样时 应用接料器在皮带运输机机尾的出料处定时抽取大致等量的砂

份 组成一组样品

从火车 汽车 货船上取样时 从不同部位和深度抽取大致等量的砂 份 组成一组样品

试样数量

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做几项试验时 如确能保证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致

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 可用同一试样进行几项不同的试验



表 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最少取样数量

颗粒级配

含泥量

石粉含量

泥块含量

云母含量

轻物质含量

有机物含量

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

氯化物含量

坚固性
天然砂

人工砂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碱集料反应

试样处理

用分料器法 将样品在潮湿状态下拌和均匀 然后通过分料器 取接料斗中的其中一份再次通

过分料器 重复上述过程 直至把样品缩分到试验所需量为止

人工四分法 将所取样品置于平板上 在潮湿状态下拌和均匀 并堆成厚度约为 的圆

饼 然后沿互相垂直的两条直径把圆饼分成大致相等的四份 取其中对角线的两份重新拌匀 再堆成圆

饼 重复上述过程 直至把样品缩分到试验所需量为止

堆积密度 人工砂坚固性检验所用试样可不经缩分 在拌匀后直接进行试验

试验环境和试验用筛

试验环境 试验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试验用筛 应满足 和 中方孔试验筛的规定 筛孔大于 的试验

筛采用穿孔板试验筛

颗粒级配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并附有

筛底和筛盖

摇筛机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筛除大于 的颗粒 并算出其筛余百分率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注 恒量系指试样在烘干 的情况下 其前后质量之差不大于该项试验所要求的称量精度 下同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按孔径大小从上到下组合的套筛 附筛底 上 然后进



行筛分

将套筛置于摇筛机上 摇 取下套筛 按筛孔大小顺序再逐个用手筛 筛至每分钟通过量

小于试样总量 为止 通过的试样并入下一号筛中 并和下一号筛中的试样一起过筛 这样顺序进

行 直至各号筛全部筛完为止

称出各号筛的筛余量 精确至 试样在各号筛上的筛余量不得超过按式 计算出的量 超

过时应按下列方法之一处理

式中 在一个筛上的筛余量

筛面面积

筛孔尺寸

将该粒级试样分成少于按式 计算出的量 分别筛分 并以筛余量之和作为该号筛的筛余量

将该粒级及以下各粒级的筛余混合均匀 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再用四分法缩分为大致相等

的两份 取其中一份 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继续筛分 计算该粒级及以下各粒级的分计筛余量时应

根据缩分比例进行修正

结果计算与评定

计算分计筛余百分率 各号筛的筛余量与试样总量之比 计算精确至

计算累计筛余百分率 该号筛的筛余百分率加上该号筛以上各筛余百分率之和 精确至

筛分后 如每号筛的筛余量与筛底的剩余量之和同原试样质量之差超过 时 须重新试验

砂的细度模数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细度模数

分别为 筛的累计筛余百

分率

累计筛余百分率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细度模数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

术平均值 精确至 如两次试验的细度模数之差超过 时 须重新试验

含泥量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容器 要求淘洗试样时 保持试样不溅出 深度大于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淘洗容器中 注入清水 使水面高于试样面约

充分搅拌均匀后 浸泡 然后用手在水中淘洗试样 使尘屑 淤泥和粘土与砂粒分离 把浑水缓缓

倒入 及 的套筛上 筛放在 筛上面 滤去小于 的颗粒 试验前筛子的

两面应先用水润湿 在整个过程中应小心防止砂粒流失

再向容器中注入清水 重复上述操作 直至容器内的水目测清澈为止

用水淋洗剩余在筛上的细粒 并将 筛放在水中 使水面略高出筛中砂粒的上表面 来



回摇动 以充分洗掉小于 的颗粒 然后将两只筛的筛余颗粒和清洗容器中已经洗净的试样一并倒

入搪瓷盘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含泥量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含泥量

试验前烘干试样的质量

试验后烘干试样的质量

含泥量取两个试样的试验结果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值

石粉含量

试剂和材料

亚甲蓝 含量

亚甲蓝溶液 将亚甲蓝粉末在 下烘干至恒量 若烘干温度超过 亚甲蓝粉末会

变质 称取烘干亚甲蓝粉末 精确至 倒入盛有约 蒸馏水 水温加热至 的

烧杯中 用玻璃棒持续搅拌 直至亚甲蓝粉末完全溶解 冷却至 将溶液倒入 容量瓶中

用蒸馏水淋洗烧杯等 使所有亚甲蓝溶液全部移入容量瓶 容量瓶和溶液的温度应保持在 加

蒸馏水至容量瓶 刻度 振荡容量瓶以保证亚甲蓝粉末完全溶解 将容量瓶中溶液移入深色储藏瓶

中 标明制备日期 失效日期 亚甲蓝溶液保质期应不超过 并置于阴暗处保存

定量滤纸 快速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及称量 感量 各一台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容器 要求淘洗试样时 保持试样不溅出 深度大于

移液管 移液管各一个

三片或四片式叶轮搅拌器 转速可调 最高达 直径

定时装置 精度

玻璃容量瓶

温度计 精度

玻璃捧 支 直径 长

搪瓷盘 毛刷 烧杯等

试验步骤

亚甲蓝 值的测定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

温后 筛除大于 的颗粒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盛有 蒸馏水的烧杯中 用叶轮搅拌机以

转速搅拌 形成悬浮液 然后持续以 转速搅拌 直至试验结束

悬浮液中加入 亚甲蓝溶液 以 转速搅拌至少 后 用玻璃棒沾取一滴悬

浮液 所取悬浮液滴应使沉淀物直径在 内 滴于滤纸 置于空烧杯或其他合适的支撑物

上 以便滤纸表面不与任何固体或液体接触 上 若沉淀物周围未出现色晕 再加入 亚甲蓝溶液

继续搅拌 再用玻璃棒沾取一滴悬浮液 滴于滤纸上 若沉淀物周围仍未出现色晕 重复上述步骤

直至沉淀物周围出现约 的稳定浅蓝色色晕 此时 应继续搅拌 不加亚甲蓝溶液 每 进行一



次沾染试验 若色晕在 内消失 再加入 亚甲蓝溶液 若色晕在第 消失 再加入 亚甲

蓝溶液 两种情况下 均应继续进行搅拌和沾染试验 直至色晕可持续

记录色晕持续 时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总体积 精确至

亚钾蓝的快速试验

按 制样

按 搅拌

一次性向烧杯中加入 亚甲蓝溶液 在 转速持续搅拌 然后用玻璃棒沾

取一滴悬浮液 滴于滤纸上 观察沉淀物周围是否出现明显色晕

测定人工砂中含泥量或石粉含量的试验步骤按照 所述进行

结果计算与评定

亚甲蓝 值结果计算

亚甲蓝值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亚甲蓝值 表示每千克 粒级试样所消耗的亚甲蓝克数

试样质量

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的总量

注 公式中的系数 用于将每千克试样消耗的亚甲蓝溶液体积换算成亚甲蓝质量

亚甲蓝快速试验结果评定

若沉淀物周围出现明显色晕 则判定亚甲蓝快速试验为合格 若沉淀物周围未出现明显色晕 则判

定亚甲蓝快速试验为不合格

人工砂中含泥量或石粉含量计算和评定按 所述进行

泥块含量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容器 要求淘洗试样时 保持试样不溅出 深度大于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筛除小于 的颗粒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淘洗容器中 注入清水 使水面高于试样面约

充分搅拌均匀后 浸泡 然后用手在水中碾碎泥块 再把试样放在 筛上 用水淘洗 直

至容器内的水目测清澈为止

保留下来的试样小心地从筛中取出 装入浅盘后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

冷却到室温后 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泥块含量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泥块含量

筛筛余试样的质量



试验后烘干试样的质量

泥块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数平均值 精确至

云母含量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放大镜 倍 倍放大率

天平 称量 感量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钢针 搪瓷盘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

室温后 筛除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搪瓷盘中摊开 在放大镜下用钢针挑出全部云母 称

出云母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云母含量按式 计算 精确至

试中 云母含量

颗粒的质量

云母质量

云母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数平均值 精确至

轻物质含量

试剂和材料

氯化锌 化学纯

重液 向 的量杯中加水至 刻度处 再加入 氯化锌 用玻璃棒搅拌使氯化锌

全部溶解 待冷却至室温后 将部分溶液倒入 量筒中测其相对密度 若相对密度小于

则倒回 量杯中 再加入氯化锌 待全部溶解并冷却至室温后测其密度 直至溶液密度达到

为止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量具 量杯 量筒 烧杯各一只

密度计 测定范围为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网篮 内径和高度均约为 网孔孔径不大于

搪瓷盘 玻璃棒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

室温后 筛除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盛有重液的量杯中 用玻璃棒充分搅拌 使试样中的

轻物质与砂充分分离 静置 后 将浮起的轻物质连同部分重液倒入网篮中 轻物质留在网篮上 而

重液通过网篮流入另一容器 倾倒重液时应避免带出砂粒 一般当重液表面与砂表面相距约



时即停止倾倒 流出的重液倒回盛试样的量杯中 重复上述过程 直至无轻物质浮起为止

用清水洗净留存于网篮中的物质 然后将它倒入已恒量的烧杯 放在烘箱中于 下

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称出轻物质与烧杯的总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轻物质含量 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轻物质含量

颗粒的质量

烘干的轻物质与烧杯的总质量

烧杯的质量

轻物质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有机物含量

试剂和材料

试剂 氢氧化钠 鞣酸 乙醇 蒸馏水

标准溶液 取 鞣酸溶解于 浓度为 乙醇溶液中 无水乙醇 加蒸馏水 即得

所需的鞣酸溶液 然后取该溶液 注入 浓度为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氢氧化钠溶于

蒸馏水中 加塞后剧烈摇动 静置 即得标准溶液

仪器设备

天平 称量 感量 及称量 感量 各一台

量筒

方孔筛 孔径为 的筛一只

烧杯 玻璃棒 移液管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风干后 筛除大于 的颗粒备用

向 容量筒中装入风干试样至 刻度处 然后注入浓度为 的氢氧化钠溶液至

刻度处 加塞后剧烈摇动 静置

比较试样上部溶液和标准溶液的颜色 盛装标准溶液与盛装试样的容量筒大小应一致

结果评定

试样上部的溶液颜色浅于标准溶液颜色时 则表示试样有机物含量合格 若两种溶液的颜色接近

应把试样连同上部溶液一起倒入烧杯中 放在 的水浴中 加热 然后再与标准溶液比

较 如浅于标准溶液 认为有机物含量合格 如深于标准溶液 则应配制成水泥砂浆作进一步试验 即将

一份原试样用 氢氧化钠溶液洗除有机质 再用清水淋洗干净 与另一份原试样分别按相同的配合比

按 制成水泥砂浆 测定 的抗压强度 当原试样制成的水泥砂浆强度不低于洗除有机物

后试样制成的水泥砂浆强度的 时 则认为有机物含量合格

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试剂和材料

浓度为 氯化钡溶液 将 氯化钡溶于 蒸馏水中

稀盐酸 将浓盐酸与同体积的蒸馏水混合

硝酸银溶液 将 硝酸银溶于 蒸馏水中 再加入 硝酸 存于棕色瓶中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为

高温炉 最高温度

方孔筛 孔径为 的筛一只

烧杯

量筒 及

粉磨钵或破碎机

定量滤纸

干燥器 瓷坩埚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粉磨全部通过 筛 成为粉状试样 再按四分法缩分至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备用

称取粉状试样 精确至 将粉状试样倒人 烧杯中 加入 蒸馏

水及 稀盐酸 然后放在电炉上加热至微沸 并保持微沸 使试样充分分解后取下 用中速滤纸

过滤 用温水洗涤 次 次

加入蒸馏水调整滤液体积至 煮沸后 搅拌滴加 浓度为 的氯化钡溶液 并

将溶液煮沸数分钟 取下静置至少 此时溶液体积应保持在 用慢速滤纸过滤 用温水洗涤至

氯离子反应消失 用 硝酸银溶液检验

将沉淀物及滤纸一并移入已恒量的瓷坩埚内 灰化后在 高温炉内灼烧 取出瓷

坩埚 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 称出试样质量 精确至 如此反复灼烧 直至恒量

结果计算与评定

水溶性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以 计 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水溶性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

粉磨试样质量

灼烧后沉淀物的质量

硫酸钡 换算成 的系数

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若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

于 时 须重新试验

氯化物含量

试剂和材料

氯化钠标准溶液

硝酸银标准溶液

铬酸钾指示剂溶液

以上三种溶液配制及标定方法参照 规定进行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带塞磨口瓶

三角瓶

移液管

滴定管 或 精度



容量瓶

烧杯 滤纸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磨口瓶中 用容量瓶量取 蒸馏水 注入磨口

瓶 盖上塞子 摇动一次后 放置 然后 每隔 摇动一次 共摇动 次 使氯盐充分溶解 将磨口瓶

上部已澄清的溶液过滤 然后用移液管吸取 滤液 注入到三角瓶中 再加入 铬酸钾指示剂

用 硝酸银标准溶液滴定至呈现砖红色为终点 记录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毫升数

精确至

空白试验 用移液管移取 蒸馏水注入三角瓶内 加入 铬酸钾指示剂 并用

硝酸银溶液滴定至溶液呈现砖红色为止 记录此点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毫升数 精确至

计算结果与评定

氯离子含量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氯离子含量

硝酸银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

样品滴定时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

空白试验时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溶液的体积

氯离子的摩尔质量

全部试样溶液与所分取试样溶液的体积比

试样质量

氯离子含量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数平均值 精确至

坚固性

硫酸钠溶液法

试剂和材料

氯化钡溶液

硫酸钠溶液 在 水中 水温 左右 加入无水硫酸钠 或结晶硫酸钠

边加入边用玻璃棒搅拌 使其溶解并饱和 然后冷却至 在此温度下静置 即

为试验溶液 其密度应为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三脚网篮 用金属丝制成 网篮直径和高均为 网的孔径应不大于所盛试样中最小粒径的

一半

方孔筛 同

容器 瓷缸 容积不小于

密度计

玻璃棒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将试样倒入容器中 用水浸泡 淋洗干净后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筛除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 然

后按 规定筛分成 和 四个粒级

备用

称取各粒级试样各 精确至 将不同粒级的试样分别装入网篮 并浸入盛有硫酸

钠溶液的容器中 溶液的体积应不小于试样总体积的 倍 网篮浸入溶液时 应上下升降 次 以排除

试样的气泡 然后静置于该容器中 网篮底面应距离容器底面约 网篮之间距离应不小于 液

面至少高于试样表面 溶液温度应保持在

浸泡 后 把装试样的网篮从溶液中取出 放在烘箱中于 烘 至此 完成了

第一次试验循环 待试样冷却至 后 再按上述方法进行第二次循环 从第二次循环开始 浸

泡与烘干时间均为 共循环 次

最后一次循环后 用清洁的温水淋洗试样 直至淋洗试样后的水加入少量氯化钡溶液不出

现白色浑浊为止 洗过的试样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用孔径为试样

粒级下限的筛过筛 称出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

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百分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百分率

各粒级试样试验前的质量

各粒级试样试验后的筛余量

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百分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试样的总质量损失百分率

分别为各粒级质量占试样 原试样中筛除了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 总质

量的百分率

分别为各粒级试样质量损失百分率

压碎指标法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或 感量为

压力试验机

受压钢模 由圆筒 底盘和加压压块组成 其尺寸如图 所示

方孔筛 孔径为 及 的筛各一只

搪瓷盘 小勺 毛刷等

圆筒 底盘 加压块

图 受压钢模示意图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筛除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 然后按 筛分成 及

四个粒级 每级 备用

称取单粒级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已组装成的受压钢模内 使试样距底盘面的高度

约为 整平钢模内试样的表面 将加压块放入圆筒内 并转动一周使之与试样均匀接触

将装好试样的受压钢模置于压力机的支承板上 对准压板中心后 开动机器 以每秒钟 的

速度加荷 加荷至 时稳荷 后 以同样速度卸荷

取下受压模 移去加压块 倒出压过的试样 然后用该粒级的下限筛 如粒级为

时 则其下限筛指孔径为 的筛 进行筛分 称出试样的筛余量和通过量 均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第 单级砂样的压碎指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第 单粒级压碎指标值

试样的筛余量

通过量

第 单粒级压碎指标值取三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取最大单粒级压碎指标值作为其压碎指标值

表观密度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或 感量

容量瓶

干燥器 搪瓷盘 滴管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称取试样 精确至 将试样装入容量瓶 注入冷开水至接近 的刻度处 用手

旋转摇动容量瓶 使砂样充分摇动 排除气泡 塞紧瓶盖 静置 然后用滴管小心加水至容量瓶

刻度处 塞紧瓶塞 擦干瓶外水分 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倒出瓶内水和试样 洗净容量瓶 再向容量瓶内注水 应与 条水温相差不超过

并在 范围内 至 刻度处 塞紧瓶塞 擦干瓶外水分 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砂的表观密度按式 计算 精确至

水

式中 表观密度

水 水的密度

烘干试样的质量

试样 水及容量瓶的总质量

水及容量瓶的总质量



表观密度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如 两 次 试 验 结 果 之 差 大 于

须重新试验

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容量筒 圆柱形金属筒 内径 净高 壁厚 筒底厚约 容积为

方孔筛 孔径为 的筛一只

垫棒 直径 长 的圆钢

直尺 漏斗或料勺 搪瓷盘 毛刷等

试验步骤

按 规定取样 用搪瓷盘装取试样约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恒量 待冷却

至室温后 筛除大于 的颗粒 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松散堆积密度 取试样一份 用漏斗或料勺将试样从容量筒中心上方 处徐徐倒入 让

试样以自由落体落下 当容量筒上部试样呈堆体 且容量筒四周溢满时 即停止加料 然后用直尺沿筒

口中心线向两边刮平 试验过程应防止触动容量筒 称出试样和容量筒总质量 精确至

紧密堆积密度 取试样一份分两次装入容量筒 装完第一层后 在筒底垫放一根直径为

的圆钢 将筒按住 左右交替击地面各 次 然后装入第二层 第二层装满后用同样方法颠实 但筒

底所垫钢筋的方向与第一层时的方向垂直 后 再加试样直至超过筒口 然后用直尺沿筒口中心线向两

边刮平 称出试样和容量筒总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松散或紧密堆积密度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松散堆积密度或紧密堆积密度

容量筒和试样总质量

容量筒质量

容量筒的容积

空隙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空隙率

试样的松散 或紧密 堆积密度

按式 计算的试样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空隙率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 精确至

容量筒的校准方法

将温度为 的饮用水装满容量筒 用一玻璃板沿筒口推移 使其紧贴水面 擦干筒外壁水

分 然后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容量筒容积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容量筒容积

容量筒 玻璃板和水的总质量

容量筒和玻璃板质量



碱集料反应

在碱集料反应试验前 应先用岩相法鉴定岩石种类及所含的活性矿物种类 试验方法见附录 标

准的附录

碱 硅酸反应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检验硅质集料与混凝土中的碱发生潜在碱 硅酸反应的危害性 不适用于碳酸盐类集料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方孔筛 及 的筛各一只

比长仪 由百分表和支架组成 百分表量程为 精度

水泥胶砂搅拌机 符合 要求

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 温度 相对湿度 以上

养护筒 由耐腐蚀材料制成 应不漏水 筒内设有试件架

试模 规格为 试模两端正中有小孔 装有不锈钢质膨胀端头

跳桌 秒表 干燥器 搪瓷盘 毛刷等

环境条件

材料与成型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拌合水及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成型室 测长室的相对湿度不应少于

恒温养护箱或养护室温度应保持在

试件制作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用水淋洗干净后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

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筛除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 然后按 规定筛分成

和 五个粒级 分别存放在干燥器

内备用

采用碱含量 以 计 即 大于 的高碱水泥 低于此值时 掺浓度为

的 溶液 将碱含量调至水泥量的

水泥与砂的质量比为 一组 个试件共需水泥 精确至 砂 各粒级的质量

按表 分别称取 精确至 用水量按 确定 跳桌跳动频率为 跳动 次 流动度以

为准

表 碱集料反应用砂各粒级的质量

筛孔尺寸

质量

砂浆搅拌应按 规定完成

搅拌完成后 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 每层捣 次 注意膨胀测头四

周应小心捣实 浇捣完毕后用镘刀刮除多余砂浆 抹平 编号并表明测长方向

养护与测长

试件成型完毕后 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内 养护 后脱模 立即测量试件的长度 此

长度为试件的基准长度 测长应在 的恒温室中进行 每个试件至少重复测量两次 其算数平

均值作为长度测定值 待测的试件须用湿布覆盖 以防止水分蒸发

测完基准长度后 将试件垂直立于养护筒的试件架上 架下放水 但试件不能与水接触 一个养

护筒内的试件品种应相同 加盖后放入 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 个月 个月 个月 个月 如有必要还可适当延

长 在测长前一天 应把养护筒从 的养护箱或养护室内取出 放到 的恒温室内 测

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 测量完毕后 应将试件放入养护筒中 加盖后放回 的养护箱

或养护室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试龄期

每次测长后 应对每个试件进行挠度测量和外观检查

挠度测量 把试件放在水平面上 测量试件与平面间的最大距离应不大于

外观检查 观察有无裂缝 表面沉积物或渗出物 特别注意在空隙中有无胶体存在 并作详细记录

计算与评定

试件膨胀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试件在 天龄期的膨胀率

试件在 天龄期的长度

试件的基准长度

膨胀端头的长度

膨胀率以 个试件膨胀值的算数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精确至 一组试件中任何一个试

件的膨胀率与平均值相差不大于 则结果有效 而对膨胀率平均值大于 时 每个试件的测

定值与平均值之差小于平均值的 也认为结果有效

结果判定

当半年膨胀率小于 时 判定为无潜在碱 硅酸反应危害 反之 则判定为有潜在碱 硅酸

反应危害

快速碱 硅酸反应

适用范围同

试剂和材料

氢氧化钠 分析纯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氢氧化钠溶液 溶于 水中 然后加水到 所需氢氧化钠溶液总体为试件总体积

的 倍 每一个试件的体积约为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方孔筛 及 的筛各一只

比长仪 由百分表和支架组成 百分表的量程为 精度

水泥胶砂搅拌机 符合 要求

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 温度保持在

养护筒 由可耐碱长期腐蚀的材料制成 应不漏水 筒内设有试件架 筒的容积可以保证试件分

离地浸没在体积为 水中或 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且不能与容器壁接触

试模 规格为 试模两端正中有小孔 装有不锈钢质膨胀端头

干燥器 搪瓷盘 毛刷等

环境条件

材料与成型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拌合水及养护室的温度应保持在

成型室 测长室的相对湿度不应少于

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应保持在



试件制作

按 规定取样 并将试样缩分至约 用水淋洗干净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干至

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筛除大于 及小于 的颗粒 然后按 规定筛分成

和 五个粒级 分别存放在

干燥器内备用

采用符合 技术要求的硅酸盐水泥 水泥中不得有结块 并在保质期内

水泥与砂的质量比为 水灰比为 一组 个试件共需水泥 精确至 砂

各粒级的质量按表 分别称取 精确至

砂浆搅拌应按 规定完成

搅拌完成后 立即将砂浆分两次装入已装有膨胀测头的试模中 每层捣 次 注意膨胀测头四

周应小心捣实 浇捣完毕后用镘刀刮除多余砂浆 抹平 编号并表明测长方向

养护与测长

试件成型完毕后 立即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内 养护 后脱模 立即测量试件的初始长

度 待测的试件须用湿布覆盖 以防止水分蒸发

测完初始长度后 将试件浸没于养护筒 一个养护筒内的试件品种应相同 内的水中 并保持水

温在 的范围内 加盖放在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 养护

从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拿出一个养护筒 从养护筒内取出试件 用毛巾擦干表面 立即读出

试件的基准长度 从取出试件至完成读数应在 时间内 在试件上覆盖湿毛巾 全部试件测完基

准长度后 再将所有试件分别浸没于养护筒内的 氢氧化钠溶液中 并保持溶液温度在 的范

围内 加盖放在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

测长龄期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计算 在测基准长度后第 再分别测长 每次测长

时间安排在每天近似同一时刻内 测长方法与测基准长度的方法相同 每次测长完毕后 应将试件放入

原养护筒中 加盖后放回 的高温恒温养护箱或水浴中继续养护至下一个测试龄期 天后

如需继续测长 可安排每过 一次测长

计算与评定

同

结果判定

当 膨胀率小于 时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判定为无潜在碱 硅酸反应危害

当 膨胀率大于 时 可以判定为有潜在碱 硅酸反应危害

当 膨胀率在 之间时 不能最终判定有潜在碱 硅酸反应危害 可以按

方法再进行试验来判定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天然砂的出厂检验项目为 颗粒级配 细度模数 松散堆积密度 含泥量 泥块含量 云母含量

人工砂的出厂检验项目为 颗粒级配 细度模数 松散堆积密度 石粉含量 含亚甲蓝试验 泥

块含量 坚固性

型式检验

砂的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 所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 碱集料反应根据需要进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投产和老产品转产时

原料资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正常生产时 每年进行一次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组批规则

按同分类 规格 适用等级及日产量每 为一批 不足 亦为一批 日产量超过 按

为一批 不足 亦为一批

判定规则

检验 含复检 后 各项性能指标都符合本标准的相应类别规定时 可判为该产品合格

技术要求 条若有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

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项目进行复检 复检后 该项指标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可判该类产品合格 仍然不

符合本标准要求时 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标志 储存和运输

砂出厂时 供需双方在厂内验收产品 生产厂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其内容包括

砂类别 规格和生产厂名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检验结果 日期及执行标准编号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砂应按类别 规格分别堆放和运输 防止人为碾压及污染产品

运输时 应认真清扫车船等运输设备并采取措施防止杂物混入和粉尘飞扬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集料碱活性检验 岩相法

适用范围

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察 鉴定所用集料 包括砂 石 的种类和成分 从而确定碱活性集料的种类和

数量

试剂和材料

盐酸 茜素红 折光率浸油 金刚砂 树胶 如冷杉树 以及酒精等

仪器设备

套筛 方孔筛孔径 并有筛底

和筛盖

磅秤 称量 感量

架盘天平 称量 感量

切片机 磨光机 镶嵌机

实体显微镜 偏光显微镜

其他 载玻片 盖玻片 地质锤 砧板及酒精灯等

取样

将砂样用四分法缩减至 取约 砂样冲洗干净 在 烘箱中烘干 冷却后按本标准

方法进行筛分 然后按表 规定的数量称取砂样

表 砂试样质量

砂样粒径 砂样质量 砂样粒数 颗 备 注

至少 两种取样方法可任选一种

砂样鉴定

将砂样放在实体显微镜下挑选 鉴别出碱活性骨料的种类及含量 小粒径砂在实体显微镜下挑选

有困难时 需在镶嵌机上压型 用树胶或环氧树脂胶结 制成薄片 在偏光显微镜下鉴定

试验结果处理

砂样一般只分析活性骨料的种类及含量

根据鉴定结果 骨料被评定为非碱活性时 既作为最后结论 如评定为碱活性骨料或可疑时 应

按本标准 方法进行检验



附 录

提示的附录

吸水率的测定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吹风机 手提式

饱和面干试模及重约 的捣棒 见图

干燥器 吸管 搪瓷盘 毛刷等

捣棒 试模 玻璃板

图 试模及捣棒

试验步骤

将自然潮湿状态下的试样用四分法缩分至约 拌匀后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将一份试样倒入搪瓷盘中 注入饮用水 使水面高出试样表面约 水温在 范围

内 用玻璃棒连续搅拌 以排除气泡 静置 后 细心倒去试样上的水 并用吸管吸去余水 在

盘中摊开试样 用吹风机缓缓吹拂暖风 并不断翻动试样 使试样表面水份均匀蒸发

将试样分两层装入饱和面干试模中 第一层装入模高度的一半 用捣棒均匀捣 下 捣棒离试样

表面约 处自由落下 第二层装满试模 再轻捣 下 刮平试模上口后 垂直将试模徐徐提起 如

试样呈图 状 说明试样仍含有表面水 应再行暖风干燥 并按上述方法试验 直至试模提起后 试样

呈图 状为止 若试模提起后 试样呈图 状 说明试样过干 此时应喷洒水 在充分拌匀

后 静置于加盖容器中 再按上述方法进行试验 直至达到图 状为止

图 饱和面干试样的状态

立即称取饱和面干试样 精确至 倒入已知质量的烧杯中 放在烘箱中于 下

烘干至恒量 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 准确称取试样和烧杯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吸水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吸水率

饱和面干状态下试样质量

烧杯质量

烧杯和干试样质量

吸水率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 时 须重新

试验

附 录

提示的附录

含水率及以吸水率为基准的饱和

面干状态的表面含水率的测定

仪器设备

鼓风烘箱 能使温度控制在

天平 称量 感量

吹风机 手提式

饱和面干试模及重约 的捣棒 见图

干燥器 吸管 搪瓷盘 小勺 毛刷等

试验步骤

将自然潮湿状态下的试样用四分法缩分至约 拌匀后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称取一份试样的质量 精确至 将试样倒入已知质量的烧杯中 放在烘箱中于

下烘至恒量 待冷却至室温后 再称出其质量 精确至

结果计算与评定

含水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含水率

烘干前的试样质量

烘干后的试样质量

以吸水率为基准的饱和面干状态的表面含水率按式 计算 精确至

式中 以吸水率为基准的饱和面干状态的表面含水率

按式 求得的含水率

按式 求得的吸水率

含水率及以吸水率为基准的饱和面干状态的表面含水率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精确至

两次试验结果之差大于 时 须重新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