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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砂浆在现场拌制存在质量不稳定、文明施工程度低和污染环境等问题，而采用工业

化生产的成品预拌砂浆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预拌砂浆是根据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推广

砂浆商品化的要求而随之出现的适应性产品，经过编写人员大量调研和科学试验，制定出本

导则，供现场施工人员参照使用。随着建筑业的发展，新型材料普遍应用 ,而现场配制的砂

浆根本无法满足现代砂浆施工的要求。现场配制的砂浆由现场操作人员控制，难免会产生配

合比不准确、原料质量不符合要求、计量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而预拌砂浆恰好可有效地克

服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预拌砂浆的种类、特点、优越性以及在工程中的应用等方面来具体

的介绍这种新型建筑材料。 

本技术导则的内容以预拌砂浆应用技术为主，包括总则、术语、材料分类、施工质量控

制、验收、引用标准及预拌砂浆的试验方法等内容。 

本导则立足于预拌砂浆应用特点，统一了预拌砂浆施工的质量控制标准，使在生产、施

工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对推动建筑行业的技术进步、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 

我们根据国家现行标准、规范、规程整理此册，结合湿拌预拌砂浆生产、施工、养护过

程中常见的问题进行汇总，希望引起预拌砂浆生产者和施工者的重视，杜绝质量隐患，确保

工程质量。 

本导则由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昆明市散装水泥办公室负责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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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预拌砂浆是指胶凝材料、细骨料、矿物外加剂以及各种功能性外加剂等组分按一定

比例，在集中搅拌站（厂）经计量、拌制后，用搅拌运输车运至使用地点，放入密闭容器储

存，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完毕的砂浆拌合物。 

1.2 现场搅拌砂浆是指在施工现场将水泥、砂（细骨料）、水等组份通过人工配料搅拌

形成，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完毕的砂浆拌合物，现场搅拌砂浆价格虽然最低,但工地需储存

河砂、水泥,搅拌时污染环境,施工时损耗大,造成的建筑废料多,难以达到文明施工的要求;

且工人素质参差,非准确计量配制,质量也难以保证。干粉(湿拌)砂浆在生产过程中,根据砂

浆对材料的抗收缩、抗开裂、保温、防潮等特性的不同,且施工要求的和易性、保水性、凝

固时间的不同,按照科学配方严格配制,计量准确,质量保证，使用方便。 

1.3 在传统砂浆的基础上，提出并遵循湿拌预拌砂浆保塑时间的新概念,利用混凝土搅

拌站的原有生产平台及物流装备(如图1.3-1）,采用创新的外加剂（如图1.3-2）,生产得到

的湿拌预拌砂浆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实现了湿拌预拌砂浆集中生产、集中配送,解决了湿拌

预拌砂浆单次配送量小、配送频繁的难题,满足工地现取现用、不用不硬、即用即硬的要求。

同时，大幅降低工地使用预拌砂浆的综合成本，满足抹灰工程"三零体系"的要求,实现砂浆

抹灰层零空鼓、零开裂、零渗漏的工程目标。 

1.4 本手册适用于采用预拌砂浆的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的砌筑、抹灰、地面（屋面）

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1.5 本手册不包括特种预拌砂浆的生产质量控制、采用特种预拌砂浆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物的工程和装饰工程的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图 1.3-1 与混凝土并线生产（添加振动筛）  图 1.3-2 增加砂浆专用外加剂储罐 



2  术语 

2.1 预拌砂浆 

预拌砂浆系指由专业生产厂家生产的，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砂浆，包括干混

砂浆和湿拌砂浆。 

2.2 干混砂浆 

又称干混砂浆，系指由专业生产厂家生产、经干燥筛分处理的集料与无机胶结料、矿物

掺合料和外加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颗粒状或粉状混合物。在施工现场按使用说明加

水搅拌即成为砂浆拌合物。产品的包装形式可分为散装和袋装。 

（1）干混砌筑砂浆 用于砌筑工程的干混砂浆。 

（2）干混抹灰砂浆 用于抹灰工程的干混砂浆。 

（3）干混地面砂浆 用于地面及屋面找平层的干混砂浆。 

2.3 湿拌砂浆 

湿拌砂浆是指由细骨料与无机胶凝材料、水及其他矿物掺合料和外加剂等组分按一定比

例，经计量、拌制后，用搅拌输送车运至使用地妥善存储，并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完毕的砂浆

拌合物，包括砌筑、抹灰和地面砂浆等。 

（1）湿拌砌筑砂浆 用于砌筑工程的湿拌砂浆。 

（2）湿拌抹灰砂浆 用于抹灰工程的湿拌砂浆。 

（3）湿拌地面砂浆 用于地面及屋面找平层的湿拌砂浆。 

2.4 存放时间 

对于湿拌砂浆，存放时间是指湿拌砂浆运到工地后按一定的方法储存与保管，能保证砂

浆使用性能的时间。 

对于干混砂浆，存放时间是指砂浆干混料装袋或装罐后到加水搅拌使用的时间，干混砂

浆存放时间应短于其有效期。 

2.5 验收批 

由同种材料、相同的施工工艺。同类基体或基层的若干个检验批构成，用于合格性判定

的总体。 



2.6 薄层砂浆施工法 

采用专用砂浆施工，砂浆厚度不大于5mm的施工方法。 

3 分类和标记 

3.1 分类 

预拌砂浆按生产的搅拌形式分为两种：干混砂浆与湿拌砂浆。按用途分为预拌砌筑砂浆、

预拌抹灰砂浆、预拌地面砂浆及其他具有特殊用途的预拌砂浆。按照胶凝材料的种类，可分

为水泥砂浆和石膏砂浆。 

预拌砂浆的分类预拌砂浆按用途可分为砌筑、抹灰和地面砂浆三大类；强度分为M5、

M7.5、M10、M15、M20、M25、M30共7 挡，凝结时间从4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共4 档，

稠度从50mm、70mm、90mm、100mm 和110mm，共5 挡， 162个品种。 

3.2 标记 

3.2.1 用于预拌砂浆标记的符号 

应根据其分类及使用材料的不同按下列规定使用： 

DM――干混砂浆 

DMM――干混砌筑砂浆 

DPM――干混抹灰砂浆 

DSM――干混地面砂浆 

WM――湿拌砂浆 

WMM――湿拌砌筑砂浆 

WPM――湿拌抹灰砂浆 

WSM――湿拌地面砂浆 

水泥品种用其代号表示 

稠度和强度等级用数字表示。 

3.2.2 干混砂浆标记 

干混砌筑砂浆、干混抹灰砂浆和干混地面砂浆标记符号可按其种类、强度等级、稠度和

胶凝材料种类符号的组合表示。标记示例： 

 普通硅酸盐水泥 

DMM－10－90－P.O 

稠度 90（mm） 

强度等级 M10 （MPa） 

干混砌筑砂浆 



3.2.3 湿拌砂浆标记 

湿拌砌筑砂浆、湿拌抹灰砂浆和湿拌地面砂浆标记符号可按其类别、强度等级、稠度、

凝结时间和胶凝材料种类符号的组合表示。标记示例： 

WMM－7.5―90－10－P.O 

普通硅酸盐水泥 

凝结时间 10（h） 

稠度 90（mm） 

强度等级 M7.5（MPa） 

湿拌砌筑砂浆 



4 湿拌砂浆技术 

4.1 湿拌预拌砂浆介绍 

湿拌预拌砂浆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223-2010规定将细集料、水泥、矿物掺合料、外加剂、水等组分，按配方比例，通过

准确计量、强制搅拌所生产的浆状混合物，由专用运输车运至使用地点，放入容器中存放，

且需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完毕的一种特殊的建材半成品。湿拌预拌砂浆（如图4.1-1）的很多

特性与现场搅拌砂浆（如图4.1-2）有较大差异，施工单位应按照本手册进行相关操作取样

验收，才能确保湿拌预拌砂浆的质量。 

 

        图4.1-1 现场搅拌砂浆                       图4.1-2 湿拌预拌砂浆  

4.2 湿拌预拌砂浆存储与运输 

4.2.1 湿拌砂浆在现场应按砂浆的种类、强度等级，分别存放在 不失水的贮存容器(池）

中。贮存容器(池)应便于装卸、贮存和清洗，严禁混存混用。 

4.2.2 砂浆储存时严禁加水。贮存容器(池)夏季应采取遮阳措施，冬季应采取保温措施。

砂浆装卸时应有防雨措施。 

4.2.3 储存容器标识应明确，湿拌砂浆应先到先用，确保湿拌砂浆在规定的存放时间内

使用完毕。存放期间，应采取措施防止砂浆水分损失。当存放地点的温度超过35℃时，使用

方应考虑温度对砂浆性能的特别影响。 

4.2.4 湿拌砂浆卸料前应旋转搅拌车不小于1分钟，使砂浆拌合均匀。严禁在运输和卸

料过程中加水。湿拌砂浆运至贮存地点后应保持均匀性，不应产生分层离析现象，并能保证

施工所必须的稠度。 

4.2.5 湿拌砂浆施工时，现场存放的湿拌砂浆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4.2.6 预拌砂浆出现正常泌水时，应在使用前再次拌合。 



4.2.7 各种用途湿拌砂浆施工稠度选用，宜参照下表中所示： 

 

 

 

 

 

 

 

 

 

 

 

 

 
 

图 4.2 湿物料运输罐车 

 

表 4.2 湿拌砂浆稠度的选用 

砌筑工程 

砌体种类 干燥气候或多孔砌块 寒冷气候或密实砌块 

砖砌体 80〜100 60 〜80 

混凝土砌块砌体 70 〜90 50 〜70 

石砌体 ≥ 50 ≥50 

抹灰工程 

施工方法 机械施工 手工施工 

底层 90〜110 70 〜80 

面层 90〜110 90 〜100 



4.3 湿拌预拌砂浆交货检验 

湿拌预拌砂浆送达工地，需方须检验砂浆的稠度和分层度并观察其外观（如图4.3），

其应符合施工要求，需方签字验收后方可卸料。未经技术人员同意，需方不能向商品湿拌预

拌砂浆中加入任何物质。 

          

图 4.3  湿拌预拌砂浆交货检测 

根据JGJ/T223-2010《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的规范要求，湿拌预拌砂浆进场时，需

方须进行外观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湿拌预拌砂浆应外观均匀，无离析、泌水现象，同

时供应方应按规定批次向需方提供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和出厂

检验报告等。当需方未对稠度提出要求时，产品到达现场稠度及偏差按使用部位及功能分为：

50±10mm、70±mm、90±10mm、100~115mm。交货验收包括砂浆稠度检测、砂浆分层度检测、

砂浆密度检测。 

4.4 湿拌砂浆技术指标 

 

表5.1.4 预拌砂浆与传统砂浆对应关系 

 
4.4.1 预拌砂浆所用的材料不得对环境有污染及对人体有危害;并应符合《民用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的规定。 

种类 预拌砂浆 传统砂浆 

砌筑砂浆 

DMM5.0、WMM5.0 

DMM7.5、WMM7.5 

DMMl0、WMM10 

M5.0 混合砂浆、M5.0 水泥砂浆 

M7.5 混合砂浆、M7.5 水泥砂浆 

M10 混合砂浆、M10水泥砂浆 

抹灰砂浆 

DPM5.0、WPM5.0 
DPM10、WPM10 
DPM15、WPM15 

DPM20、WPM20 

1：l：6 混合砂浆 
l：l：4 混合砂浆 
l：3水泥砂浆 

1：2、l：2.5 水泥砂浆、l：l：2混合砂浆 

地面砂浆 DSM20、WSM20 l：2水泥砂浆 



4.4.2 预拌砂浆的品种应按设计要求与用途使用。 

4.4.3 预拌砂浆施工时，施工环境温度宜为5℃~35℃。当温度低于 5℃或高于35℃施工

时，应采取保证工程质量的措施。五级风及以上、雨天和雪天的露天环境条件下不宜进行砂

浆施工。 

4.4.4 预拌砂浆拌合物及砂浆硬化体的技术性能除应符合设计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现

行技术标准和本导则的要求。湿拌砂浆稠度由供需双方根据施工要求确定。 

4.4.5 与传统手工拌合抹灰相比，预制品具有更好的和易性，同时容重大大降低。 

 

 

 

图 4.4-1 预拌砂浆与传统砂浆性能对比 

4.4.5 湿拌砌筑砂浆的砌体力学性能应符合《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的规定，

其表观密度不应小于1900kg/m3。 

4.4.6 湿拌砂浆凝结时间应根据使用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4.4.7 湿拌砂浆拌合物及砂浆硬化体的技术性能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国家现行技术标准

和本导则的要求。 

4.4.8 湿拌砂浆稠度实测值与合同规定的稠度值之差应符合表 4.4.8的规定。 

  

表4.4.8 湿拌砂浆稠度允许偏差 

规定稠度/mm 允许偏差/mm 

50、70、90 ±10 

110 -10 ～+5 



 

4.4.9 湿拌砌筑砂浆、湿拌抹灰砂浆、湿拌地面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4.4.9的要求。 

表4.4.9 湿拌砂浆性能指标 

项目 湿拌砌筑砂浆 湿拌抹灰砂浆 湿拌地面砂浆 

强度等级 
M5、M7.5、M10、M15、

M20、M25、M30 
M5、M10、 M15、 M20 M15、M20、M25 

保水率(％) ≥88 ≥88 ≥88 

凝结时间(h) ≥8、≥12、≥24 ≥8、≥12、≥24 ≥4、≥8 

稠度/mm 50、70、90 70、90、110 50 

14d 拉伸粘结强度 

(MPa) 
— 

M5：≥0.15 

＞M5：≥0.20 
— 

28d 收缩率(%) — ≤0.20 — 

抗冻性 
强度损失率(%) ≤25 

质量损失率(%) ≤5 

注:有抗冻性要求时，应行抗冻性试验。 

 
 

    

  
       图 4.4-2 稠度仪               图 4.4-3 稠度试验示意图 

  4.5 湿拌预拌砂浆的施工技术要点 

4.5.1 人工抹灰和砌筑 施工准备 

砂浆储存容器（如图4.5-1、4.5-2）可采用钢制可拆装存储容器，亦可采用普通砌块砌

试锥下沉的深度—稠度值 

容器 

 

 

 

容器 

 

试锥 

 



筑砂浆池，储存容器均应保证砌体具有足够的支撑强度，做好防渗漏措施；储存容器顶部应

采取防雨、防晒措施，同时避免强风吹刮；储存容器数量和容量应满足砂浆品种、强度等级

及供货量的需求；储存容器使用时，应保证内部无明水、无杂物。 

图4.5-1  砂浆储存池（1）                   

图4.5-2  砂浆储存池（2）  

 

4.5.1.2 机械抹灰施工准备 

湿料运输车将湿拌砂浆运至机械喷涂泵送机旁边，根据工作面施工速度逐步送料入泵。 

4.5.2.1 人工抹灰和砌筑上楼运输 

 砂浆到达工地尽量在第一时间（3小时内）转移到各施工楼层，因为砂浆在长时间静止

状态下会产生开放时间的损失（特别在高温天气太阳直射的情况下砂浆水份流失会更严重），

转移到各楼层相当于对砂浆进行了一次搅拌过程，也避免了不良的室外环境对砂浆的直接影

响，可使砂浆保持更长时间和良好的工作性。 

4.5.2.2 机械化输送与喷涂 

湿拌砂浆通过输送泵与喷涂设备在保塑时间内将砂浆输送上楼，喷涂上墙。 

4.5.3 注意干裂 

空气对流速度快的楼层要等风速减小的时间进行砂浆施工，不然砂浆干裂的风险会大大

增加。 

  4.5.4 淋水处理 

砌筑砂浆砌砖前要对砖淋水，否则砂浆早期强度会很低。抹灰砂浆施工时，要特别注意

在头一天进行淋墙处理，吸水性小的墙体也要淋墙（如图4.5-3），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份存

在于墙体内，砂浆上墙后才能持续吸取墙体内水份，以满足砂浆水化反应产生粘结力及强度

必需的湿度条件。若水份不足，砂浆会产生缺水的情况而中断其水化反应，对砂浆的强度及

粘结力就会产生影响。 



 

图4.5-3  浇水润湿 

    

4.5.5 注意抹灰砂浆滑落 

抹灰砂浆厚度宜在20-40mm，若厚度超过20mm，需分两遍抹灰，第一遍砂浆上墙后一定

要等其收水干燥后（手指按压有稍硬的感觉）才能进行第二遍砂浆层的上浆，等第二遍砂浆

收水干燥后才能进行刮平施工（如图4.5-4），否则由于浆体未初凝会造成砂浆层下滑开裂

脱落及空鼓的情况。对初次使用湿砂浆的工人，这个操作要求一定要做到，否则会造成砂浆

层未硬化前下滑及开裂脱落。 

 

图4.5-4 用大杠找平 

  

 4.5.6 收水时间 

和现拌砂浆或者干混砂浆相比，湿砂浆在砖墙收水时间一般延后半个小时；在剪力墙面

收水时间一般延后2至3小时；工人可以先在剪力墙面上浆，再在砖墙面上浆，返过来再进行

剪力墙面的搓平施工，这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安排工作时间，以便能更好地提高施工效率。对

施工厚度大的外墙面，可以在头一天打底，使厚度预留10-20mm，第二天可一遍成活，这样

可避免工人花过多的时间等待砂浆收水而无法搓压的情况（如图4.5-5）。 



 

图4.5-5  面层收光 

  

 4.5.7 隔天上浆 

对于已经上墙硬化的第一遍砂浆，隔天要做第二遍砂浆前也要对第一遍砂浆层进行淋水

操作，否则第二遍砂浆层由于缺水的原因会产生层间粉化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两遍砂浆层之

间剥离空鼓现象。 

 4.5.8 砂浆空鼓开裂问题 

对于待抹的剪力墙等混凝土结构部位，一定要提前进行合理的界面处理，否则会导致界

面砂浆与基层难于粘结，造成空鼓开裂。 

 4.5.9 砂浆抹灰前的界面处理 

为了提高砂浆与基层界面粘结力，防止抹灰后出现空鼓开裂等质量问题，需对基层进行

界面处理，主要针对剪力墙、混凝土墙柱或者楼板。根据JGJ/T223-2010《预拌砂浆应用技

术规程》以及JGJ/T220-2010《抹灰砂浆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抹灰之前，需要对基层进

行清理，采取两种界面处理方式： 人工“拉毛”和机械“喷毛”（如图4.5-6、7、8、9）。 

4.5.10 湿拌预拌砂浆养护 

养护是保证抹灰工程质量的关键，因为湿砂浆开放时间长，往往存在砂浆未硬化前有水

份提前散发掉的情况，那么砂浆就会停止水化而造成早期强度低的情况。在砂浆干硬后进行

湿水养护就会使砂浆能继续水化反应，从而提升强度及粘结力。因此，湿拌预拌砂浆施工完，

待干硬后必须对墙面进行保湿养护。建议采用的保湿养护方式主要有：喷水、洒水、涂养护

剂或养护膜、覆盖湿草帘等方式，工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正当的养护措施,养护时间不少

于7天。 

 

 

 

 

 



 

    图4.5-6  剔凿突出部分                    图4.5-7  修补不平墙体及螺杆洞 

        

  图4.5-8  清扫墙面                 图4.5-9  墙面喷浆做界面处理 

   

 

 

 

 

 

 

 

 



5 干混砂浆技术 

5.1 干混砂浆介绍 

 干粉砂浆是指由专业生产厂家生产的，经干燥筛分处理的细集料与无机胶结料、保水

增稠材料、矿物掺合料和添加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颗粒状或粉状混合物，它既可由

专用罐车运输到工地加水拌和使用，也可采用包装形式运到工地拆包加水拌和使用。 

5.2 干混砂浆存储于运输 

 
         图 5.2-1 散装砂浆运输车             图 5.2-2 干拌砂浆储料罐 

 

   5.3 干混砂浆交货检验 

湿拌预拌砂浆送达工地，需方须检验砂浆的稠度和分层度并观察其外观，其应符合施工

要求，需方签字验收后方可卸料。未经技术人员同意，需方不能向商品湿拌预拌砂浆中加入

任何物质。 

5.4干混砂浆技术指标 

 5.4.1 干混砌筑砂浆的砌体力学性能应符合《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 的规定，

其表观密度不应小于 1900kg/m3。 

 5.4.2 干混砂浆细集料的最大粒径应小于 4.75mm。 

 5.4.3 干混砂浆除应满足本导则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相关规定，

当有其他特殊设计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商定。 

5.4.4 干混砌筑砂浆、干混抹灰砂浆、干混地面砂浆的性能应符合 表 5.4-1 的要求。 



表 5.4-1 干混砂浆性能指标 

项目 干混砌筑砂浆 干混抹灰砂浆 干混地面砂浆 

强度等级 
M5、M7.5、M10、M15、 

M20、M25、M30 

M5、M10、 

M15、M20 
M15、M20、M25 

保水率(%) ≥88 ≥88 ≥88 

凝结时间(h) 3~9 3~9 3~9 

2h 稠度损失率% ≤30 ≤30 ≤30 

14d 拉伸粘结强度 

(MPa) 
— 

M5：≥0.15 

＞M5：≥0.20 
— 

28d 收缩率(%) — ≤0.20 — 

抗冻性 

强度损失率(%) ≤25 

质量损失率(%) ≤5 

注:有抗冻性要求时，应行抗冻性试验。 

 

5.4.5 干混砌筑砂浆、干混抹灰砂浆、干混地面砂浆的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5.4-2 的要求。 

 

表 5.4-2 干混砌筑砂浆、干混抹灰砂浆、干混地面砂浆的抗压强度表 

 
5.5干混砂浆施工技术 

5.5.1 干混砂浆搅拌人员应进行必要的操作培训。 

5.5.2 预拌砌筑砂浆施工做法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的规定执行。 

5.5.3 预拌抹灰砂浆施工做法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最验收规范》GB 

50210 的规定执行。 

5.5.4 抹灰宜在砌体完工 7d 后进行，且应在砌体工程质景检验合格后方可施工。抹灰

前应将基层表面的尘土、污垢、油渍等淸除干净。抹灰时应根据砂浆发货单的要求控制砌体

材料含水率。 

强度等级 M5 M7.5 M10 M15 M20 M25 M30 

28d 抗压强

度(MPa) 
≥5.0 ≥7.5 ≥10.0 ≥15.0 ≥20.0 ≥25.0 ≥30.0 



5.5.5 预拌抹灰砂浆一般不宜涂抹在比其强度等级低的基体或基层上，如确实需要，应

采取分层过渡的方式避免抹灰层开裂。外墙、卫生间和厨房等宜受潮部位的抹灰不得采用以

石膏为基本胶凝材料的预拌抹灰砂浆。 

5.5.6 当采用机械喷涂抹灰砂浆时，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机械喷涂抹灰施工规程》

JGJ/T 105 的规定。 

5.5.7 预拌地面砂浆施工做法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规定执行。 

5.5.8 预拌地面砂浆施工应根据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决定是否需要预先润湿基层。 

5.5.9 在铺设地面砂浆层前，应将下一层表面淸理干净。对松 散填充料应予以铺平压

实，对光滑表面应采用划（凿）毛或其他界面处理措施。 

5.5.10 散装干混砂浆应按品种分别贮存在砂浆罐中，严禁混存混用;更换砂浆品种时，

砂浆罐应清空。 

5.5.11 砂浆罐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干混砂浆散装移动筒仓》SB/T 10461 的要求，且

应在现场安装牢固。 

5.5.12 袋装干混砂浆应贮存在干燥、通风、防潮、不受雨淋的场所，且应按品种、批

号分别堆放，严禁混堆混用，且应先存先用。 

5.5.13 干混砂浆的储存期不宜超过 3个月，超出 3个月应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

使用。 

5.5.14 散装干混砂浆在贮存及使用过程中，当对砂浆质量的均匀性有疑问或争议时，

应按本导则附录 A的规定检验其均匀性。 

5.5.15 干混砂浆应按不同品种稠度控制要求加水，不得添加其他成分。 

5.5.16 干混砂浆拌和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要求。 

5.5.17 干混砂浆应采用机械拌合，拌合时间除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外，且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采用连续式搅拌器搅拌时，应搅拌均匀，并应使砂浆拌合物均匀稳定； 

2 应用手持式电动搅拌器搅拌时，应先在容器内加入规定量的水或配套溶液，再加入干

混砂浆搅拌，搅拌时间应为 3min—5min，且应按产品说明书的 要求静停后再拌合均匀； 

3 拌合结束后，及时清洗搅拌设备。 

5.5.18 拌合好的干混砂浆应在 2小时内用完，超过此时间砂浆产品可能会开始初凝，

再使 用的话强度等性能将会明显下降，影响砂浆干燥后的性能。 



5.5.19 干混砂浆一次搅拌量应在砂浆可操作时间内用完，且应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 

5.5.20 干混砂浆或湿拌砂浆拌合物出现少量泌水时，应拌和均匀后再使用。 

5.5.21  已经开始凝结或硬化的砂浆，严禁加水搅拌再次使用. 

 

 

 

 

 

 



6 施工质量控制 

6.1 产品质量要求 

6.1.1 干混砂浆 

干混砂浆试验时的稠度为：砌筑砂浆 70mm~80mm,抹灰砂浆 90mm~100mm,地面砂浆

45mm~55mm。 

6.1.2 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 

6.1.3 抗渗压力 

抗渗压力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 

6.1.4 砌体力学性能 

砌筑砂浆的砌体抗压强度、抗剪强度试验应按《砌体基本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J 

129 的规定进行。 

6.1.5 表观密度 

表观密度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 

6.1.6 保水率 

保水率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其中

滤纸数量可取为 8片。详细测试方法参照附录 B 

6.1.7 凝结时间 

凝结时间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 

6.1.8 2h 稠度损失率 

稠度损失率试验应按本标准附录 C的规定进行。 

6.1.9 拉伸粘结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

6.1.10 收缩值 

收缩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的 有关规定进行。 

6.1.11 抗冻性 

抗冻性试验应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的有关规定进行。冻融

循环次数按夏热冬冷地区 25 次确定。 

6.1.12 施工中的砂浆强度验收应满足：同一验收批砂浆抗压强度平均值应大于或等于



设计强度等级所对应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同一验收批砂浆的最小抗压强度值应大于或等于设

计等级所对应的立方体抗压强度的 0.75 倍。对砂浆质量有疑问或争议时，可委托有资质的

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6.1.13 砌筑砂浆施工质量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GB 

50203 的规定执行。砌筑砂浆强度检验不合格时，可采用国家现行标准《砌体工程现场检测

技术标准》GB/T 50315 或其他非破损检测方法，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验。 

6.1.14 抹灰砂浆施工质量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10 的规定执行。外墙贴饰面砖时，尚应按行业现行标准《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JGJ 126 的规定执行。 

6.1.15 地面砂浆施工质量验收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的规定执行。 

6.2产品进场检验 

6.2.1 砂浆进场时，应向施工单位提供行业主管部门备案证书，并按批次提供质量证明

文件。质量证明文件应包括产品型式检验报告和出厂检验报告。 

6.2.2 预拌砂浆进场时应进行外观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散装干混砂浆应外观均匀，无结块、受潮现象。 

2 袋装干混砂浆应包装完整，无结块、受潮现象。 

3 湿拌砂浆应外观均匀，无离析、泌水现象。 

6.2.3 袋装干混砂浆每袋包装质量不得小于标志质量的 99%。 

6.3 产品抽检要求 

6.3.1 预拌砂浆外观、稠度检验合格后，应按下列表中的规定进行后期指标复验。 

 

砂浆品种 检验项目 检验批量 

干混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同一厂家、品种、等级、批

号且连续进场的，每 500t

为一检验批次，不足 500t

按一检验批次计算 

干混抹灰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 

干混地面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湿拌砌筑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同一厂家、品种、等级、批

号且连续进场的，每 250m
3

为一检验批次，不足 250m
3

按一检验批次计算 

湿拌抹灰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拉伸粘结强度 

湿拌地面砂浆 保水率、抗压强度 



 

6.3.2 进场检验的结果应在试验结束后 7d 内通知供方。 

6.3.3 当预拌砂浆进场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表 4.1.4 或表 4.2.4 的要求时，该批产品判定

为合格；当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则该批产品判定为不合格。 

6.3.4 特殊要求的取样检验项目应按设计规定或有关标准进行。 

6.4 质量检验方法 

   6.4.1 取样 

 根据《预拌砂浆》 GB/T 25181-2010、《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2009

的规定，交货检验的湿拌预拌砂浆试样应在交货地点随机采取。当从运输车中取样时，应在

卸料前，让搅拌车快速搅拌均与后卸料，抽取卸料至运输车1/4至3/4部位的砂浆，并且搅拌

均与后检验，做同一组（批）试件的砂浆应在同一车抽取，交货检验湿拌预拌砂浆试样的采

取及稠度和分层度应在砂浆运至交货地点时开始算起15min内完成，试件的制作应在30min

内完成，每次抽取数量不得少于试验用量的4倍。 

  6.4.2 稠度检测 

根据《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的规定： 

1 稠度试验所用仪器应符合《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中有关

技术要求之规定。 

2 用少量润滑油轻擦滑杆，再将滑杆上多余的油用吸油纸擦净，使滑杆能自由滑动； 

3 用湿布擦净盛浆容器和试锥表面，将砂浆拌合物一次装入容器，使砂浆表面低于容器

口约10mm 左右。用捣棒自容器中心向边缘均匀地插捣25 次，然后轻轻地将容器摇动或敲击

5～6 下，使砂浆表面平整，然后将容器置于稠度测定仪的底座上。 

4 拧松制动螺丝，向下移动滑杆，当试锥尖端与砂浆表面刚接触时，拧紧制动螺丝，使

齿条侧杆下端刚接触滑杆上端，读出刻度盘上的读数（精确至1mm）。 

5 拧松制动螺丝，同时计时间，10s 时立即拧紧螺丝，将齿条测杆下端接触滑杆上端，

从刻度盘上读出下沉深度（精确至1mm），二次读数的差值即为砂浆的稠度值； 

6 盛装容器内的砂浆，只允许测定一次稠度，重复测定时，应重新取样测定。取两次试

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1mm；如两次试验值之差大于10mm，应重新取样测定。 

 
 
 
 

 

 



 

  6.4.3 分层度检测 

分层度试验所使用仪器应符合《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中有

关技术要求之规定。 

1 首先将砂浆拌合物按上述稠度试验方法测定稠度； 

2 将砂浆拌合物一次装入分层度筒内，待装满后，用木锤在容器周围距离大致相等的四

个不同部位轻轻敲击1～2 下，如砂浆沉落到低于筒口，则应随时添加，然后刮去多余的砂

浆并用抹刀抹平； 

3 静置30min 后，去掉上节200mm 砂浆，剩余的100mm 砂浆倒出放在拌合锅内拌2min，

再按上述稠度试验方法测其稠度。前后测得的稠度之差即为该砂浆的分层度（mm）。 

4 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砂浆的分层度值；两次分层度试验值之差如大于

10mm，应重新取样测定。 

注：也可采用快速法测定分层度，其步骤是：1.按第上述稠度试验方法测定稠度；2.

将分层度筒预先固定在振动台上，砂浆一次装入分层度筒内，振动20S；3.然后去掉上节200mm 

砂浆，剩余100mm 砂浆倒出放在拌合锅内拌2min，再按上述稠度试验方法测其稠度，前后测

得的稠度之差即为是该砂浆的分层度值。但如有争议时，以标准法为准。 

  6.4.4 湿拌预拌砂浆开放时间定义 

针对于湿拌预拌砂浆，有必要在砂浆“凝结时间”的基础上，根据建筑工程的实际需求，

针对湿拌预拌砂浆的生产及应用特性，提出一个质量内控的新概念：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的定义：开放时间（Hk）：在规定时间Hk内，砂浆拌合物的性能指标同时满足

以下四项要求：1.稠度损失率≤10%（参照但不同于GB25181-2010 《预拌砂浆》标准）；2.

泌水变化率≤5% （参照但不同于GB/T 50080《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3.凝结时间≤1.3Hk （参照但不等同于JGJ/T-70《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6.4.5 湿拌预拌砂浆试件成型 

根据《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的规定： 

1 成型前，应检查试模尺寸并符合《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

的相关技术规定，试模材质材质规定参照JG3019 第4.1.3 及4.2.1 条。 

2 采用立方体试件，每组试件3 个。 

3 应用黄油等密封材料涂抹试模的外接缝，试模内涂刷薄层机油或脱模剂，将拌制好的

砂浆一次性装满砂浆试模，成型方法根据稠度而定。当稠度≥50mm 时采用人工振捣成型，

当稠度＜50mm 时采用振动台振实成型。1.人工振捣：用捣棒均匀地由边缘向中心按螺旋方

式插捣25 次，插捣过程中如砂浆沉落低于试模口，应随时添加砂浆，可用油灰刀插捣数次，

并用手将试模一边抬高5mm～10mm各振动5 次，使砂浆高出试模顶面6mm～8mm。2.机械振动：



将砂浆一次装满试模，放置到振动台上，振动时试模不得跳动，振动5～10秒或持续到表面

出浆为止；不得过振。 

4 待表面水分稍干后，将高出试模部分的砂浆沿试模顶面刮去并抹平。 

5 试件制作后应在室温为（20±5）℃的环境下静置（24±2）h，当气温较低时，可适

当延长时间，但不应超过两昼夜，然后对试件进行编号、拆模。试件拆模后应立即放入温度

为（20±2）℃，相对湿度为90%以上的标准养护室中养护。养护期间，试件彼此间隔不小于

10mm，混合砂浆试件上面应覆盖以防有水滴在试件上。 

  6.4.6 试件取样频次及数量 

根据《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2009规定，出厂检验的湿拌预拌砂

浆试样应在交货地点随机采取，取样频率和组批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稠度、分层度、凝结时间、抗压强度和拉伸粘接强度检验的试样，每50m³（或抹灰砂

浆1000㎡）相同配比的湿拌预拌砂浆取样不应少于一次；每一工作班相同配合比不足50m³

（或抹灰砂浆1000㎡）时，取样不应少于一次。 

2 抗渗压力试验的试样，每100m³相同配比的湿拌预拌砂浆取样不应少于一次；每一工

作班相同配合比不足100m³时，取样不应少于一次。 

  6.4.7 湿拌预拌砂浆方量检验 

对砂浆方量的检验是一道必须的程序，在施工过程中，会发生砂浆施工的实际施工方量

与计划方量不符的情况，造成砂浆量差的争议。通过对砂浆方量的检验可消除此量差争议。 

1 在施工现场需方应有专人负责检查验收，实际方量以供、需双方在供货单上签字确认

的方量为准。客户可以随机根据砂浆的容重（湿拌商品的容重通常为1800kg/m³）对砂浆方

量进行过磅抽验。 

2 供货量已运输车发货总体积（m³）计。施工中，需方应动态掌握砂浆工程施工量，特

别是接近尾部（约5%）时，要准确计算数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浪费。 

  6.4.8 湿拌预拌砂浆现场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式 

1 砂浆出现严重泌水或者稠度过大不满足施工要求时，与供应方人员联系退货。 

2 砂浆由于长时间未使用，已超过湿拌预拌砂浆的开放时间，稠度损失过大，难以进行

施工，应通知供应方，由供应方技术人员现场处理解决问题，需方不得随意向砂浆内加水、

加料。 

3 若现场砂浆拌合物交货验收时，发现砂浆出现质量异常的现象应紧急停止卸料，并及

时与搅拌站联系，等供方人员到处处理或作退货处理。 

4 砂浆到达工地交付验收时，需方应保证在相应的时间段内使用完毕，其等待延续时间

不得超过供需双方约定的保塑时间，当超过保塑时间时，及时与技术人员联系，确认砂浆是

否能重塑使用；当砂浆不能进行重塑使用时，不得再用，及时进行报废或者降级处理。 

 



7  常见的质量问题及处理对策 

 

7.1 砂浆开裂 

    砂浆裂纹分 3种情况，分别是：1.砂浆上墙后局部砂浆层太厚，工人没有及时压实造成

砂浆往下滑出现塑性裂纹，如图 7.1-1；砂浆层硬化后的强度太高或硬化收缩率过大造成砂

浆在一个月后出现的收缩龟裂纹，如图 7.1-2；砂浆到达初凝时间后工人加大量水进行搅拌

后再上墙造成大量的塑性裂纹，砂浆本身含水量太高造成收水后的大量塑性裂纹，如图

7.1-3。 

 
 

 

 

 

 

 

 
 图 7.1-1 局部砂浆层太厚   图 7.1-2 收缩龟裂纹   图 7.1-3 超过开放时间   

     

解决对策：1.严格控制砂率不要低于 80%（干料计），砂率越低砂浆塑性收缩率及干硬

后的收缩率越大；2.严格控制砂石粉含量不要超过 6%，决对不能使用泥块含量超标的砂，

此种砂需水量很高，砂浆塑性收缩率大，容易造成砂浆产生大面积塑性裂纹；3.工人要掌握

好搓平时间，对下堕的砂浆要及时铲平并重新填平压实；4.尽量避免砂浆尾浆的使用（达到

凝结时间的砂浆叫尾浆），这种浆的和易性变得很差，要加大量的水进行搅拌才能上墙，会

产生大量的塑性裂纹。 

7.2砂浆空鼓 

砂浆空鼓的根本原因是混凝土层与砂浆层的干硬收缩率不一致，导致收缩应力不一致，

造成空鼓；其主要原因是界面处理不当，如图 7.2-1、2、3、4。 

砂浆空鼓经常发生在剪力墙面，解决措施是正确的界面处理。 

 

 

 

 



 

 
 

 

 

   

 

 

 

 

 

 

 

 

 

 
 
 

7.3砂浆粉化 

原因分析：1.砂浆粉化最常见的是由于用了水化反应后的砂浆尾浆进行施工，砂浆达到

保塑时间后会失去和易性，要加大量水进行搅拌后施工，强度会大大降低，同时会伴随有大

量的塑性裂纹出现；2.墙面或环境过于干燥也会使砂浆层快速失水，水泥来不及水化就干掉

了，这也会造成砂浆粉化的情况。 

解决对策：1.加强站内控制，避免细砂的使用，若使用细砂要相应增大水泥用量；2.

加强现场控制，一方面避免砂浆尾浆的使用；另一方面对于过于干燥的环境下要加强墙面的

淋水工作，并做好砂浆硬化初期的淋水养护工作。 

7.4 砂浆工作性较差 

主要有四种情况：砂浆太干、砂浆太稀、砂浆太粗、砂浆中含有碎石，如图 7.4-1、2、

3、4。这些情况都不是太大的质量投诉问题，通过对原材料的把控和生产的控制都能及时解

决。 

7.5 平整密实度差 

1 砌筑砂浆验收按抗压强度批评定进行，其合格条件应符合 JGJT 223-2010 《预拌砂

浆应用技术规程》中的规定。 

2 抹灰砂浆表面应光滑、平整、洁净、接槎平整、颜色均匀，分隔缝应清晰；护角、孔

洞、槽、盒周围的抹灰表面整齐、光滑，管道后面的抹灰面应平整；室外抹灰砂浆层应在

图 7.2-3 砂浆再次剥落 图 7.2-4 界面剂

图 7.2-1 基层没有界面处理 图 7.2-2 界面剂粘结力明显不足 



28d 龄期时，检查实体拉伸粘接强度检验报告单。 

3 地面砂浆应平整密实，上一层与下一层应结合牢固，应无空鼓裂缝。当空鼓面积不大

于 400mm2，且每自然间不多于两处时，可不计；砂浆表面应洁净，无起砂、脱皮、麻面等

缺陷；踢脚线应与墙面结合牢固、高度一致、出墙厚度均匀。 

图 7.4-1 有石子 图 7.4-2 砂浆太稀 

图 7.4-3 砂浆太粗 图 7.4-4 砂浆太干 



8 附录 

8.1引用标准 

GB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50345 《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GB/T25181-2010 《预拌砂浆》 

TGT/T223-2010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TGT/T105 《机械喷涂抹灰施工规程》 

TGT/T220-2010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SB/T10461 《干混砂浆散装移动仓技术规范》 

GB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T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50203 《砌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T50315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 

JC860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砌筑砂浆》 

JC890 《蒸压加气混凝土用砌筑砂浆和抹面砂浆》 

JGJ63 《混凝土拌合用水》 

JGJ7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 

JGJ126 《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GJ/T105 《机械喷涂抹灰施工技术规程》 

JGJ/T136 《贯入法检测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T5094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CJS01-2011 《杭州市预拌砂浆应用技术导则》 

J 10012-2012 《上海市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 117232010 《湖南省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 

  

  



8.2 散装干拌砂浆均匀性试验方法 

A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散装干拌砂浆运输到施工现场后的均匀性。 

A2 试验方法与判定 

A2.1 筛分试验 

   1 在储料罐的五个不同部位或在放料过程的五个不同时间分别取出不少于5000g干拌砂

浆，将每份干拌砂浆人工拌和均匀后，称取500g试样筛分。 

   2 筛析试验按GB／T1345进行。测得0.08mm方孔筛通过率数据5个。舍去最大值和最小值

后，保留中间3个数据。 

 3 计算3个数据值的算术平均值。 

   4 计算任何一个保留值与平均值的绝对误差，若误差小于3％，该批干拌砂浆的粒径均

匀性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A2.2 强度试验 

1 把筛分结果靠中的3份试样的剩余料进行抗压强度试验，试验按JGJ70－90进行，但其

中养护条件为：温度20℃±3℃，相对湿度不低于90％。 

 2 每份试样成型6个试块，养护至28天龄期后试压。 

   3 每份试样抗压强度舍去最大值和最小值，保留中间4个抗压强度数据，并计算4个数的

平均值。 

 4 将3份试样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再进行平均，作为试件抗压强度的真值。 

 5 计算每份试样抗压强度的平均值同真值的相对误差，若相对误差不超过真值的20％，

则该批干拌砂浆的强度均匀性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A2.3 合格判定 

只有粒径均匀性和强度均匀性都合格，该批干拌砂浆的均匀性判定合格。仅有一项合格

仍判定为均匀性不合格。 



8.3 砂浆保水率试验方法

B1 试验用仪器和工具 

B1.1 可密封的取样容器(在准备盛装砂浆样本时必须是清沽和干燥的)。 

B1.2 金属硬质圆形试模，内径100mm，内部深度25mm。 

B1.3 一个2kg的重物或砝码。 

B1.4 抹刀等。 

B1.5 2片医用纱布，尺寸规格：110mm×110mm(此医用纱布主要作用是隔离砂浆与滤纸，防

止滤纸沾有砂浆等，尽量选用纱线稀疏，厚度较小，吸水较少棉纱为宜)。 

B1.6 8片超白滤纸(GB／T1914-93，中速定性滤纸：200g／m
2
)，直径110mm。 

B1.7 两片坚固金属或玻璃的不透水片(片A为试模下垫片，片B为试模上盖片)，尺寸规格：

方型：110mm×110mm；圆型：直径110mm。 

B1.8 电子秤：量程范围200g，分度值0.01g。 

B2 试验步骤 

B2.1 秤量洁净干燥试模质量M1和8片超白滤纸质量M2。 

B2.2 用抹刀将砂浆约分十次填充进试模，当砂浆在试模内己填充至略高于试模边缘，用抹

刀以 45°角一次性在试模面将多余的砂浆刮去，然后再用抹刀以较平的角度在试模面以反

方向再将砂浆荡平。 

B2.3 清除掉试模边的砂浆，并称量试模连同砂浆质量 M3。 

B2.4 用已称量的两片医用纱布在砂浆面覆盖，再在纱布面放上8片滤纸；用不透水片盖在滤

纸面上，再以2kg的重物把不透水片压住。 

B2.5 静置2分钟后，移走重物及不透水片取出滤纸(不包括纱布)，秤量至0.0lg，得M4；(注：

另一方法可将试模和砂浆一起分吸水前与吸水后分别秤量，两次质量相减以得出被吸走水份

的重量，如以此方法则可不用先将滤纸秤量)。 

B2.6 查取所测砂浆含水率，如砂浆含水率无法得知，则须先同时测定砂浆的含水率。 

B2.7 以砂浆的另一试样重复上述测试。 

B2.8 砂浆含水率测试方法 

按附录A所述的方法取样后从样本中秤量约10±O.1g置于一干燥及已预先秤重的碟

中，以(105±5)℃的温度将砂浆烘干至稳定质量。以下列算式计算砂浆的含水率，准确至

O.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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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 砂浆含水率，％； 

M5 —— 烘干后所损失的质量(g)； 

M6 —— 砂浆样本总质量(g)。 

B3 试验结果确定 

B3.1 保水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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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 —— 保水率，％； 

M1 —— 干燥试模质量，g； 

M2——八片滤纸未吸水前质量，g； 

M3——试模与砂浆总质量，g； 

M4——八片滤纸吸水后质量，g； 

α—— 砂浆含水率，％。 

B3.2 以砂浆的另一试样重复上述测试，并将两次测试所得的砂浆保水率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该砂浆的保水率测试结果；如两个测定值中有一个超出两个平均值的 5％，则此组结果作废。 



8.4 稠度损失率试验方法 

C.1 试验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为空气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C.2 试验仪器

C.2.1 砂浆稠度测定仪：应符合《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JGJ/T 70 的要求； 

C.2.2 秤:称量 20kg，感量 20g;

C.2.3 容量筒:容积为 10L;

C.2.4 钢制掏棒:直径 10mm，长 350mm，端部磨圆。

C.3 试验步骤

C.3.1 称取不少于 10kg 的干混砂浆，按本规定 7.0.1 条规定的稠 度确定用水量，按《建

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 规 定的方法进行搅拌。 

C.3.2 砂浆搅拌完毕，立即按《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T 70 规定的方

法测定砂浆的初始稠度。测完稠度的砂浆应废弃。 

C.3.3 将剩余砂浆拌合物装人用湿布擦过的 10L 容量筒内，容器表面不覆盖，然后置于

标准试验条件下。 

C.3.4 从砂浆加水开始计时，2h时测试砂浆的稠度。测试稠度前应将容量筒内的砂浆拌

合物人工拌和均匀，砂浆表面泌水不清除。 

C.4 试验结果

C.4.1 砂浆稠度损失率按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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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2h 砂浆稠度损失率，％，精确到 0.1%； 

S0——砂浆初始稠度，mm; 

S2h——2h时测试的砂浆稠度，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