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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 一 混凝士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基础上修订的 主要试验方法未作

重大修订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本标准适用范围中增加缓凝高效减水剂 泵送剂 防水剂 防冻剂 膨账剂和速凝剂等品种 细度试

验方法中将试验筛统一为一种规格 值试验方法中试验步骤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并增加复合电极 表

面张力试验方法中空白试验改用无水乙醇作标样 氯离子含量试验方法中增加氯电极 还原糖含量试验

方法中统一了称样量 水泥砂浆工作性试验方法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碱含量试验方法 增加了试验方法

的允许差 删除了泡沫性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 代替

本标准的附录 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首次发布时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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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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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混凝土外加剂均质性

试 验 方 法 代替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水泥混凝土中外加剂的均质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碱水剂 高效碱水剂 缓凝高效碱水剂 早强碱水剂 缓凝碱水剂 引气碱水剂 早

强剂 缓凝剂 引气剂 泵送剂 防水剂 防冻剂 膨胀剂和速凝剂公十四种混凝土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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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量方法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一般规定

试验次数与要求

每项测定的试验次数规定为两次 用两次试验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

本标准所用的水为蒸馏水或同等程度的水 水泥净浆流动度 水泥砂浆工作性除外

本标准所用的化学试剂除特别注明外 均为分析纯化学试剂

允许差

本标准所列允许差为绝对偏差

室内允许差 同一分析试验室同一分析人员 或两个分析人员 采用本标准方法分析同一试样时

两次分析结果应符合允许差规定 如超出允许范围 应在短时间内进行第三次测定 或第三者的测定

测定结果与前两次或任一次分析结果之差值符合允许差规定时 则取其平均值 否则应查找原因 重新

按上述规定进行分析

室间允许差 两个试验室采用本标准方法对同一试样各自进行分析时 所得分析结果的平均值之差

应符合允许差规定 如有争议应商定另一单位按本标准进行仲裁分析 以仲裁单位报出的结果为准

与原分析结果比较 若两个分析结果差值符合允许差规定 则认为原分析结果无误

固体含量

方法提要

将已恒量的称量瓶内放入被测试样于一定的温度下烘至恒量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仪器

天平 不应低于四级 精确至

鼓风电热恒温干燥箱 温度范围

带盖称量瓶

干燥器 内盛变色硅胶

试验步骤

将洁净带盖称量瓶放入烘箱内 于 烘 取出置于干燥器内 冷却 后称

量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恒量 其质量为

将被测试样装入已经恒量的称量瓶内 盖上盖称出试样及称量瓶的总质量为

试样称量 固体产品 液体产品

将盛有试样的称量瓶放入烘箱内 开启瓶盖 升温至 特殊品种除外 烘干 盖上盖

置于干燥器内冷却 后称量 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恒量 其质量为

结果表示

固体含量 固 按式 计算

固

式中 固 固体含量

称量瓶的质量

称量瓶加试样的质量

称量瓶加烘干后试样的质量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密度

比重瓶法

方法提要

将已校正容积 值 的比重瓶 灌满被测溶液 在 恒温 在天平上称出其质量

测试条件

液体样品直接测试

固体样品溶液的浓度为

被测溶液的温度为

被测溶液必须清澈 如有沉淀应滤去

仪器

比重瓶 或

天平 不应低于四级 精确至

干燥器 内盛变色硅胶

超级恒温器或同等条件的恒温设备

试验步骤

比重瓶容积的校正

比重瓶依次用水 乙醇 丙酮和乙醚洗涤并吹干 塞子连瓶一起放入干燥器内 取出 称量比重瓶之质

量为 直至恒量 然后将预先煮沸并经冷却的水装入瓶内 塞上塞子 使多余的水分从塞子毛细管流

出 用吸水纸吸干瓶外的水 注意不能让吸水纸吸出塞子毛细管里的水 水要保持与毛细管上口相平



立即在天平称出比重瓶装满水后的质量

容积 按式 计算

式中 比重瓶在 时的容积

干燥的比重瓶质量

比重瓶盛满 水的质量

时纯水的密度

外加剂溶液密度 的测定

将已校正 值的比重瓶洗净 干燥 灌满被测溶液 塞上塞子后浸入 超级恒温器内 恒温

后取出 用吸水纸吸干瓶外的水及由毛细管溢出的溶液后 在天平上称出比重瓶装满外加剂溶液

后的质量为

结果表示

外加剂溶液的密度 按式 计算

式中 时外加剂溶液密度

比重瓶装满 外加剂溶液后的质量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液体比重天平法

方法提要

在液体比重天平的一端挂有一标准体积与质量之测锤 浸没于液体之中获得浮力而使横梁失去平

衡 然后在横梁的 型槽里放置各种定量骑码使横梁恢复平衡 所加骑码之读数 再乘以

即为被测溶液的密度 值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同

仪器

液体比重天平 构造示意见图

超级恒温器或同等条件的恒温设备

试验步骤

液体比重天平的调试

将液体比重天平安装在平稳不受震动的水泥台上 其周围不得有强力磁源及腐蚀性气体 在横梁

的末端钩子上挂上等重硅码 调节水平调节螺丝 使横梁上的指针与托架指针成水平线相对

天平即调成水平位置 如无法调节平衡时 可将平衡调节器 的定位小螺丝钉松开 然后略微轻动平衡

调节 直至平衡为止 仍将中间定位螺丝钉旋紧 防止松动

将等重砝码取下 换上整套测锤 此时天平必须保持平衡 允许有 的误差存在

如果天平灵敏度过高 可将灵敏度调节 旋低 反之旋高

外加剂溶液密度 的测定

将已恒温的被测溶液倒入量筒 内 将液体比重天平的测锤浸没在量筒中被测溶液的中央 这时

横梁失去平衡 在横梁 形槽与小钩上加放各种骑码后使之恢复平衡 所加骑码之读数 再乘以

即为被测溶液的密度 值



结果表示

将测得的数值 代入式 计算出密度

式中 时被测溶液所加骑马的数值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托架 横梁 平衡调节器 灵敏度调节器 玛瑙刃座

测锤 玻筒 等重砝码 水平调节 固定螺钉

图 液体比重天平

室间允许差为

精密密度计法

方法提要

先以波美比重计测出溶液的密度 再参考波美比重计所测的数据 以精密密度计准确测出试样的密

度 值

测试条件

测试条件同

仪器

波美比重计

精密密度计

超级恒温器或同等条件的恒温设备

试验步骤

将已恒温的外加剂倒入 玻璃量筒内 以波美比重计插入溶液中测出该溶液的密度

参考波美比重计所测溶液的数据 选择这一刻度范围的精密密度计插入溶液中 精确读出溶液凹液

面与精密密度计相齐的刻度既为该溶液的密度

结果表示

测得的数据即为 时外加剂溶液的密度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细度

方法提要



采用孔径为 的试验筛 称取烘干试样 倒入筛内 用人工筛样 称量筛余物质量 按

式 计算出筛余物的百分含量

仪器

药物天平 称量 分度值

试验筛 采用孔径为 的铜丝网筛布 筛框有效直径 高 筛布应紧绷在筛

框上 接缝必须严密 并附有筛盖

试验步骤

外加剂试样应充分拌匀并经 特殊品种除外 烘干 称取烘干试样 倒入筛内 用人

工筛样 将近筛完时 必须一手执筛往复摇动 一手拍打 摇动速度约每分钟 次 其间 筛子应向一

定方向旋转数次 使试样分散在筛布上 直至每分钟通过质量不超过 时为止 称量筛余物 称准

至

结果表示

细度用筛余 表示按式 计算

筛余

式中 筛余物质量

试样质量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值

方法提要

根据奈斯特 方程 利用一对电极在不同

值溶液中能产生不同电位差 这一对电极由测试电极 玻璃电极 和参比电极 饱和甘汞电极 组成 在

时每相差一个单位 值时产生 的电位差 值可在仪器的刻度表上直接读出

仪器

酸度计

甘汞电极

玻璃电极

复合电极

测试条件

液体样品直接测试

固体样品溶液的浓度为

被测溶液的温度为

测试步骤

校正

按仪器的出厂说明书校正仪器

测量

当仪器校正好后 先用水 再用测试溶液冲洗电极 然后再将电极浸入被测溶液中轻轻摇动试杯 使

溶液均匀 待到酸度计的读数稳定 记录读数 测量结束后 用水冲洗电极 以待下次测量

结果表示

酸度计测出的结果既为溶液的 值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表面张力

方法提要

铂环与液面接触后 在铂环内形成液膜 提起铂环时所需的力与液体表面张力相平衡 测定液膜脱

离液面的力之大小

测试条件

液体样品直接测试

固体样品溶液的浓度为

被测溶液的温度为 土

被测溶液必须清澈 如有沉淀应滤去

仪器

界面张力仪 构造示意图 或自动界面张力仪

天平 不低于四级 精确至

试验步骤

用比重瓶或液体比重天平测定该外加剂溶液的密度

将仪器调至水平 把铂环放在吊杆臂的下末端 把一块小纸片放在铂环的圆环上 把臂之制止器

打开 把放大镜调好 使臂上的指针与反射镜上的红线重合

用质量法校正 在铂圆环的小纸片上放上一定质量的祛码 使指针与红线重合时 游标指示正

好与计算值一致 如果不一致时调整臂长度 保证铂环在试验中垂直地上下移动 再通过游码的前后移

动达到调整结果

在测量之前 应把铂环和玻璃器皿很好地进行清洗彻底去掉油污

空白试验用无水乙醇作标样 测定其表面张力 测定值与理论值之差不得超过

把被测溶液倒入盛样皿中 离皿口 并将样品座升高 使铂环浸入溶液内

旋转蜗轮把手 匀速增加钢丝扭力 同时下降样品座 使向上与向下的两个力保持平衡 保持指

针与反射镜上的红线重合 直至环被拉脱离开液面 记录刻度盘上的读数

采用自动界面张力仪测量时 试验步骤按仪器使用说明书进行

结果表示

溶液表面张力 按式 计算

式中 溶液的表面张力

游标盘上读数

校正因子

校正因子 按式 计算

式中 铂环周长

铂环内半径和铂丝半径之和

空气密度

被测溶液密度



铂丝半径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样品座 样品座螺丝 刻度盘 游标 水平螺旋 臂

臂 臂 调节臂的螺母 臂的制止器 臂的制止器

指针 蜗轮把手 一钢丝 游码 微调蜗轮把手 固定钢丝

手母 放大镜 样品座的制止器 水准泡

图 界面张力仪

氯离子含量

方法提要

用电位滴定法 以银电极或氯电极为指示电极 其电势随 浓度而变化 以甘汞电极为参比电

极 用电位计或酸度计测定两电极在溶液中组成原电池的电势 银离子与氯离子反应生成溶解度很小的

氯化银白色沉淀 在等当点前滴入硝酸银生成氯化银沉淀 两电极间电势变化缓慢 等当点时氯离子全

部生成氯化银沉淀 这时滴入少量硝酸银即引起电势急剧变化 指示出滴定终点

试剂

硝酸

硝酸银溶液 准确称取约 硝酸银 用水溶解 放入 棕色容量瓶中稀释至

刻度 摇匀 用 氯化钠标准溶液对硝酸银溶液进行标定

氯化钠标准溶液 称取约 氯化钠 基准试剂 盛在称量瓶中

烘干 在干燥器内冷却后精确称取 用水溶解并稀释至 摇匀

标定硝酸银溶液

用移液管吸取 的氯化钠标准溶液于烧杯中 加水稀释至 加 硝



酸 在电磁搅拌下 用硝酸银溶液以电位滴定法测定终点 过等当点后 在同一溶液中再加入

氯化钠标准溶液 继续用硝酸银溶液滴定至第二个终点 用二次微商法计算出硝酸银

溶液消耗的体积

体积 按式 计算

式中 氯化钠消耗硝酸银溶液的体积

空白试验中 水 加 硝酸 加 氯化钠标准溶液所消

耗的硝酸银溶液的体积

空白试验中 水 加 硝酸 加 氯化钠标准溶液所消

耗的硝酸银溶液的体积

浓度 按式 计算

式中 硝酸银溶液的浓度

氯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

氯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

仪器

电位测定仪或酸度仪

银电极或氯电极

甘汞电极

电磁搅拌器

滴定管

移液管

试验步骤

准确称取外加剂试样 放入烧杯中 加 水和和 硝酸 使溶

液呈酸性 搅拌至完全溶解 如不能完全溶解 可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 并用蒸馏水洗涤残渣至无氯离子

为止

用移液管加入 的氯化钠标准溶液 烧杯内加入电磁搅拌子 将烧杯放在电磁

搅拌器上 开动搅拌器并插入银电极 或氯电极 及甘汞电极 两电极与电位计或酸度计相连接 用硝酸

银溶液缓慢滴定 记录电势和对应的滴定管度数

由于接近等当点时 电势增加很快 此时要缓慢滴加硝酸银溶液 每次定量加入 当电势发生

突变时 表示等当点已过 此时继续滴入硝酸银溶液 直至电势趋向变化平缓 得到第一个终点时硝酸

银溶液消耗的体积

在同一溶液中 用移液管再加入 氯化钠标准溶液 此时溶液电势降低 继续

用硝酸银溶液滴定 直至第二个等当点出现 记录电势和对应的 硝酸银溶液消耗的体积

空白试验 在干净的烧杯中加入 水和 硝酸 用移液管加入

的氯化钠标准溶液 在不加入试样的情况下 在电磁搅拌下 缓慢滴加硝酸银溶液 记录电势和对应的滴

定管读数 直至第一个终点出现 过等当点后 在同一溶液中 再用移液管加入 的氯

化钠标准溶液 继续用硝酸银溶液滴定至第二个终点 用二次微商法计算出硝酸银溶液消耗的体积

及

结果表示

用二次微商法计算结果 通过电压对体积二次导数 即 变成零的办法来求出滴定终点



假如在临近等当点时 每次加入的硝酸银溶液是相等的 此函数 必定会在正负两个符号

发生变化的体积之间的某一点变成零 对应这一点的体积即为终点体积 可用内插法求得

外加剂中氯离子所消耗的硝酸银体积 按式 计算

式中 试样溶液加 氯化钠标准溶液所消耗的硝酸银溶液体积

试样溶液加 氯化钠标准溶液所消耗的硝酸银溶液体积

外加剂中氯离子含量 按式 计算

式中 外加剂氯离子含量

外加剂样品质量

用 乘氯离子的含量 既获得无水氯化钙 的含量 按式 计算

式中 外加剂中无水氯化钙的含量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硫酸钠含量

重量法

方法提要

氯化钡溶液与外加剂试样中的硫酸盐生成溶解度极小的硫酸钡沉淀 称量经高温灼烧后的沉淀来

计算硫酸钠的含量

试剂

盐酸

氯化铵溶液

氯化钡溶液

硝酸银溶液

仪器

电阻高温炉 最高使用温度不低于

天平 不应低于四级 精度至

电磁电热式搅拌器

瓷坩埚

烧杯

长颈漏斗

慢速定量滤纸 快速定性滤纸

试验步骤

准确称取试样约 于 烧杯中 加入 水搅拌溶解 再加入氯化铵溶液

加热煮沸后 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 用水洗涤数次后 将滤液浓缩至 左右 滴加盐酸 至浓缩

滤液显示酸性 再多加 滴 滴盐酸 煮沸后在不断搅拌下趁热滴加氯化钡溶液 继续煮沸

取下滤杯 置于加热板上 保持 静置 或常温静置

用两张慢速定量滤纸过滤 烧杯中的沉淀用 水洗净 使沉淀全部转移到滤纸上 用温热



水洗涤沉淀至无氯根为止 用硝酸银溶液检验

将沉淀与滤纸移入预先灼烧恒重的坩埚中 小火烘干 灰化

在 电阻高温炉中灼烧 然后在干燥器里冷却至室温 约 取出称量 再

将坩埚放回高温炉中 灼烧 取出冷却至室温称量 如此反复直至恒量 连续两次称量之差小于

结果表示

硫酸钠含量 按式 计算

式中 外加剂中硫酸钠含量

试样质量

空坩埚质量

灼烧后滤渣加坩埚质量

硫酸钡换算成硫酸钠的系数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离子交换重量法

采用重量法测定 试样加入氯化铵溶液沉淀处理过程中 发现絮凝物而不易过滤时改用离子交换重

量法

方法提要

同

试剂

同 并增加预先经活化处理过的 型阴离子交换树脂

仪器

同

试验步骤

准确称取外加剂样品 置于盛有 型阴离子交换树脂的

烧杯中 加入 水和电磁搅拌棒 在电磁电热式搅拌器上加热至 搅拌 进行离子

交换

将烧杯取下 用快速定性滤纸于三角漏斗上过滤 弃去滤液

然后用 氯化铵溶液洗涤树脂五次 再用温水洗涤五次 将洗液收集于另一干净的

烧杯中 滴加盐酸 十 至溶液显示酸性 再多加 滴 滴盐酸 煮沸后在不断搅拌下趁热滴

加氯化钡溶液 继续煮沸 取下烧杯 置于加热板上保持 静置 或常温静

置

重复 的步骤

结果表示

同

允许差

同

还原糖含量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木质素磺酸盐外加剂还原糖含量 不适用于羟基含量测定



方法提要

利用乙酸铅试液脱色 与斐林溶液混合生成氢氧化铜 氢氧化铜与酒石酸钾钠作用生成溶解状态复

盐 此复盐具氧化性 当有还原糖存在时 或用葡萄糖溶液滴定时 该复盐中的二价铜被还原为一价铜

萄萄糖氧化为葡萄糖酸 以次甲基蓝为指示剂 在氧化剂中呈蓝色 在还原剂中呈无色

试剂

乙 酸 铅 溶 液 称量中性乙酸铅 溶于水 稀释至

草酸钾 磷酸氢二钠混合液 称取草酸钾 磷酸氢二钠 溶于

水 稀释至

斐林溶液 称取 硫酸铜 溶于 水中 煮沸放置一天 然后再煮沸 过

滤 稀释至

斐林溶液 称取酒石酸钾钠 氢氧化钠 溶于水中并稀释至

萄萄糖溶液 称 萄萄糖于 容量瓶中 加盐酸 密度 用水稀释至刻度

次甲基蓝指示剂 称取 次甲基蓝 在玛瑙研钵中加少量水研溶后 用水稀释至

仪器

磨口具塞量筒

三角烧瓶

移液管

滴定管

容量瓶

试验步骤

准确称取固体试样约 液体试样称取换算成约 固体的相应质量的试样 溶于

容量瓶中 用移液管吸取 置于 具塞量筒中

在 具塞量筒中加入 乙酸铅溶液 振动量筒使之与试液混合 然后加入 草酸

钾 磷酸氢二钠溶液放置片刻 加水稀释至刻度 将量筒颠倒数次 使之混匀后 放置澄清 取上层清液作

为试样

用移液管分别吸取 斐林溶液 及 于 三角烧瓶中 混合均匀后加水 然后用

移液管吸取试样 置于三角烧瓶中 并加适量的葡萄糖溶液 混合均匀后在电炉上加热 待沸腾后

加一滴次甲基蓝指示剂 再沸腾 继续用葡萄糖溶液滴定 并不断摇动 保持沸腾状态 直至最后一

滴使次甲基蓝退色为止

用同样方法做空白试验 所消耗葡萄糖溶液的体积为

结果表示

还原糖含量 还原糖按式 计算

还原糖

式中 还原糖 外加剂中还原糖含量

空白试验所消耗葡萄糖溶液的体积

试样消耗的葡萄糖溶液的体积

试样质量

注意事项



试样加乙酸铅溶液脱色是为了使还原物等有色物质与铅生成沉淀物

加草酸钾 磷酸氢二钠溶液是为了除去溶液中的铅 其用量以保证溶液中无过剩铅为准 若过

量也会影响脱色

滴定时必须先加适量葡萄糖溶液 使沸腾后滴定消耗量在 以内 否则终点不明显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水泥净浆流动度

方法提要

在水泥净浆搅拌机中 加入一定量的水泥 外加剂和水进行搅拌 将搅拌好的净浆注入截锥圆模

内 提起截锥圆模 测定水泥净浆在玻璃平面上自由流淌的最大直径

仪器

水泥净浆搅拌机

截锥圆模 上口直径 下口直径 高度为 内壁光滑无接缝的金属制品

玻璃板

秒表

钢直尺

刮刀

药物天平 称量 分度值

药物天平 称量 分度值

试验步骤

将玻璃板放置在水平位置 用湿布擦抹玻璃板 截锥圆模 搅拌器及搅拌锅 使其表面湿而不带

水渍 将截锥圆模放在玻璃板的中央 并用湿布覆盖待用

称取水泥 倒入搅拌锅内 加入推荐掺量的外加剂及 或 水 搅拌

将拌好的净浆迅速注入截锥圆模内 用刮刀刮平 将截锥圆模按垂直方向提起 同时开启秒表

计时 任水泥净浆在玻璃板上流动 至 用直尺量取流淌部分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的最大直径 取平

均值作为水泥净浆流动度

结果表示

表示净浆流动度时 需注明用水量 所用水泥的强度等级标号 名称 型号及生产厂和外加剂掺量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

室间允许差为

水泥砂浆工作性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外加剂对水泥的分散效果 以水泥砂浆减水率表示其工作性 当水泥净浆流动度

试验不明显时可用此法

方法提要

先测定基准砂浆流动度的用水量 再测定掺外加剂砂浆流动度的用水量 然后 测定加入基准砂浆

流动度的用水量时的砂浆流动度 以水泥砂浆减水率表示其工作性

仪器

胶砂搅拌机 符合 的要求

跳桌 截锥圆模及模套 圆柱捣棒 卡尺均应符合 的规定



抹刀

药物天平 称量 分度值

台秤 称量

材料

水泥

标准砂

砂的颗粒级配及其湿含量完全符合 标准砂的规定 各级配以 量的塑料袋混合包装

但所用塑料袋材料不得影响砂浆工作性试验结果

外加剂

试验步骤

基准砂浆流动度用水量的测定

先使搅拌机处于待工作状态 然后按以下程序进行操作 把水加入锅里 再加入水泥 把

锅放在固定架上 上升至固定位置 然后立即开动机器 低速搅拌 后 在第二个 开始的同时均匀

的将砂子加入 机器转至高速再拌 停拌 在第一个 内用一抹刀将叶片和锅壁上的胶砂刮入

锅中间 在高速下继续搅拌 各个阶段搅拌时间误差应在 以内

在拌和砂浆的同时 用湿布擦抹跳桌的玻璃台面 捣棒 截锥圆模及模套内壁 并把它们置于

玻璃台面中心 盖上湿布 备用

将拌好的砂浆迅速地分两次装入模内 第一次装至截锥圆模的三分之二处 用抹刀在相互垂

直的两个方向各划 次 并用捣棒自边缘向中心均匀捣 次 接着装第二次砂浆 装至高出截锥圆模约

用抹刀划 次 同样用捣棒捣 次 在装胶砂与捣实时 用手将截锥圆模按住 不要使其产生移

动

捣好后取下模套 用抹刀将高出截锥圆模的砂浆刮去并抹平 随即将截锥圆模垂直向上提起

置于台上 立即开动跳桌 以每秒一次的频率使跳桌连续跳动 次

跳动完毕用卡尺量出砂浆底部流动直径 取相互垂直的两个直径的平均值为该用水量时的

砂浆流动度 用 表示

重复上述步骤 直至流动度达到 当砂浆流动度为 时的用水量

即为基准砂浆流动度的用水量

将水和外加剂加入锅里搅拌均匀 按 的操作步骤测出掺外加剂砂浆流动度达

时的用水量

将外加剂和基准砂浆流动度的用水量 加入锅中 人工搅拌均匀 再按 的操作步骤

测定加入基准砂浆流动度的用水量时的砂浆流动度 以 表示

结果表示

砂浆减水率

砂浆减水率 按式 计算

砂浆减水率

式中 基准砂浆流动度为 时的用水量

掺外加剂的砂浆流动度为 时的用水量

注明所用水泥的标号 名称 型号及生产厂

当仲裁试验时 必须采用基准水泥

允许差

室内允许差为砂浆减水率

室间允许差为砂浆减水率



碱含量

方法提要

试样用约 的热水溶解 以氨水分离铁 铝 以碳酸钙分离钙 镁 滤液中的碱 钾和钠 采用相

应的滤光片 用火焰光度计进行测定

试剂与仪器

盐酸

氨水

碳酸铵溶液

氧化钾 氧化钠标准溶液 精确称取已在 烘过 的氯化钾 光谱纯

及氯化钠 光谱纯 置于烧杯中 加水溶解后 移入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

匀 转移至干燥的带盖的塑料瓶中 此标准溶液每毫升相当于氧化钾及氧化钠

甲基红指示剂 乙醇溶液

火焰光度计

试验步骤

工作曲线的绘制

分别向 容量瓶中注入 的氧化钾 氧化钠标准溶液 分别

相当于氧化钾 氧化钠各 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匀 然后分别于火焰

光度计上按仪器使用规程进行测定 根据测得的检流计读数与溶液的浓度关系 分别绘制氧化钾及氧化

钠的工作曲线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试样置于 的瓷蒸发皿中 用 左右的热水润湿并稀释至 置

于电热板上加热蒸发 保持微沸 后取下 冷却 加 滴甲基红指示剂 滴加氨水 使溶液呈黄

色 加入 碳酸铵溶液 搅拌 置于电热板上加热并保持微沸 用中速滤纸过滤 以热水洗涤

滤液及洗液盛于容量瓶中 冷却至室温 以盐酸 中和至溶液呈红色 然后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匀

以火焰光度计按仪器使用规程进行测定 称样量及稀释倍数见表

表 称样量及稀释倍数

总碱量 称样量 稀释体积 稀释倍数

或 或

大于 或 或

结果表示

氧化钾与氧化钠含量计量

氧化钾含量 按 式计算

式中 外加剂中氧化钾含量

在工作曲线上查得每 被测定液中氧化钾的含量

被测溶液的稀释倍数

试样质量

氧化钠含量 按 式计算



式中 外加剂中氧化钠含量

在工作曲线上查得每 被测定液中氧化钠的含量

总碱量按 式计算

总碱量

式中 总碱量 外加剂中的总碱量

允许差

允许差见表

表 总碱量的允许差

总碱量 室内允许差 室间允许差

大于

注

矿物质的混凝土外加剂 如膨胀剂等 不在此范围之内

总碱量的测定亦可采用原于吸收光谱法 参见 中



附 录

标准的附录

二次微商法计算混凝土外加剂中氯离子百分含量实例

空白试验及硝酸银浓度的标定

加 氯化钠 加 氯化钠

滴加硝酸银体积 电势 滴加硝酸银体积 电势

计算

称取外加剂样品 加 蒸馏水 溶解后加 硝酸 用硝酸银溶液滴定

加 氯化钠 加 氯化钠

滴加硝酸银体积 电势 滴加硝酸银体积 电势

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