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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现代混凝土技术进步，混凝土工程对砂石骨料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建筑

砂石骨料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现代混凝土的技术效果，成为影响混凝土技术进步和工程质

量的瓶颈。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高性能混凝土技术在工程中应用，实现砂石产业转型升级，

引导优质优价，促进混凝土产业转型，保证混凝土工程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鼓励团体编制标准的指导思想，有必要针对高品质骨料提出高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

技术要求，编制用于高性能混凝土骨料的协会产品标准，建立高品质骨料技术体系势在必行。 

本标准主要内容是：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定义和术语；4.分类;5.等级;6. 

技术要求;7.试验方法 8.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规范由中国砂石协会(CAA)负责管理，由北京建筑大学负责起草，并负责对具体内

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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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混凝土用骨料 

 

1 范围 

依据《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指南》和 JGJT385-2015《高性能混凝土验收标

准》中高性能混凝土关于采用优质常规原材料的原则要求，规定高性能混凝土用

骨料(高品质混凝土骨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规格、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储存和运输等的执行依据。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中高性能混凝土用砂石骨料。 

2 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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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明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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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684       建筑用砂 

GB/T 14685       建筑用卵石、碎石 

JGJ/T241-2011     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03.1       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 6003.2       金属穿孔板试验筛 

GB/T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GJT385-2015      高性能混凝土验收标准 

         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混凝土骨料  Aggregate for Concrete 

用于建设工程中混凝土及其制品起骨架作用的颗粒状松散堆积材料，用以抑

制混凝土收缩，保证混凝土体积稳定性。粗骨料指粒径指公称粒径大于 5mm(使

用方孔筛边长 4.75mm)的岩石颗粒，包括碎石、卵石；细骨料指公称粒径小于

5mm(方孔筛边长 4.75 mm)的岩石颗粒，包括天然砂和人工砂，机制砂、混合砂

等属于人工砂。 

3.2 高品质混凝土骨料 high quality aggregate for concrete 

高品质骨料包括品性和质量，如颗粒级配、颗粒形状、坚固性、吸水率等

主要技术指标优于已有国家标准中的Ⅰ类砂、石要求，以满足高性能混凝土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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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良好施工性能要求的前提下，控制较低的浆骨比以稳定混凝土体积，降低开裂

敏感性，满足耐久性要求。 

3.3 含泥量  clay content 

卵石、碎石和天然砂中粒径小于 75μm 的颗粒含量。 

3.4 石粉含量  crushed dust content 

人工砂中粒径小于 75μm 的颗粒含量。 

3.5 硅质机制砂  Siliceous manufactured sand 

 以硅酸盐为主要成分的砂。 

3.6 钙质机制砂 Calcareous manufactured sand 

 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砂。 

3.7 高吸附性机制砂 High adsorbability manufactured sand 

 机制砂尤其是 150μm 以下颗粒具有较高吸附性，石粉亚甲蓝值大于 1.4，

导致混凝土制备过程中外加剂用量显著增大，拌和物和易性不良的硅质机制砂。 

3.8 坚固性   Soundness 

卵石、碎石、砂在自然风化和其它外界物理化学因素作用下抵抗破裂的能

力。 

3.9 针、片状颗粒  Elongated or flaky particle in coarse aggregate 

卵石、碎石颗粒的长度大于该颗粒所属相应粒级的平均粒径 2.4倍者为针状

颗粒；厚度小于平均粒径 0.4 倍者为片状颗粒。 

3.10 粗骨料不规则颗粒  Irregular particle in coarse aggregate 

卵石、碎石颗粒最小一维尺寸小于该颗粒所属相应粒径范围平均粒径 0.5 倍

的颗粒。 

3.11 细骨料片状颗粒 Flaky particle in fine aggregate 

1.18mm 以上的细骨料颗粒中最小一维尺寸小于该颗粒所对应粒径范围平均

粒径 0.45 倍的颗粒。 

3.12 吸水率 Water absorbing percentage 

砂石骨料饱和面干状态的吸水质量与干燥试样质量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13 石粉亚甲蓝(MB)值  Methylene blue value 

用于判定人工砂中粒径小于 75μm 颗粒的吸附性能的指标。 

3.14 碱活性骨料 Aggregate with alkali reactivity 

在一定条件下会与混凝土中的水泥、外加剂、掺合剂等中的碱物质发生化学

反应，在有水条件下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产生膨胀、开裂甚至破坏的骨料。 

3.15 骨料表观密度  Apparent density of aggregate 

在常压条件下，骨料自然状态下单位体积（包括开口孔和闭口孔）的质量。 

3.16 骨料松散堆积密度  Bulk density of aggregate 

骨料在自然堆积状态下单位体积的质量称为松散堆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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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空隙率 Void fraction of aggregate 

空隙率指骨料在松散堆积体积中空隙体积所占的例。 

3.18 砂子的比粒度 Specific granularity 

将砂看做球形，相同质量的每一粒级砂的粒径均比相邻粒级砂的粒径相差

1/2，称作比表面积指数①。比粒度即各粒级分级筛余与相应响应比表面积指数

的乘积。 

                                       

附注：①以 2.36-4.75mm粒级的表面积指数为 1计算 

       ②砂子比粒度按下表计算 

粒径 ＞4.75mm 2.36-4.75mm 1.18-2.36mm 0.6-1.18mm 0.3-0.6mm 0.15-0.30 mm 

比表面积
指数 

1 / 2 1 2 4 8 16 

分级筛余
（%） 

a1 a2 a3 a4 a5 a6 

砂子比粒度=(1 / 2) a1+ a2+2 a3+4a4+8a5+16a6 

 

4 分类 

4.1 类别 

4.1.1 建设用石分为：卵石、碎石两类。 

4.1.2 砂按产源分为:天然砂、人工砂两类。普通细骨料中的人工砂包括机

制砂和混合砂，机制砂分为钙质机制砂和硅质机制砂。 

4.2 等级 

卵石、碎石、砂按技术要求分为特级和Ⅰ级。 

5一般要求 

5.1 除符合国家标准GB/T 14684、GB/T 14685中的一般要求外，放射性应符合GB 

6566的规定。 

5.2 要求混凝土骨料具有适当的粒径，良好的级配与颗粒形状。 

5.3 机制砂产品以湿砂供应用户，含水状态应超过饱和面干且以运输时不滴漏为

原则。 

6 技术要求 

6.1 粗骨料的技术要求 

6.1.1 粗骨料粒形要求 

    粗骨料针片状颗粒和不规则颗粒含量满足表6-1要求。 

表 6-1 粗骨料粒形要求 

类别 特级 Ⅰ级 

针、片状颗粒含量（%）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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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则颗粒含量（%） ≤10 ≤20 

6.1.2 粗骨料级配 

使用单粒级粗骨料分仓储存，分级供应销售。单粒级可分为5-10mm和

10-20mm两个单粒级级配或5-10mm、10-16mm和16-25mm三个单粒级或按用户

订单要求。用户用单粒级级配目标是得到尽量低的松散堆积空隙率；表6-2规定

级配后松散堆积空隙率的最低要求。 

表 6-2 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隙率 

类别      特级        Ⅰ级 

空隙率（%） ≯40 ≯42 

6.1.3粗骨料吸水率 

表 6-3 粗骨料吸水率 

类别 特级 Ⅰ级 

粗骨料吸水率/% ≤1.0 ≤2.0 

6.1.4 粗骨料坚固性 

表 6-4 粗骨料坚固性指标 

类别      特级               Ⅰ级 

质量损失（%） ≤5 ≤8 

6.1.5 粗骨料压碎指标 

表 6-5 石子压碎指标 

级 别       特级         Ⅰ级 

碎石压碎指标（%）    ≤15    ≤20 

        注:试验证明可以满足混凝土性能要求时Ⅰ级可放宽至25% 

6.1.6 粗骨料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 

    高强混凝土和低塑性、干硬性混凝土粗骨料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宜高于混凝

土强度等级值的 1.3倍，对于普通等级预拌混凝土粗骨料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不

宜低于 40MPa。 

6.2 细骨料的技术要求 

6.2.1 细骨料粒形 

    使用条形孔筛进行检测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检测方法见附录 D。细骨料片

状颗粒含量应满足表 6-6要求。 

表 6-6 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 

类别      特级        Ⅰ级 

  片状颗粒含量（%） ≤10  ≤15 

6.2.2 砂的粗细程度 

      细度模数宜在 2.3-3.2之间；比粒度宜在 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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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砂的级配 

采用分级筛余指标对细骨料级配进行质量控制，控制范围见表 6-7。 

表 6-7 砂分计筛余百分率表（%） 

注：高吸附性硅质机制砂 150微米以下颗粒和粉体特Ⅰ级不宜大于 8%；Ⅰ级不宜大于 10%。 

6.2.4人工砂石粉含量 

  表 6-8 石粉含量 

亚甲蓝值 ≤0.5    ＞0.5 ≤1.4 ＞1.4 

石粉含量 ≤10.0    ≤6.0 ≤3.0 

注:1.天然砂含泥量应符合 GB14684一类砂的要求。 

   2.特级人工砂亚甲蓝值≤0.5。 

6.2.5 砂坚固性指标 

表 6-9 坚固性指标 

类别        特级         Ⅰ级 

质量损失（%）      ≤5     ≤8 

6.2.6 砂压碎值 

表 6-10  压碎指标 

类别        特级      Ⅰ级 

砂单级压碎值（%）     ≤20    ≤25 

6.2.7砂表观密度与堆积密度 

砂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表观密度不小于 2500 kg/m3；松散堆积密度不小于 1450 kg/m3；空隙率不大

于 43%。 

6.3 骨料碱活性 

骨料是否具有碱活性本标准不作为合格与否的评定指标。如果骨料具有碱

活性，且混凝土结构处于易发生碱骨料病害的环境中，则要求配制混凝土时粉煤

灰占胶凝材料比例不低于 30%或矿渣粉占胶凝材料比例不低于 40%，并相应采用

较低的水胶比，含气量不低于 4.0%。 

6.4 骨料的单粒级生产与供应 

    为满足混凝土技术精细化的发展要求，鼓励砂石骨料单粒级生产与出售，需

满足除级配、石粉等不适用条款外的其他技术要求。 

公称粒径/mm    5.00     2.50    1.25     0.63    0.315   0.160 ＜0.160 

方孔筛尺寸/mm  4.75     2.36    1.18     0.60    0.30     0.15   筛底 

   特级       0-10     10-15   10-25   20-31   20-30    8-20    0-10 

   Ⅰ级       0-10     5-25    5-30    15-36   15-35    3-2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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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验方法 

7.1 亚甲蓝值试验 

7.1.1 本测试方法，适用于机制砂石粉亚甲蓝MB值的测试。  

7.1.2 试验应采用以下仪器设备：  

1 烘箱——温度控制范围为（105±5）℃。  

2 天平——称量 1000 g，感量 1 g；称量 100 g，感量 0.01 g。  

3 移液管——5mL、2mL 移液管各一个。  

4 三片或四片式叶轮搅拌器——转速可调（最高达（600±60）r/min），直径（75

±10）mm。  

5 定时装置——精度 1s。  

6 玻璃容量瓶——容量 1L。  

7 温度计——精度 1℃。  

8 玻璃棒——2 支，直径 8mm，长 300mm。  

9 滤纸——快速。  

10 烧杯——容量为 1000mL。 

7.1.3 试样应按下列步骤进行制备：  

1 将石灰石粉样品缩分至 200 g，放在烘箱中于（105±5）℃下烘干至恒重，冷

却至室温；另准备 0.5 mm～1.0 mm 的标准砂 500 g。  

2 称取 50 g 石灰石粉和 150 g 的 0.5 mm～1.0 mm 的标准砂，分别精确至 0.1 g；

将称取的石灰石粉和标准砂拌和均匀，备用。  

7.1.4 应按照下列步骤配制亚甲蓝溶液：  

1 将含量≥95%的亚甲蓝(C16H18C1N3S • 3H2O) 粉末在 105℃±5℃下烘干至

恒重，称取烘干亚甲蓝粉末 10 g，精确至 0.01 g，倒入盛有约 600 mL 蒸馏水（水

温加热至 35 ℃～40 ℃）的烧杯中，在搅拌器中持续搅拌 40 min，直至亚甲蓝

粉末完全溶解，并冷却至 20 ℃。  

2 将溶液倒入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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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加蒸馏水至容量瓶 1 L 刻

度。振荡容量瓶以保证亚甲蓝粉末完全溶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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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d），并置于阴暗处保存。  

7.1.5 应该下列步骤进行试验操作：  

1 将试样倒入盛有（500±5）mL 蒸馏水的烧杯中用叶轮搅拌机以（600±60）r/min

转速搅拌 5 min，形成悬浮液，然后以（400±40）r/min 转速持续搅拌，直至试

验结束。  

2 悬浮液中加入 5mL 亚甲蓝溶液，以（400±40）r/min 转速搅拌至少 1 min 后，

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所取悬浮液滴应使沉淀物直径在 8 mm～12 mm 内），

滴于滤纸（置于空烧杯或其他合适的支撑物上，以使滤纸表面不与任何固体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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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接触）上。若沉淀物周围未出现色晕，再加入 5 mL 亚甲蓝溶液，继续搅拌 1 min，

再用玻璃棒蘸取一滴悬浮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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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宽度为 1 mm 的浅蓝色晕。此时，应继续

搅拌，不加亚甲蓝溶液，每 1 min 进行一次蘸染试验。若色晕在 4 min 内消失，

再加入 5 mL 亚甲蓝溶液；若色晕在第 5 min 消失，再加入 2 mL 亚甲蓝溶液。两

种情况下，均应继续进行搅拌和蘸染试验，直至色晕可持续 5 min。  

3 记录色晕持续 5 min 时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总体积，精确至 1mL。  

4 亚甲蓝 MB 值按下式计算，结果精确至 0.01。  

MB＝V/G×10 …………………………………（7.1-1） 

式中：  

MB——亚甲蓝值，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G——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V——所加入的亚甲蓝溶液的总量，单位为毫升（mL）。  

注：公式中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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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系数。 

7.2粗骨料不规则颗粒含量试验方法 

7.2.1 粗骨料不规则颗粒的检测方法 

    根据定义，利用条形孔筛试验筛进行检测。筛子共 5 种型号，条形筛孔宽分

别为 3.6mm、6.4mm、8.8mm、11.4 和 14.5mm，分别检测 4.75-9.5mm 、9.5-16mm、

16-19mm、19-26.5mm 和 26.5-31.5mm 五个粒径范围的粗骨料不规则颗粒。 

7.2.2 试验设备 

7.2.2.1 条形孔筛，条形孔筛宽度分别为 3.6mm、6.4mm、8.8mm、11.4mm 和

14.5mm。 

7.2.2.2 电动摇筛机和粗骨料颗粒级配试验筛 

7.2.2.3 天平，量程不小于 2000g，感量不大于 1g 

7.2.3 试验步骤 

    取样：取 2000g 粗骨料烘干，将试样按五个粒径区 4.75-9.5mm、9.5-16.0mm、

16.0-19mm、19-26.5mm 和 26.5-31.5mm 筛分开。 

    检验：将粒径区 4.75-9.5mm、9.5-16.0mm、16.0-19mm、19-26.5mm、

26.5-31.5mm 的粗骨料分别放入宽为 3.6mm、6.4mm、8.8mm、11.4mm、14.5mm

的筛子分别进行筛分，各筛筛下颗粒合并后称质量，得到不规则颗粒的总质量 G。 

7.2.4 粗骨料不规则颗粒含量计算 

不规则颗粒含量按式 7.2-1 计算，精确至 1%。 

          100
2000

b 
G

Q                    （7.2-1） 

式中： 



中国砂石协会标准 CAA-S001-2017 

 10 

    Qb ——不规则颗粒含量，%； 

    G——不规则颗粒总质量，单位为克（g） 

7.3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试验方法 

7.3.1 细骨料片状颗粒的检测方法 

    根据定义，利用条形孔试验筛进行检测。条形筛孔宽分别为 0.8mm、1.6mm、

3.2mm 分别检测 1.18-2.36mm 、2.36-4.75mm、4.75-9. 50mm 三个粒径范围的片

状颗粒。 

7.3.2 试验设备 

7.3.2.1 条形孔筛，条形孔筛宽度分别为 0.8mm、1.6mm 和 3.2mm 

7.3.2.2 电动摇筛机和细骨料颗粒级配试验筛 

7.3.2.3 天平，量程不小于 1000g，感量不大于 1g 

7.3.3 试验步骤 

    取 500g 烘干或风干砂，筛除 1.18mm 以下砂样，将剩下的砂进行筛分，筛

分成 1.18-2.36mm 、2.36-4.75mm、4.75-9. 50mm 三个粒径区的砂，然后分别放

到条形孔宽为 0.8mm、1.6mm 和 3.2mm 的筛子中进行筛分，称取各筛筛下颗粒

质量，并相加得到筛下颗粒总质量 G。G 除以砂样总质量 500g 所得百分比即为

细骨料中片状颗粒含量。 

7.3.4 粗骨料片状颗粒含量计算 

    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按式 7.4.-1 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100
500


G

Q                （7.4.-1） 

式中： 

Q ──片状颗粒含量，%；； 

G──粒径 1.18～9.5mm 内，试样所含片状颗粒总质量，单位为克（g） 

8.标志、储存和运输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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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砂的类别、等级和生产厂信息； 

b)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c) 出厂检验结果、日期及执行标准编号； 

d)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e)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8.2 砂应按类别、等级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混合及污染产品。 

8.3 卵石、碎石出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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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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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类别、等级、公称粒级和生产厂家信息； 

g)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h) 出厂检验结果、日期及执行标准编号； 

i)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j)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8.4 卵石、碎石应按类别、等级、公称粒级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及污

染产品。 

8.5 运输时，应有必要的防遗撒设施，严禁污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