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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负责解释。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JC/T ××××—201× 

1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水利水电、采矿、交通、工业及民用建筑等领域的防渗堵漏和加固补强处理用的水泥

水玻璃灌浆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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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4209  工业硅酸钠 

GB/T 4472—2011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测定通则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GB/T 749—2008  水泥抗硫酸盐侵蚀试验方法 

JC/T 726  水泥胶砂试模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T 70—2009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  cement-sodium silicate grout 

以水泥、水玻璃水溶液等为主要组分，制成的具有胶凝作用的灌浆材料，需要时可加入添加剂。 

3.2  

浆液  grout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各组分混合后未凝结的液体。 

3.3  

可操作时间  operable time 

浆液全组分混合均匀至不再流动所经历的时间。 

3.4  

结石率  concretion rate 

浆液固化后固结体体积与浆液体积之比。 

4 分类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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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类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代号 CS)按使用功能分为防渗堵漏型(P)和加固补强型(S)。 

4.2 标记 

产品按以下顺序标记：标准编号、产品名称代号和产品分类。 

示例：用于防渗堵漏的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标记为： 

JC/T XXXX—201X CS P 

5 一般要求 

5.1 原材料 

5.1.1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配制，其性能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

采用其他水泥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5.1.2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所采用的工业硅酸钠(水玻璃)应符合 GB/T 4209 的要求，模数在 2.2～3.4

之间，浓度宜为 30～55 波美度。 

5.1.3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所采用的拌合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5.1.4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使用时，根据工程需要，可掺加粉煤灰、膨润土、矿渣微粉等掺合料及其

他添加剂，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5.2 安全与环保要求 

本标准包括的产品的生产与应用不应对人体、生物与环境造成有害影响，所涉及的安全与环保要求，

应符合我国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当产品用于饮用水及灌溉等工程时，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与规

范的要求。 

6 技术要求 

6.1 浆液的物理性能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浆液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1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浆液物理性能 

序号 项  目 浆液性能 

1 外观 无结块、无泌水、无离析 

2 密度/(g/cm3) 报告实测值 

3 稠度/mm ≥10 

4 可操作时间/s ≥7 

6.2 固结体的物理力学性能 

6.2.1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固结体性能基本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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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固结体基本性能 

序号 项  目 
固结体性能 

P S 

1 密度/(g/cm3) ≥1.30 

2 结石率/％ ≥95 

3 抗压强度/MPa 
3 d ≥5 ≥12 

28 d ≥10.0 ≥20.0 

4 抗折强度/MPa 
3 d ≥0.7 ≥1.0 

28 d ≥1.0 ≥2.0 

5 抗渗压力(MPa) ≥0.4 ≥0.8 

6.2.2 加固补强型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固结体的应用性能应符合表 3 的规定。该项目根据工程要求与

环境条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应写入产品订货合同。 

表3 加固补强型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固结体的应用性能 

序号 项  目 固结体性能(S) 

1 抗硫酸盐侵蚀 28 d 抗折强度损失率/％ ≤40 

2 抗冻性 
抗压强度损失率/％ ≤25.0 

质量损失率/％ ≤5.0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7.1.1 标准试验条件：试验室环境温度为(20±2)℃，相对湿度不低于(60±5)％，养护池水温为

(20±1)℃。 

7.1.2 试验前，试样、试验器具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放置至少 24 h。 

7.2 试样 

7.2.1 单项试验的最少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4 的规定。进行多项试验时，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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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项试验取样数量 

序号 试验项目 
取样数量 

g 

1 浆液密度 1 000 

2 稠度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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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操作时间 500 

4 固结体密度 500 

5 固结体结石率 500 

6 抗折、抗压强度 2 000 

7 抗渗压力 5000 

8 抗硫酸盐侵蚀 2 000 

9 抗冻性 5 000 

7.2.2 水泥水玻璃灌浆材料的配比根据生产企业的推荐，按质量比给出。如给出的是一个数值范围，

则应取其中间值。并且在各项性能试验过程中配比应保持一致。 

7.3 外观 

目测。 

7.4 浆液密度 

按 GB/T 4472—2011 中 4.3.3 密度计法测定。一组 3 个试样，取 3 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

结果，计算精确至 0.01 g/cm
3
。 

7.5 稠度 

按 JGJ/T 70—2009 中第三章稠度试验方法进行测定。一组取 3 个试样，取 3 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试验结果，计算精确至 1 mm。 

7.6 可操作时间 

采用倒杯法进行测定，试验步骤如下： 

a) 取 200 mL 水泥水玻璃浆液，在 A 杯中进行混合，并开始记时； 

b) 手持 A、B 两杯，将混合液反复倒来倒去，直到浆液不再流动时所经历的时间为凝胶时间； 

c) 对于反应很快的浆液，会很快失去流动性，烧杯倾倒时不流淌为止。对于反应稍慢的浆液，会

渐渐增加黏度，到可拉成丝状(粘稠状)为止，如图 1 所示。可操作时间为浆液全组分混合到烧

杯倾倒浆液不流淌的时间。 

 

a) 凝胶时间短时初凝时间判断   b) 凝胶时间长时初凝时间判断 

图1 倒杯法凝胶判断示意 

7.7  固结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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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JGJ 70—2009 中“5 表观密度试验”测定固结体密度，计算结果精确到 0.1 g/cm
3
。 

7.8 结石率 

7.8.1 仪器和设备 

7.8.1.1 天平：感量为 0.01 g。 

7.8.1.2 试模：尺寸为 Φ50 mm×100 mm。 

7.8.1.3 刮板、搅拌棒、量筒、烧杯、游标卡尺、机油。 

7.8.2 试验步骤 

7.8.2.1 根据每组所需，取足以进行三次试验的试样，准备好试模。 

7.8.2.2 按照配比制作浆液，水泥和水充分搅拌，时间不少于 5 min，放置时间不宜超过 30 min，然后

加入水玻璃，充分搅拌。 

7.8.2.3 试件制备，将浆液灌入试模中，并用刮板将表面刮平，每组制作三个试件。试件成型后，在

标准试验条件下养护(24±2)h 后脱模。 

7.8.3 试验结果 

7.8.3.1 试件尺寸 

用游标卡尺测量试件直径和高度，测量三次，取算术平均值。 

7.8.3.2 结石率 

以结石体的体积与浆液原始体积的比值计算，取三个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试验结果，计算精确至

0.1％。 

7.9 固结体抗压和抗折强度 

按 GB/T 17671 测定抗压和抗折强度。 

7.9.1 仪器和设备 

7.9.1.1 试模：2 组试模，每组试模三条(40 mm×40 mm×160 mm),其材质和制造尺寸应符合 JC/T 726

要求。 

7.9.1.2 抗折强度与抗压强度试验机用夹具均应符合 GB/T 17671 要求。 

7.9.1.3 材料试验机的最大荷载为 300 kN，试件的预计破坏荷载宜在试验机全量程的 20％～80％，并

具有(2 400±200)N/s 的加荷速率，示值误差不大于标准值的±1％。 

7.9.2 试件制备 

7.9.2.1 每次试验，成型二组试验用的试样。 

7.9.2.2 按照配比制作浆液，水泥和水充分搅拌，时间不少于 5 min，放置时间不宜超过 30 min，然后

加入水玻璃，充分搅拌。 

7.9.2.3 试件制作，将浆液灌入试模中，必要时用振捣棒由外向里按螺旋方向均匀地振捣，用刮刀沿

模壁插捣数次，以防低稠度的浆液经插捣后可能留下气孔，浆液应高出试模顶面 6 mm～8 mm，用刮板刮

平。每个试样按 3 d、28 d 两个龄期成型 2 组，每组 3 个试件。 

7.9.3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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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1 试件成型养护(24±2)h 后拆模，尔后在(20±1)℃水中继续养护。 

7.9.3.2 养护至 3 d、28 d，将试件取出，用软布吸去表面可见的自由水，先测定抗折强度，后测定抗

压强度。 

7.9.4 试验结果 

抗折强度 Rf按公式(1)计算，精确至 0.1 MPa： 

 
3

5.1

b

LF
R f

f


  ...................................... (1) 

式中： 

Ff ——试件破坏时的荷载，单位为牛顿(N)； 

L——支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b——试件截面的边长，单位为毫米(mm)。 

以三个试件抗折强度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当三个强度值中有一个超出平均值

±10％时，应剔除后再取剩下两个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抗压强度 Rc按公式(2)计算，精确至 0.1MPa： 

 
A

F
Rc

c  ........................................ (2) 

式中： 

Fc——试件破坏时的最大荷载，单位为牛顿(N)； 

A——受压部分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以三个试件的六个抗压强度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如六个测定值中有一个超出六个平均值的±10％，剔除这个结果，而以剩下五个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试验结果。如果五个测定值中再有超过它们平均值±10％的，应重新进行试验。 

7.10 抗渗性能 

按 JGJ/T70-2009 中“抗渗性能试验”方法进行。试验步骤如下： 

a) 浆液配制；按生产企业推荐的配比制作浆液，水泥和水充分搅拌，时间不少于 5 min，放置时

间不宜超过 30 min，然后加入水玻璃，充分搅拌； 

b) 将浆液灌入试模中，必要时用振捣棒由外向里按螺旋方向均匀地振捣，用刮刀沿模壁插捣数次，

以防低稠度的浆液经插捣后可能留下气孔，浆液应高出试模顶面 6 mm～8 mm，用刮板刮平。每

组成型 6 个试件； 

c) 标准养护至 28 d 龄期，进行抗渗试验。 

7.11 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试体尺寸为(40×40×160)mm，试验按 GB/T 749—2008 中第 4 章浸泡抗蚀性试验方法(K 法)进行。 

7.12 抗冻性能 

7.12.1 试体制备与养护 

按 JGJ/T 70—2009 中 9.0.1～9.0.2 进行，成型两组试件，每组试件 3个。 

7.12.2 试件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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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水中养护至 28 d，将其中一组试件取出，用软布吸去表面可见的自由水，进行冻融试

验，另一组试件继续在水中养护。 

7.12.3 试验步骤 

按 JGJ/T 70—2009 中“11 抗冻性能试验”进行。试验步骤如下： 

a) 将一组 3 个试件置于冷冻箱(室)中，温度是-15℃，每次冻结时间为 4 h，试件周围留有至少

20 mm 空隙； 

b) 冻融试验结束后，立即将试件放入 15℃～20℃的水槽中进行融化，融化时间不少于 4 h。槽中

的水面应高出试件表面最少 20 mm，融化完毕后该次冻融循环即结束。然后将试件放入冷柜中

进行第二次冻融循环。每 5 次循环应进行一次外观检查，观察有无明显分层裂开、贯通缝等。

若有 2 块出现上述情况，抗冻性试验应终止。 

7.12.4 试验结果 

冻融试验结束时，测定试件的抗压强度与质量，并将其与水中养护的同龄期的试件测定的抗压强度

与质量比较，计算其抗压强度与质量损失率作为试验结果。计算结果精确到 1％。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试验项目为外观、可操作时间、结石率和抗折、抗压强度。 

8.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 6.1 和 6.2.1 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以及 6.2.2 中由供需双方商定的技术

要求。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条件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c) 产品主要原材料、配比或生产工艺有重大变更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8.2 组批 

同一批产品每 100 t 为一批，不足 100 t 时也可作为一批计。 

8.3 取样 

各组分的取样应从同一批原材料的 10 个以上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每批取样总量不小于 12 kg，充分

混合后均分为两等份，一份用作试验；一份密封保存三个月。 

8.4 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符合本标准 6.1 和 6.2.1，以及 6.2.2 中供需双方商定的技术要求规定时，判该批产品合

格；若有两项技术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若其中仅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允

许从备用样中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若复验符合标准规定时，则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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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外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产品标记、净质量、推荐的配比、生产日期或批号、

贮存期。 

9.1.2 产品说明书应包括原材料的生产企业、产品的使用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项。 

9.2 包装 

产品宜采用塑料容器密封包装。 

9.3 运输和贮存 

本产品为无机材料，非易燃易爆物品，可按正常运输方式运输。 

本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贮存期由生产企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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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产品使用中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 

废弃浆液应按配比比例加入固化剂使其完全固化，并寻找合适地点掩埋，严禁随意倾倒。本产品为

无毒性材料，按照产品使用说明正常使用条件下应对使用环境不造成破坏影响。 

产品使用人员在使用过程中佩戴基本劳保防护用具，包括口罩、手套等即可。 

施工场所应通风良好，严禁吸烟和进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