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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匀质性概念及与外加剂产品质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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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质性：一种或几种规定性能呈均匀同一的状态。

经对特定大小的样本进行测定，其性能值如在规定

的不确定性界限内，该物质的有关性能是匀质的。 

 uniformity：统一（性），一致（性） 

 匀质性项目主要是外加剂的物理和化学性能，便于

生产厂快速检测。反映某种外加剂同一批次或不同

批次产品性能的波动情况。 

匀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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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质性是外加剂出厂检验重要项目 

 匀质性指标是对产品质量均匀性控制的要求。 

 型式检验报告在有效期内时，外加剂的出厂检验需

要进行匀质性项目检验，匀质性检验结果符合要求

时，各种类型外加剂受检混凝土性能符合相关要求

时，才可判定为该批产品检验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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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需要对产品重新进

行型式检验，包括匀质性能检测：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
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一年至少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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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质性项目是进场检验主要项目 

 各类外加剂进场检验项目应包括： 

——减水剂：pH值、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含水率）…… 

——引气剂及引气减水剂：pH值、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含水

率）…… 

——泵送剂：pH值、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含水率）…… 

——早强剂：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含水率）、碱含量、氯离

子含量…… 

——防冻剂：氯离子含量、密度（或细度）、含固量（或含水率）、

碱含量…… 

 —— GB 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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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质性项目经常不合格 

 从各级检测机构抽查检测结果发现：匀质性是外加

剂检验中出现不合格项最多的项目。 

 北京3家外加剂企业产品质量不合格： 

近期，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在预拌混凝土企业专项

监督检查中抽取了混凝土外加剂进行检测，根据检测机构出

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有3家企业抽取的外加剂不合格，主要是

pH值、含固量等指标不达标。 

    目前，北京市监督总站对这3家企业已依法立案处理。 

             ——《中国建材报》【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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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外加剂产品质量不合格： 

    不合格主要原因是产品的含固量不符合标准要

求。最严重的企业有5项匀质性指标不合格（含固

量、密度、坍落度保留值、水泥净浆流动度、pH

值），多数企业是含固量一项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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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年铁道部监督抽查外加剂结果 

 
年度 

厂
次 

不合格厂次 综合判定 

坍落度保留
值 

含固量 pH值 
水泥净
浆流动

度 

密度 
合格
厂次 

不合格
厂次 

2007 15 6 5 4 0 0 15 0 

2008 20 14 8 6 3 2 10 10 



 GB 8077与产品标准之间的关系 

 学习和正确使用《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8077-2012》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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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B/T 8077-2012标准条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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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制修订，

近20个单位参加起草。 

 2012年12月31日发布 

 2013年08月01日实施 

 推荐性标准 

 历次版本：GB/T 8077-1987、GB/T 807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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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要修订内容（8条） 

 1、本标准范围中增加了高性能减水剂,删除了膨胀剂

(见第1章和2000版第1章); 

 2、增加了含固量测定方法和含水率测定方法,删除了固

体含量测定方法(见第5章、第6章和2000版 第4章);  

 3、表面张力试验方法中取消了界面张力仪(见第10章和

2000版第8章);  

 4、增加了离子色谱法测定氯离子试验方法(见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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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要修订内容（8条） 

 5、删除了还原糖含量试验方法(见2000版第11章);  

 6、水泥净浆流动度试验方法中设备进行了调整(见第13

章和2000版第12章);  

 7、增加了水泥胶砂减水率试验方法,删除了水泥砂浆工

作性试验方法(见第14章和2000版第13章);  

 8、增加了总碱量空白试验(见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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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体包括：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试验的基本要求 

 5．含固量 

 6．含水量 

 7．密度 

 8．细度 

 9．pH值 

 10．表面张力 

 11．氯离子含量 

 12．硫酸钠含量 

 13．水泥净浆流动度 

 14．水泥砂浆减水率 

 15．总碱量 

 附录A(资料性附录)二次微
商法计算混凝土外加剂中氯
离子百分含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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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11类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6   高性能减水剂(早强型、标准型、缓凝型)\高效

减水剂(标准型、缓凝型)\普通减水剂(早强型、标准型、缓

凝型)\引气减水剂\泵送剂\早强剂\缓凝剂\引气剂 

 JC 474    防水剂 

 JC 475  防冻剂 

 JC 477  速凝剂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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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8076-2008 混凝土外加剂》 

表2  匀质性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氯离子含量/%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总碱量/%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含固量/% 
S＞25%时，应控制在0.95S~1.05S； 

S≤25%时，应控制在0.90S~1.10S 

含水率/% 
W＞5%时，应控制在0.90W~1.10W； 

W≤5%时，应控制在0.80W~1.20W 

密度/（g/cm3） 
D＞1.1%时，应控制在D±0.03； 

D≤1.1%时，应控制在D±0.02 

细度 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pH值 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硫酸钠含量/% 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 

注1：生产厂应在相关的技术资料中明示均匀性的控制值； 

注2：对相同和不同批次之间的匀质性和等效性的其他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注3：表中的S、W和D分别为含固量、含水率和密度的生产厂控制值。 19 



《JC 474-2008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试验项目 
指    标 

液体 粉状 

密度，g/cm3 
D>1.1时，要求为D±0.03 
D≤1.1时，要求为D±0.02 
D是生产厂提供的密度值 

---- 

氯离子含量，%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总碱量，%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细度，% ---- 0.315mm筛筛余应小于15% 

含水率，% ---- 

W≥5%时，0.90W≤X<1.10W； 
W<5%时，0.80W≤X<1.20W 

W是生产厂提供的含水率（质量%） 

X是测试的含水率（质量%） 

固体含量，% 

S≥20%时，0.95S≤X<1.05S； 
S<20%时，0.90S≤X<1.10S 

S是生产厂提供的固体含量（质量%） 

X是测试的固体含量（质量%） 

---- 

注：生产厂应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示产品匀质性指标的控制值。 

表1   防水剂匀质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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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475-2004 混凝土防冻剂》 

表1  防冻剂匀质性指标 

试验项目 指   标 

固体含量 

液体防冻剂： 
S≥20%时，0.95S≤X<1.05S 
S<20%时，0.90S≤X<1.10S 
S是生产厂提供的固体含量（重量%），X是测试的固含量（重量%） 

含水率 

粉状防冻剂： 
W≥5%时，0.90W≤X<1.10W  
W<5%时，0.80W≤X<1.20W 
W是生产厂提供的含水率（重量%），X是测试的含水率（重量%） 

密度 

液体防冻剂： 
D>1.1时，要求为D±0.03 
D≤1.1时，要求为D±0.02 
D是生产厂提供的密度值 

氯离子含量 ≤0.1%（重量）或者不超过生产厂提供的数值 

碱含量 不超过生产厂提供的最大值 

水泥净浆流动度 应不小于生产厂控制值的95%。 

细度 粉状防冻剂细度应不超过生产厂提供的最大值 21 



《JC477-2004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 

表1  速凝剂匀质性指标 

试验项目 
指    标 

液体 粉状 

密度 
应在生产厂所控制值的

±0.02g/cm3之内 
---- 

氯离子含量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总碱量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应小于生产厂最大控制值 

pH值 应在生产厂控制值±1之内 ---- 

细度 ---- 80μm筛余应小于15% 

含水率 ---- ≤2.0% 

含固量 应大于生产厂的最小控制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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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质性指标的规定参考了欧洲标准EN934： 

——有些指标规定了上限值——不超过生产厂控制值（特别是

对混凝土性能有副作用的指标，如：氯离子含量、总碱量、硫

酸钠含量）； 

——有些规定了波动范围（如：含固量、含水率、密度、细度

和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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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8076等标准规定，外加剂产品匀质性指标的控

制值应在相关的技术资料中明示，并应随货提供给

用户。控制值为中值，允许厂家有一定的波动范

围。 

减水剂生产企业应该注意在产品出厂技术文件（产品说明书、

合格证、检验报告等）中提供本批产品的匀质性指标的控制

值，这是一个数值，一个目标控制值，而不是一个范围。 

 当生产厂正确明示产品匀质性指标控制值后，检验

机构很容易检验和判断产品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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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

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的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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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6 -2008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419 -2005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 8076-2008  混凝土外加剂 

JC/T 681-2005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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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标准修改单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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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同国家标准制订过程： 

起草——征求意见（缩短为1个月）——审查——形成

修改单报批稿及相关文件——行业主管部门——国标

委审查——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个月）——公告、网

站发布、印刷修改单 

国家标准修改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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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c.gov.cn/ 

29 



3.术语和定义 

3.1 重复性条件  repeatability conditions 

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员使用相同的设备，按

相同的测试方法，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

独立进行的测试条件。 

3.2  再现性条件  reproducibility conditions 

在不同的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员使用不同设备，

按相同的测试方法，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

的测试条件。 
30 



3.3  重复性限  repeatability limit(室内允许差) 

一个数值，在重复性条件（3.1）下，两个测试结果

的绝对差小于或等于此数的概率为95%。 

3.4  再现性限  reproducibility limit(室间允许差) 

一个数值，在再现性条件（3.2）下，两个测试结果

的绝对差小于或等于此数的概率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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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验的基本要求 

4.1  试验次数与要求 

      每项测定的试验次数规定为两次。用两次试验结

果的平均值表示测定结果。 

4.2  本标准所用的水为蒸馏水或同等纯度的水（水泥

净浆流动度、水泥砂浆减水率除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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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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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分级： 

 优级纯（GR，绿标签）（一级品）： 主成

分含量很高、纯度很高，适用于精确分析

和研究工作，有的可作为基准物质。    

 分析纯（AR，红标签）（二级品）： 主成

分含量很高、纯度较高，干扰杂质很低，

适用于工业分析及化学实验。    

 化学纯（CP，蓝标签）（三级品）： 主成

分含量高、纯度较高，存在干扰杂质，适

用于化学实验和合成制备。 

 实验纯（LR，黄标签）： 主成分含量高，

纯度较差，杂质含量不做选择，只适用于

一般化学实验和合成制备。 
33 



4.4  空白试验 

使用相同量的试剂，不加入试样，按照相同的测定步骤进行

试验，对得到的测定结果进行校正。 

（10．表面张力 11．氯离子含量  15．总碱量） 

 4.5  灼烧 

将滤纸和沉淀放入预先已灼烧并恒量的坩埚中，为避免产生

火焰，在氧化性气氛中缓慢干燥、灰化，灰化至无黑色炭颗

粒后，放入高温炉中，在规定的温度下灼烧。在干燥器中冷

却至室温，称量。（12.  硫酸钠含量）  

 

4.试验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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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恒量 

经第一次灼烧、冷却、称量后，通过连续对每次

15min的灼烧，然后冷却、称量的方法来检查恒定质

量，当连续两次称量之差小0.0005g时，即达到恒

量。 

（干燥恒量：前后两次质量差≤2mg      5. 含固量  6. 含水量  7. 密度） 

（灼烧 恒量：前后两次质量差≤0.5mg    12.  硫酸钠含量）  

 

4.试验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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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检查氯离子（Cl-）（硝酸银检验） 

按规定洗涤沉淀数次后，用数滴水淋洗漏斗的下端，

用数毫升水洗涤滤纸和沉淀，将滤液收集在试管中，

加几滴硝酸银溶液(5g/L)，观察试管中溶液是否浑

浊。如果浑浊，继续洗涤并检验，直至用硝酸银检验

不再浑浊为止。 

 

 

4.试验的基本要求 

36 



5.含固量（液体外加剂） 

 原标准：固体含量——新标准：（含固量+含水

率） 

 方法提要：将已恒量的称量瓶内放入被测试样

（3.000 0g～5.000 0g）于一定的温度下

（100℃～105℃）烘至恒量，利用失重，计算含

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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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重复性限为0.30％； 

——再现性限为0.50％。 

 

  ( 32.75%   32.30%)------0.45%  

  (32.60%  ; 32.90% ) -----0. 30%---32.75%          厂检 

 ( 32.20 %   32.40% ) -----0.20% -----32.30 %       质检站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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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粘度大的外加剂如何测准含固量 

 

 

 聚羧酸减水剂可以用手持折射仪快速测定含固量： 

• 取一滴样品滴到棱镜中，直接读取数字； 

• 可以测量果汁，饮料，红酒，果酱，蜂蜜，牛奶，盐度，

水，盐水，罐装食物，清洗液，电池液，防冻液等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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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GB 8076-2008标准的规定：液体外加剂的含

固量控制值为S，当S>25%时，含固量应控制在

0.95S~1.05S；S≤25%时，应控制在

0.90S~1.10S。 

      如某厂某一批次的聚羧酸盐减水剂的含固量控制值

S=32.0%，其固含量应控制在（0.95×32%~1.05×32%），

即检验机构抽样检验含固量值在30.4%~33.6%范围内，

则为合格。 

 匀质性试验结果有的波动较大，多半是测试误差造

成的，需要反复操作，并且掌握正确的检验方法。 
40 

检验机构对匀质性的检定 



6. 含水率（粉状外加剂） 

 方法提要：将已恒量的称量瓶内放入被测试样

（ 1.000 0g～2.000 0g）于一定的温度

（100℃～105℃）下烘至恒量。 

 重复性限为0.30％；再现性限为0.50％。 

 

41 



7. 密度 

 7.1  比重瓶法 

 7.2  液体比重天平法 

 7.3  精密密度计法 42 

 密度与比重： 

——比重specific gravity 是某物质干燥完全密实的重量和4℃

时同体积纯水的重量的比值。是比值，无单位。 

——密度density是某种物质的质量与该物质体积的比值，单

位kg/m³。 

——比重等于该物质的密度与水的密度的比值。 



7.1  比重瓶法 

 方法提要： 将已校正容积（Ｖ值）的比重瓶，灌

满被测溶液，在(20±1)℃恒温，在天平上称出其

质量。 

 测试条件： a)被测溶液的温度为(20±1)℃；b)

被测溶液必须清澈，如有沉淀应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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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 

    a)比重瓶容积的校正； 

    b)外加剂溶液密度的测定。 

 重复性限为0.001g/ml； 

 再现性限为0.002g/ml。 

 

7.1  比重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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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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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于外加剂液体之中

获得浮力而使横梁失去平衡，

然后在横梁的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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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再乘以

0.998 2g/mL（ 20℃时纯水

的密度），即为被测溶液的密

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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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比重天平原理图 

1－托架；2－横梁；3－平衡调节器；4－灵敏度调节器；
5－玛瑙刃座；6－测锤；7－量筒；8－等重法码； 

9－水平调节；10－紧固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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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条件： 

    a)被测溶液的温度为(20±1)℃； 

    b)被测溶液必须清澈，如有沉淀应滤去。 

 试验步骤： 

    a)调试液体比重天平； 

    b) 测定外加剂溶液密度。 

 重复性限为0.001g/mL； 

 再现性限为0.002g/mL。 

 

7.2  液体比重天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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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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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波美度 

 化工中表示溶液浓度的一种单位，以

符号Be表示。 

 以波美为单位的液体比重计，称波美

比重计，有重表、轻表两种：重表用

于测定相对密度大于水的液体，轻表

用于测定相对密度小的液体。 

 波美与相对密度的换算公式如下：

d=144.3 /(144.3-n)式中：d为溶

液的相对密度；n为波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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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a) 以波美比重计插入溶液中测出该

溶液的密度；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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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即为该溶液的密度 。 

 重复性限为0.001g/mL； 

 再现性限为0.002g/mL。 

 

7.3  精密密度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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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测试条件： a)被测溶液的温度为(20±1)℃； 

             b)被测溶液必须清澈，如有沉淀应滤去。 

 由于保存条件的不同，密度值会随着龄期发生变

化。 

 密度与温度有关  

 

 

 

泵送剂温度（度） 16 20 26 32 38 

密度（g/ml） 1.173 1.171 1.168 1.165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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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细度（粉状外加剂） 

 方法提要：采用孔径为0.315mm的试验筛，称取

经100℃～105℃（特殊品种除外）烘干试样10g

倒入筛内，用人工筛样，称量筛余物质量，计算出

筛余物的百分含量。 

 试验筛：采用孔径为0.315mm的铜丝网筛布。筛

框有效直径150mm、高50mm。附有筛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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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人工筛样，将近筛完时，必须一手执筛

往复摇动，一手拍打，摇动速度每分钟约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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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5g时为

止。称量筛余物，称准至0.001g。 

 重复性限为0.40％； 

 再现性限为0.60％。 

 

8. 细度（粉状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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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与产品质量 

GB8076规定：细度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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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H值 

 方法提要：一对电极在不同pH值溶液中能产生不同

电位差。由玻璃电极和饱和甘汞电极组成的一对电

极，在25℃时每一个单位pH值产生59.15mV的电

位差，pH值可在仪器的刻度表上直接读出。 

 http://baike.baidu.com/view/429372.htm 

 测试条件： 

     a)液体样品直接测试；  

     b)固体样品溶液的浓度为10g/L； 

     c)被测溶液的温度为(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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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a) 校正； b) 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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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记录读数。 

 重复性限为0.2；再现性限为0.5。 

  

9.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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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表面张力 

 液体表面张力：作用于液体表面，使液体表面积

缩小的力。 

 产生的原因：液体跟气体接触的表面存在一个薄

层，叫做表面层。表面层的分子比液体内部稀

疏，分子间的距离比液体内部大一些；表面层由

于分子引力不均衡而产生的沿表面作用于任一界

线上的张力就是表面张力。 

58 



 表面张力大小： 

无机盐溶液＞水72.8mN/m(20℃)＞有机液体（酒精表面张

力最弱22.32mN/m） 

表面张力的单位在SI制中为牛顿/米（N/m） 

常用单位：达因/厘米      1dyn/cm = 1mN/m 

 温度升高表面张力减小 

 露水总是尽可能的呈球型，而某些昆虫则利用表面

张力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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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盆清水和一根绣花针，将针小心翼翼地，水

平地，放在平静的水面，针就会浮着啦。 

  因为水分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表面张力，把针给“撑”了起来。 

 拿起洗清液，往水里一挤，针沉下去了。 

   因为洗清液破坏了表面张力，所以针沉了。 

 

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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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根细长的木棍，用小刀雕刻成独木舟，在独

木舟的一端沾上一点洗发水，再将它放在一盆清水

中，不用任何动力，独木舟就自己走了起来。 

因为在洗发水中含有表面活性剂，这些活性剂可以减弱水的表

面张力，沾有洗发水一端周围的水面张力减弱，而其另一端

的张力不变，两端的张力差形成了对独木舟的推力，独木舟

自然就会自己前进了。 

 

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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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活性剂能够有效降低水的表面张力，使水能够

很好润湿水泥颗粒，排除吸附在水泥颗粒表面的空

气，使水泥颗粒水化更加完全。 

 表面活性剂能够降低表面张力，有利于泡沫的形成

和稳定。木质素磺酸盐由于能降低气液表面张力

（52.16dyn/cm），而具有一定的引气性(引气量

2％～3％)，微气泡的滚动和浮托作用改善了水泥

浆的和易性。 

 

外加剂的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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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减缩剂的表面张力 

类别 比表面张力（mN/m） 

水溶液 72.6 

JM-SRA 2%水溶液 49.6 

JM-SRA 4%水溶液 45.0 

JM-SRA 6%水溶液 42.5 

JM-SRA 10%水溶液 40.5 

JM-SRA 100%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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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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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膜脱离液面的力之大小即为液体表面张力。 

 测试条件：a)液体样品直接测试； b)固体样品溶

液的浓度为10g/L； c)被测溶液的温度为

(20±1)℃； d)被测溶液必须清澈，如有沉淀应滤

去。 

 

10. 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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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  自动界面张力

仪（取消了界面张力

仪，因误差较大，且

无生产）。 

10. 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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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a)测外加剂溶液密度； b)清洗铂环

和玻璃器皿油污； c)空白试验：测定无水乙醇

表面张力，测定值与理论值之差不得超过

0.5mN/m；d)测被测液体：使铂金环浸入到液

体5mm-7mm，测定环被拉脱离开液面显示器

上的最大值Ｐ。 

 重复性限为1.0mN/m。 

 再现性限为1.5mN/m。 

 

10.表面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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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氯离子含量 

 11.1  电位滴定法 

 11.2  离子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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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电位滴定法 

 电位滴定法是在滴定过程中通过测量电位变化以确定滴定终

点的方法。在滴定到达终点前后，滴液中的待测离子浓度往

往连续变化n个数量级，引起电位的突跃，指示出滴定终

点。被测成分的含量仍然通过消耗滴定剂的量来计算。  

 和直接电位法相比，电位滴定法不需要准确的测量电极电位

值，因此，温度、液体接界电位的影响并不重要，其准确度

优于直接电位法。 

 普通滴定法是依靠指示剂颜色变化来指示滴定终点，如果待

测溶液有颜色或浑浊时，终点的指示就比较困难，或者根本

找不到合适的指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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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位滴定时，被测溶液中插入一个参比电极，一个指示电极

组成工作电池。随着滴定剂的加入，由于发生化学反应，被

测离子浓度不断变化，指示电极的电位也相应地变化。在等

当点附近发生电位的突跃。 

  电位滴定法可以进行酸碱滴定，氧化还原滴定，配合滴定

和沉淀滴定。 

——酸碱滴定时，使用pH玻璃电极为指示电极。 

——氧化还原滴定中，可以从铂电极作指示电极。 

——配合滴定中，若用EDTA作滴定剂，可以用汞电极作指示电极。 

——沉淀滴定中，若用硝酸银滴定卤素离子，可以用银电极作指示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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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电位滴定法 

 方法提要: 

•  以银电极或氯电极为指示电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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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电势随Ag+浓度而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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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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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a）外加剂中加水和硝酸至完全溶解；

滴定（外加剂试样+氯化钠标准溶液）；b） 空白

试验 。    

不溶于水的银盐除了氯化银，还有碳酸银和硫酸银，这两个

是微溶的，生成后也可以看到白色沉淀，为了使这些不要产

生白色沉淀，使得确保最后的白色沉淀一定是氯化银，所以

要加入硝酸排除碳酸根和硫酸根的干扰。 

   重复性限为0.05％；再现性限为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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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离子： 

 Br-、I- 、S2- 

 [Fe(CN)6]3-六氰合铁络合离子  

 [Fe(CN)6]4- 六氰合亚铁络合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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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离子色谱法 

 离子色谱法是液相色谱分析方法的一种，是目前分

离混合阴离子的最有效方法。 

 它采用交换容量非常低的特制离子交换树脂为固定

相，在分离柱后，用抑制器来消除淋洗液的高本底

电导，由于消除了淋洗液的高本底电导，采用电导

检测器可灵敏检测出各种无机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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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离子色谱法 

 方法提要：样品溶液经阴离子色谱柱分离，溶液中的阴离子

F-、Cl-、SO4
2- 、NO3

- 被分离，同时被电导池检测。测定

溶液中氯离子峰面积或峰高。 

74 



离子色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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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 

a）称量和溶解：水和硝酸、超声和加热； 

b）去除样品中的有机物； 

c）测定色谱图测定所得色谱峰的峰面积或峰高； 

d）空白试验，绘制标准曲线。 

 

11.2  离子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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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含量范围

/% 
＜0.01 0.01～0.1 0.1～1 1～10 ＞10 

重复性限/% 0.001 0.02 0.10 0.20 0.25 

再现性限/% 0.002 0.03 0.15 0.25 0.30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11.2  离子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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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位滴定法设备价格便宜，但检测有时会受到CN-

等离子的干扰，造成结果偏高。 

 离子色谱法设备昂贵，但检验精度高，准确，不会

受到其他离子的干扰。 

 仪器价格不菲。送特定机构检验的费用也不高，3

个月送检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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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硫酸钠含量 

 12.1  重量法 

 12.2  离子交换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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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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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性限为0.50%；再现性限为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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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样约0.5g加水、氯化铵溶液加热煮沸后，过
滤，用水洗涤数次后，浓缩滤液，滴加盐酸(1+1)
至浓缩滤液显示酸性，再多加5滴～10滴盐酸； 

b）煮沸后趁热滴加氯化钡溶液10mL，继续煮沸
15min后静置； 

c）滤纸过滤，洗净沉淀； 

d）在恒重的坩锅中灼烧沉淀与滤纸，小火烘干，灰
化； 

e）800℃灼烧、冷却至室温称量，如此反复直至恒
量。 

 

12.1  重量法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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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离子交换重量法 

 方法提要：采用前述重量法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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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法提要和后续试验步骤与

重量法相同。 

 重复性限为0.50%；再现性限为0.80%。 

 

83 



 试验步骤：a）准确称取外加剂样品0.200 0g～

0.500 0g，置于盛有6g预先经活化处理过的717—

OH型阴离子交换树脂的烧杯中，水热条件下进行

离子交换；b）用5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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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L烧杯中；c）按照重量法测定其中硫酸根

含量。 

 

12.2  离子交换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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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OH型阴离子交换树脂 

 离子交换法(ion exchange process)是液相中的

离子和固相中离子间所进行的可逆性化学反应。当

液相中的某些离子较为离子交换固体所喜好时，便

会被离子交换固体吸附。为维持水溶液的电中性，

离子交换固体必须释出等价离子回溶液中。  

 离子交换树脂（IONRESIN）一般呈现多孔状或颗

粒状，其大小约为0.1~1mm。 

 参考价 ¥  1500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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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交换树脂的活化处理 

 活化处理的原因：树脂与金属（如铁、铜等）、油

污、有机分子、微生物、强氧化剂等接触后，离子

交换能力降低，甚至失去功能，须根据情况对树脂

进行不定期的活化处理。 

 活化方法：可根据污染情况和条件而定，一般阴树

脂易受有机物污染，可用10%NaC1+2-

5%NaOH混合溶液浸泡或淋洗，必要时可用1%

双氧水溶液泡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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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强：硫酸钠掺入后，能立即与水化产物氢氧化钙

作用，反应生成的硫酸钙具有高度分散性，且分布

均匀，能与C3A迅速反应生成水化硫铝酸钙针状晶

体，形成早期骨架。由于上述反应的进行，溶液中

氢氧化钙浓度降低，加速C3S水化，从而大大加快

了混凝土的硬化速度，促进早期强度发展。 

 硫酸钠掺量=(0.5~2)％水泥，早强作用明显，1d

强度提高尤为显著，但后期强度会受影响。 

 

硫酸钠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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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钠提高体系碱度，在活性集料存在的情况下也容易导致

碱-集料反应。 

 用于蒸养混凝土时，硫酸钠掺量不宜超过1％。掺量过多

时，由于快速生成大量钙矾石，使混凝土膨胀而产生破坏。

硫酸钠用于蒸养混凝土提高大孔（r>1000A）数量，对水

泥石的抗气渗性、耐腐蚀性等长期耐久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表面有装饰要求的混凝土，硫酸钠掺量宜控制在水泥重

量的1％以下，否则混凝土表面易发生析碱泛霜现象。 

 

硫酸钠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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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系减水剂中硫酸钠的含量 

 低浓产品：全部用烧碱中和，产品为萘磺酸钠甲醛缩合物和

硫酸钠的混合物，硫酸钠含量在15～25%之间； 

 高浓产品：先加入部分烧碱，将溶液的pH值控制在1～2之

间，再加石灰水中和，石灰水中的氢氧化钙与过剩的硫酸反

应生产硫酸钙。硫酸钙的溶解度较小，沉淀析出，采用板框

压滤机或卧式螺旋沉降离心机过滤除去硫酸钙，最终产品硫

酸钠含量较低，一般小于5%； 

 中浓产品：目前市场上有的厂家将硫酸钠含量控制在10%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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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产品低温析晶 

温度 0℃ 10℃ 20℃ 30℃ 40℃ 

溶解度 4.9 9.1 19.5 40.8 48.8 

 低浓萘系减水剂中将近20%的硫酸钠在低温

下容易析晶，导致液体防冻泵送剂出现大量

的沉淀。 

 

硫酸钠在水中的溶解度                               （g/100g 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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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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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克）的水泥，外加剂（87克或105克）和

水进行搅拌（慢速120s，停15s，快速

120s）。将搅拌好的净浆注入截锥圆模(上口

36mm，下口60mm，高度为60mm，内壁光

滑无接缝的金属制品) 内，提起截锥圆模，测定

水泥净浆在玻璃平面上自由流淌30秒时两个相互

垂直方向上的最大直径，取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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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a）将玻璃板放置在水平位置，用湿布

抹擦玻璃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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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300g水泥倒入搅拌锅

内，然后在5s－10s内小心将外加剂和水加入，防

止溅出；c）实验室温度控制在（20±2）℃。 

 重复性限为5mm；再现性限为10mm。 

 

13  水泥净浆流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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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水泥砂浆减水率 

 方法提要：先测定1:3基准砂浆达到（180±5）

mm的用水量，再测定掺外加剂砂浆的用水量，计

算得出水泥砂浆减水率。 

 材料：水泥（说明标号、名称、型号及生产厂）、

水泥强度检验用ISO标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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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配 

0.5mm以下 

0.5~1.0mm 

1.0~2.0mm 

水泥强度检验 

0.5~1.0mm 

粉煤灰 

0.25~0.5mm 

公路用 

0.25~0.65mm

国标用 

标准砂 

94 



ISO标准砂 

  中国ISO标准砂是根据GB/T17671-1999 idt 

ISO679:1989生产，用于检验水泥胶砂强度的基准物质。 

 厦门艾思欧标准砂有限公司是中国政府唯一定点生产中国

ISO标准砂的企业。公司由中国中材集团控股。  

 中国ISO标准砂列入中国国家标准样品进行管理，由中国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进行监制，中国国家水泥质检中心负责

产品质量监督。  

 中国ISO标准砂采用二氧化硅含量不低于98%的天然圆形

硅质砂作原料，从原料开采、粗加工、半成品加工、精加工

到级配包装，生产过程都在严格的质量控制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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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a） 基准砂浆用水量测定；b）掺外加

剂砂浆用水量测定：将水和外加剂加入锅里搅拌均

匀，测出掺外加剂砂浆流动度达(180±5)mm时的

用水量 。 

 重复性限为1.0%；再现性限为1.5%。 

 

14  水泥砂浆减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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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序号 

胶砂配合比（g） 流动度 

(mm) 

减水率 

% 
水泥 标准砂 外加剂 水 

基准1 450 1350 0 230 195 / 

基准2 450 1350 0 220 182 / 

受检1  450 1350 5.4 170 172 / 

受检2 450 1350 5.4 176 180 20 

  *(220-176)/220=20%,   *外加剂中水需从用水量中扣除。  

例：砂浆减水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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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泥净浆流动度和砂浆减水率 

 水泥净浆流动度和砂浆减水剂未列入GB 8076表2的

要求控制范围之内。理由： 

• 表2主要是外加剂的物化性能。修改后与国外匀质性项目内容一致。 

• 水泥净浆流动度和砂浆减水率与混凝土减水率没有很好的相关性，而且
有时有矛盾。 

 水泥净浆流动度和砂浆减水率操作简便，如外加剂供

需双方认为可以作为控制指标或验收指标时，可由双

方商定。生产厂也可自行列入企业标准，采用工程水

泥进行质量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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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检验用基准水泥 

 生产厂家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曲阜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山东鲁城水

泥有限公司） 

 包装方式 

 双层牛皮纸袋，内衬塑料膜，

封包线处黏贴胶条，避免吸潮

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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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S03 Na2Oeq f-CaO C3S C2S C3A C4AF 

21.68 4.80 3.70 64.90 2.76 0.29 0.56 0.93 57.34 18.90 6.47 11.25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S03 Na2Oeq f-CaO Loss Cl- 

20.58 4.62 3.22 62.62 2.69 2.94 0.53 0.79 2.00 0.011 

细度 

0.08/% 

比表面积

m2/kg 

标稠 

% 

安定性 

雷式法

/mm 

凝结时间（min） 抗折强度（MPa） 抗压强度（MPa） 

初凝 终凝 3天 28天 3天 28天 

2.5 353 24.0 0.5 153 215 5.1 8.1 27.3 51.5 

基准水泥物理性能检测结果： 

 

基准水泥化学分析结果（%）： 

基准水泥熟料化学分析结果及矿物组成(%)： 



基准水泥联系： 

中国建材总院水泥新材院  王娇娇： 

 13716275610，010-51167466 

 QQ 74598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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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外加剂检验用基准水泥 



15.总碱量 

 混凝土总碱量过高可能引起碱-骨料反应破坏。 

 方法提要：试样用约80℃的热水溶解后，以氨

水分离铁、铝；以碳酸氨分离钙、镁。滤液中的

碱（钾和钠），用火焰光度计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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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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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计工作原理 

 基本原理：发射光谱。将盐置于火焰中时，火焰呈黄色。

因为盐中的钠原子外层电子吸收了火焰的热能，而跃迁到

受激能级。当由受激能级回复到正常状态时，电子就要释

放能量。这种能量的表征是发射出钠原子所持有波长的光

谱线——黄色光谱（主波5893Å）。 

 工作原理：利用火焰的热能使某种元素的原子激发特征光

谱，并用仪器检测其光谱能量的强弱，进而判断物质中该

元素含量的高低。理论上某元素含量与其发射谱线强度成

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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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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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
数字显示电
路，直读测
量结果。 

气路系统：
稳定而易于
操作； 



火焰光度计用途 

 医疗行业： 

血液中的K（0.02~0.08mol/L）、Na

（1.20~1.80mol/L）测定；患者服用Li盐的检测功能； 

 饮料行业：啤酒、牛奶、果汁、饼干、硬面包中的钙测量 

 水泥、耐火材料、玻璃、陶瓷等行业中K

（20~80ug/ml）、Na（200~800ug/ml）测定。确定

不同满标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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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计特点 

 灵敏度高、选择性强、所需样品少； 

◆K检测限≤0.004mmol/L；Na检测限≤0.008mmol/L； 

◆响应时间：＜8s； 

◆样品吸喷量：＜6mL/min； 

◆重复性：对同一标准溶液重复7次连续独立测量≤3%。 

 钾、钠测试同时进行，分析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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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步骤：首先制备标准溶液，进行检测标定，绘

制标准曲线。然后对未知溶液进行测定，获得仪器

显示的读数后，再从曲线上找到相对应的浓度值，

从而得到被测物质的未知浓度值。 

 a）工作曲线的绘制：用火焰光度计测定氧化钾、氧化钠各0.00；

0.50；1.00；2.00；4.00；6.00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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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用火焰光度计测定外加剂试

样的检流计读数；c）根据氧化钾及氧化钠量计算得到总碱量。 

 

15.总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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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碱量 /％ 重复性限 /％ 再现性限 /％ 

1.00 0.10 0.15 

1.00～5.00 0.20 0.30 

5.00～10.00 0.30 0.50 

大于10.00 0.50 0.80 

 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 

 

 

 

 

15.总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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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光度计的线性误差 

 钾离子： 0.02~0.08mmol/L   ±5% 

 钠离子： 1.2~1.6 mmol/L   ±5%  

 1.0~1.2 mmol/L   ±8%  

 1.6~1.8 mmol/L   ±8%  

 可能误差来源：试液雾化稳定、均匀；燃气流量控制好，火

焰点稳定，读数稳定；滤光片和光电池有效；特征分析线选

择正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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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羧酸减水剂的碱含量 

序号 总碱量/% 

G1 1.85 

G2 1.84 

G3 0.66 

G4 1.28 

G5 0.48 

G6 1.77 

G7 1.87 

G8 1.41 

G9 1.28 

G10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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