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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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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制砂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制砂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生产、检验、标志、储

存和运输以及机制砂在混凝土和砂浆中的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制砂的生产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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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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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25181  预拌砂浆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96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1186  机制砂石骨料工厂设计规范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范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T 193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T 223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JGJ/T 240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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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天然砂  natural sand 

自然生成的，经人工开采和筛分的粒径小于4.75mm的岩石颗粒，包括河砂、湖砂、山砂、淡化海砂，

但不包括软质、风化的岩石颗粒。 

3.2  

机制砂  manufactured sand 

经除土处理，由机械破碎、筛分、整形、除尘等工艺制成的，粒径小于4.75mm的岩石、卵石、废石

及建（构）筑废弃物颗粒，但不包括软质、风化的岩石颗粒。 

3.3  

天然岩石机制砂  manufactured sand from nature rock 

天然岩石经机械破碎、筛分、整形、除尘等工艺制成的，粒径小于4.75mm的岩石颗粒，但不包括软

质岩和风化岩的颗粒。 

3.4  

卵石机制砂  manufactured sand from gravel 

卵石经机械破碎、筛分、整形、除尘等工艺制成的，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 

3.5  

废石  waste rock 

矿体周围的岩石（围岩）和夹在矿体中的岩石（夹石）以及不含有用成分或含量过少当前不宜作为

矿石开采的脉石。 

3.6  

废石机制砂  manufactured sand from waste rock 

废石经机械破碎、筛分、整形、除尘等工艺制成的，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 

3.7  

再生机制砂  recycled manufactured sand 

由建（构）筑废弃物中的混凝土、砂浆、石、砖瓦等加工而成的，粒径小于4.75mm的颗粒。 

3.8  

石粉含量  fine content 

机制砂中粒径小于75μm的颗粒含量。 

3.9  

亚甲蓝（MB）值  methylene b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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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判定机制砂中粒径小于75μm颗粒的吸附性能的指标。 

3.10  

机制砂干法工艺  manufactured sand dry-process production 

在干燥条件下破碎、筛分和采用干法除尘装置除去机制砂中石粉的制砂工艺。 

3.11  

机制砂湿法工艺  manufactured sand wet-process production 

在干燥或潮湿条件下破碎，采用水力分选和除去机制砂中石粉的制砂工艺。 

3.12  

天然砂混凝土  natural sand concrete 

采用天然砂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3.13  

机制砂混凝土  manufactured sand concrete 

掺用机制砂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3.14  

机制砂砂浆  manufactured sand mortar 

掺用机制砂配制而成的砂浆。 

4 技术要求 

4.1 分类 

机制砂按产源分为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和再生机制砂。 

4.2 规格 

机制砂的粗细程度按细度模数μf分为粗砂、中砂、细砂三种规格，其细度模数分别为： 

粗砂：μf=3.7～3.1； 

中砂：μf=3.0～2.3； 

细砂：μf=2.2～1.6。 

4.3 类别 

机制砂按技术指标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4.4 技术指标 

4.4.1 颗粒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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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机制砂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1的规定；机制砂的级配类别应符合表 2的规定。对于砂浆用砂，

4.75mm 筛孔的累计筛余量应为 0。 

4.4.1.2 机制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 1中累计筛余相比，除公称粒径为 4.75mm和 600μm的累计筛余外，

其余公称粒径的累计筛余可超出表中限定范围，但超出量不应大于 5%。 

4.4.1.3 当机制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不符合表 1的规定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并经试验证明能确

保混凝土质量后方可使用。 

表1 机制砂的颗粒级配 

方孔筛筛孔边长/mm 4.75 2.36 1.18 0.60 0.30 0.15 

累计筛余/% 

1 区 10～0 35～5 65～35 85～71 95～80 97～85 

2 区 10～0 25～0 50～10 70～41 92～70 94～80 

3 区 10～0 15～0 25～0 40～16 85～55 94～75 

表2 级配类别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级配区 2区 1、2、3区 

4.4.2 泥块含量和石粉含量 

机制砂的泥块含量和石粉含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机制砂的泥块含量和石粉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 ≤1.0 ≤2.0 

石粉含量（按质量计）/% 
MB＜1.4 ≤10.0 

MB≥1.4 ≤1.0 ≤3.0 ≤5.0 

4.4.3 坚固性 

4.4.3.1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的坚固性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砂的质量

损失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的坚固性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 ≤8 ≤10 

4.4.3.2 再生机制砂的坚固性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砂的质量损失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 再生机制砂的坚固性指标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 ＜8 ＜10 ＜12 

4.4.4 有害物质 

4.4.4.1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硫化物及硫酸

盐、氯化物等有害物质时，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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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中有害物质限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按质量计）/% ≤1.0 ≤2.0 

轻物质（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用比色法试验） 
颜色不应深于标准色，如深于标准色，应按水泥胶砂强度试验方法，对原状

砂和洗除有机物的砂进行胶砂强度对比试验，抗压强度比不应低于 0.95。 

硫化物及硫酸盐（折算成 SO3按质量计）

/% 
≤0.5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1 ≤0.02 ≤0.06 

注1：对有抗冻、抗渗要求的混凝土，砂中云母含量不应大于 1.0%。 

注2：砂中如含有颗粒状硫酸盐或硫化物，则应进行混凝土耐久性试验，满足要求时方可使用。 

4.4.4.2 再生机制砂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硫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等有害物质时，有害

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7 再生机制砂中有害物质限量 

机制砂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按质量计）/% ＜2.0 

轻物质（按质量计）/% ＜1.0 

有机物（用比色法试验） 
颜色不应深于标准色，如深于标准色，应按水泥胶砂强度试验方法，对原状砂

和洗除有机物的砂进行胶砂强度对比试验，抗压强度比不应低于 0.95。 

硫化物及硫酸盐（折算成 SO3按质量计）

/% 
＜2.0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6 

注1：对有抗冻、抗渗要求的混凝土，砂中云母含量不应大于 1.0%。 

注2：砂中如含有颗粒状硫酸盐或硫化物，则应进行混凝土耐久性试验，满足要求时方可使用。 

4.4.5 吸水率 

机制砂的吸水率不宜大于3%；当机制砂的吸水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并

经试验证明能确保混凝土质量后方可使用。 

4.4.6 压碎值指标 

机制砂的压碎值指标应小于30%。 

4.4.7 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空隙率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的表观密度不应小于2500kg/m
3
，松散堆积密度不应小

于1400kg/m
3
，空隙率不应大于44%。再生机制砂的表观密度不宜小于2350kg/m

3
，松散堆积密度不宜小于

1300kg/m
3
，空隙率不宜大于48%。 

4.4.8 碱骨料反应 

对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的重要混凝土结构用砂或对耐久性有设计要求的混凝土用砂，应采用砂浆

棒法（快速法）或砂浆长度法进行骨料的碱活性检验。经上述检验判断为有潜在危害时，应控制混凝土

中的碱含量不超过3kg/m
3
，或采用能抑制碱-骨料反应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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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放射性 

机制砂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6566中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比活度的规定。 

4.4.10 浸出毒性 

用于机制砂生产的废石应根据其种类进行相应的浸出毒性鉴别，且废石浸出毒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GB 5085.3的规定。 

4.5 应用范围 

4.5.1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的应用范围应符合表 8规定。 

表8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的应用范围 

项目 混凝土 砂浆 

机制砂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I类 Ⅱ类 Ⅲ类 

应用范围 
可用于各强度

等级混凝土 

可用于C55及以下强度等级及抗

冻、抗渗或其它要求的混凝土 

可用于C25及以下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可用于各强度等级砂浆 

4.5.2 再生机制砂的应用范围应符合表 9规定。 

表9 再生机制砂的应用范围 

项目 混凝土 砂浆 

机制砂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I类 Ⅱ类 Ⅲ类 

应用范围 
可用于C40及以下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可用于C25及以下

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可用于配制非

结构混凝土 

可用于各强

度等级砂浆 

可用于M15

及以下强度

等级砂浆 

可用于M10及

以下强度等

级砂浆 

5 试验方法 

机制砂的技术指标试验方法应按表10的规定执行。 

表10 机制砂的技术指标试验方法 

序号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1 颗粒级配和细度模数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2 泥块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3 石粉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4 坚固性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5 云母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6 轻物质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7 有机物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8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9 氯化物含量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10 吸水率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11 压碎值指标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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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机制砂的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续） 

序号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12 表观密度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13 松散堆积密度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14 空隙率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15 碱骨料反应 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16 放射性 按照GB 6566的规定进行 

17 浸出毒性 按照GB 5085.3的规定进行 

6 生产 

6.1 一般规定 

6.1.1 机制砂工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1186的规定。 

6.1.2 机制砂生产料场选定前，应做好料源的勘察工作，查明母岩种类、成分、贮量和开采条件。 

6.1.3 用于生产机制砂的天然岩石、废石，其母岩岩石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11的规定。母岩岩石抗压强

度试验方法按照 JGJ 52的规定进行。 

表11 机制砂母岩岩石抗压强度 

项目 
指标 

火成岩 变质岩 水成岩 

母岩岩石抗压强度/MPa ≥80 ≥60 ≥30 

注：深成的火成岩包括花岗岩、正长岩、闪长岩和橄榄岩，喷出的火成岩包括玄武岩和辉绿岩等；变质岩包括片

麻岩、石英岩等；水成岩也称为沉积岩，包括石灰岩、砂岩等。 

6.2 工艺流程 

6.2.1 机制砂的加工工艺宜分为干法和湿法两类。 

6.2.2 机制砂的常规加工宜分别按图 1和图 2所列工艺流程布置。 

 

图1 机制砂干法加工工艺 

经粗碎后的

矿石原料 
中碎 筛分 

细碎 

（或整形） 
筛分 成品 

粉尘（石粉）收集 

超出产品规

格粒径要求 

超出产品规

格粒径要求 

满足成品规格粒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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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制砂湿法加工工艺 

6.2.3 对于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加工工艺，原料破碎前应设置除土工序。 

6.2.4 对于再生机制砂加工工艺，宜增加分选设备，按原生建（构）筑废弃物种类的不同，进行二次

破碎、筛分，并设法降低砖、瓦等烧土制品在机制砂中的含量。 

6.3 主要设备选型 

6.3.1 机制砂破碎设备应根据原材料特性和机制砂产品类型来确定，宜采用圆锥式破碎机、颚式破碎

机、锤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等破碎设备。 

6.3.2 整形及制砂设备宜采用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并进行分级作业控制细粉含量。 

6.3.3 机制砂生产宜设置脱泥装置。 

6.4 生产质量管理要求 

6.4.1 机制砂生产用原材料进入生产场地后应进行质量控制。 

6.4.2 机制砂生产企业应建立试验室，设置专职质检人员，并配备相应的检测设备。 

6.4.3 机制砂生产企业的各管理组织机构应建立质量管理制度，明确质量管理指标和岗位责任制，并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检查方法和各生产环节对应的管理文件。 

6.4.4 机制砂生产企业应按本标准要求出具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6.5 环境保护要求 

6.5.1 机制砂生产企业粉尘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16297的有关规定。 

6.5.2 机制砂生产企业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8978的有关规定。 

6.5.3 机制砂生产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12348的有关规定。 

7 检验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7.1.1.1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

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散堆积密度、压碎值指标。 

经粗碎后的

矿石原料 
中碎 筛分 

细碎 

（或整形） 
筛分 洗砂 

粉尘（石粉）收集 

超出产品规

格粒径要求 

超出产品规

格粒径要求 

满足成品规格粒径要求 

成品 

回收及循环利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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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再生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

散堆积密度、空隙率。 

7.1.2 型式检验 

机制砂型式检验应符合表12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原材料产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d)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表12 机制砂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1 颗粒级配和细度模数 

2 泥块含量 

3 石粉含量 

4 坚固性 

5 云母含量 

6 轻物质含量 

7 有机物含量 

8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9 氯化物含量 

10 吸水率 

11 压碎值指标 

12 表观密度 

13 松散堆积密度 

14 空隙率 

15 碱骨料反应 

16 放射性 

17 浸出毒性
a
 

a   
该指标仅适用于机制砂生产用废石，其他砂种不作要求。 

7.2 组批 

按同分类、规格、类别及日产量每600t为一批，不足600t时应按一个检验批计；日产量超过2000t，

按1000t为一批，不足1000t时应按一个检验批计。 

7.3 判定规则 

7.3.1 产品经检验，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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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产品经检验，若有任何一项技术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

该项进行复检。复检后，若试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时，判定为不合格。若有两项及以上技术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储存和运输 

8.1 机制砂出厂时，供需双方在交货地点验收产品，生产厂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其内容包括： 

a) 机制砂的分类、规格、类别和生产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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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砂按分类、规格、类别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混合及污染产品。 

8.3 运输时，应有必要的防遗撒设施，严禁污染环境。 

9 机制砂混凝土 

9.1 一般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9.2 配合比设计 

9.2.1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配制混凝土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 JGJ 55的规定进行。 

9.2.2 采用再生机制砂配制混凝土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40的规定进行。 

9.2.3 配制混凝土时，宜采用细度模数为 2.3～3.2的机制砂，单独采用机制砂达不到要求，宜采用机

制砂和天然砂混合使用。 

9.2.4 在配制相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时，机制砂混凝土的单位用水量宜在天然砂混凝土单位用水量的

基础上适当提高。 

9.2.5 当采用相同细度模数的砂配制混凝土时，机制砂混凝土的砂率宜在天然砂混凝土砂率的基础上

适当提高。 

9.3 生产和运输 

9.3.1 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计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64的规定。 

9.3.2 机制砂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64的规定。 

9.3.3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混凝土时，应适当延长搅拌时间。 

9.3.4 机制砂混凝土的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64的规定。 

9.4 浇筑 

9.4.1 机制砂混凝土的浇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64和 GB 50666的规定。 

9.4.2 当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大于 3.0m时，宜采用串筒、溜管或振动溜管等辅助设备。 

9.4.3 振捣应保证混凝土密实、均匀，并应避免欠振、过振和漏振。 



DB36/T 1152-2019 

11 

9.4.4 浇筑大体积混凝土时，应采取必要的温控措施，保证混凝土温差控制在设计要求的范围以内。

当混凝土温差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496的规定。 

9.4.5 机制砂混凝土构件成型后，在抗压强度达到 1.2MPa以前，不得在构件上面踩踏行走。 

9.5 拆模 

9.5.1 机制砂混凝土的拆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666的规定。 

9.5.2 机制砂混凝土底模拆除时，其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其强度应符合表 13的规

定。 

表13 底模拆除时混凝土强度要求 

构件类型 构件跨度（m） 按达到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百分率计（%） 

板 

≤2 ≥50 

＞2 且≤8 ≥75 

＞8 ≥100 

梁、拱、壳 
≤8 ≥75 

＞8 ≥100 

悬臂构件 — ≥100 

9.5.3 当遇大风或气温急剧变化时，不宜拆模。 

9.6 混凝土养护 

9.6.1 机制砂混凝土的养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64和 GB 50666的相关规定执行。 

9.6.2 机制砂混凝土养护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混凝土，采取浇水和潮湿覆盖

的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7d； 

b) 对于采用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混凝土，或掺加缓

凝剂的混凝土以及大掺量矿物掺合料混凝土，采取浇水和潮湿覆盖的养护时间不得少于 14d； 

c) 对于竖向混凝土结构，养护时间宜适当延长。 

9.6.3 机制砂混凝土构件或制品厂的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蒸汽养护或湿热养护时，养护时间和养护制度应满足混凝土及其制品性能的要求； 

b) 采用蒸汽养护时，应分为静停、升温、恒温和降温四个阶段。混凝土成型后的静停时间不宜少

于 2h，升温速度不宜超过 25℃/h，降温速度不宜超过 20℃/h，最高温度和恒温温度均不宜超

过 65℃；混凝土构件或制品在出池或撤除养护措施前，应进行温度测量，当表面与外界温差

不大于 20℃时，构件方可出池或撤除养护措施； 

c) 采用潮湿自然养护时，应符合本标准第 9.6.2条的规定。 

9.6.4 大体积混凝土养护过程中应进行温度控制，混凝土内部和表面的温差不宜超过 25℃，表面与外

界温差不宜大于 20℃；保温层拆除时，表面与环境最大温差不宜大于 20℃。 

9.6.5 冬期施工的机制砂混凝土，日均气温低于 5℃时，不得采用浇水自然养护方法。 

9.6.6 掺用膨胀剂的机制砂混凝土，应采用保湿养护，养护龄期不应小于 14d。冬期施工时，对于墙

体，带模养护不应小于 7d。 

9.6.7 机制砂混凝土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 63的规定。 

9.7 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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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原材料质量检验 

9.7.1.1 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验收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等质量证明文件。 

9.7.1.2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进场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

含量、石粉含量（MB 值）、松散堆积密度和压碎值指标，对于有抗渗、抗冻和抗侵蚀要求的混凝土还

应检验其坚固性，对于有预防碱骨料反应要求的混凝土还应进行碱活性试验，符合本标准要求后方可进

场使用。 

9.7.1.3 再生机制砂进场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散

堆积密度和空隙率，对于有抗渗、抗冻、抗侵蚀要求的混凝土还应检验其坚固性，对于有预防碱骨料反

应要求的混凝土还应进行碱活性试验，符合本标准要求后方可进场使用。 

9.7.1.4 机制砂进场后，按连续进场的同料源、同类别、同规格的机制砂每 600t（或 400m
3
）为一个

检验批；不足一个检验批时，应按一个检验批计。当机制砂质量比较稳定、日进料量超过 2000t时，可

按 1000t（或 600m
3
）为一个检验批；不足上述量时，应按一个检验批计。 

9.7.1.5 机制砂混凝土用水泥、粗骨料、矿物掺合料、外加剂、拌合水等原材料进场检验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GB 50164的规定。 

9.7.2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 

9.7.2.1 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080的规定。 

9.7.2.2 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164的规定。 

9.7.3 混凝土力学性能检验 

9.7.3.1 机制砂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081的规定。 

9.7.3.2 机制砂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107的规定。 

9.7.4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检验 

9.7.4.1 机制砂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082的规定。 

9.7.4.2 机制砂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T 193的规定。 

9.8 混凝土工程验收 

机制砂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204的规定。 

10 机制砂砂浆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机制砂可用于制备砌筑、抹灰、地面等砂浆。再生机制砂不宜用于制备地面砂浆。 

10.1.2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25181的

规定。 

10.1.3 再生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40的规定。 

10.2 配合比设计 

10.2.1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砂浆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23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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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砂浆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40的规定进行。 

10.2.3 配制相同强度等级的砂浆，机制砂砂浆的单位用水量宜在天然砂砂浆单位用水量的基础上适当

提高。 

10.3 生产 

10.3.1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生产砂浆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25181

和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23 中关于砂浆制备的相关规定。 

10.3.2 采用再生机制砂生产砂浆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25181和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40中

关于砂浆制备的相关规定。 

10.3.3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砂浆时，搅拌时间不宜少于 120s。 

10.4 运输 

10.4.1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25181的规定。 

10.4.2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运输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40的规定。 

10.5 施工 

10.5.1 生产企业应制定机制砂砂浆质量管理技术方案，并在施工前与需方做好技术交底工作。 

10.5.2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25181的规定。 

10.5.3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40的规定。 

10.6 质量验收 

10.6.1 机制砂砂浆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JGJ/T 223的规定。 

10.6.2 当机制砂砂浆用于建筑砌体结构时，其施工质量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03 和 GB 50203

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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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砂生产料场选定前，应做好料源的勘察工作，查明母岩种类、成分、贮量和开采条件。
	用于生产机制砂的天然岩石、废石，其母岩岩石抗压强度应符合表11的规定。母岩岩石抗压强度试验方法按照JGJ 52的规定进行。

	工艺流程
	机制砂的加工工艺宜分为干法和湿法两类。
	机制砂的常规加工宜分别按图1和图2所列工艺流程布置。
	对于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加工工艺，原料破碎前应设置除土工序。
	对于再生机制砂加工工艺，宜增加分选设备，按原生建（构）筑废弃物种类的不同，进行二次破碎、筛分，并设法降低砖、瓦等烧土制品在机制砂中的含量。

	主要设备选型
	机制砂破碎设备应根据原材料特性和机制砂产品类型来确定，宜采用圆锥式破碎机、颚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等破碎设备。
	整形及制砂设备宜采用立轴冲击式破碎机，并进行分级作业控制细粉含量。
	机制砂生产宜设置脱泥装置。

	生产质量管理要求
	机制砂生产用原材料进入生产场地后应进行质量控制。
	机制砂生产企业应建立试验室，设置专职质检人员，并配备相应的检测设备。
	机制砂生产企业的各管理组织机构应建立质量管理制度，明确质量管理指标和岗位责任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检查方法和各生产环节对应的管理文件。
	机制砂生产企业应按本标准要求出具产品出厂检验报告。

	环境保护要求
	机制砂生产企业粉尘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16297的有关规定。
	机制砂生产企业污水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8978的有关规定。
	机制砂生产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12348的有关规定。


	检验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散堆积密度、压碎值指标。
	再生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散堆积密度、空隙率。

	型式检验

	组批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产品经检验，若有任何一项技术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该项进行复检。复检后，若试验结果符合本标准要求，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为不合格。若有两项及以上技术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标志、储存和运输
	机制砂出厂时，供需双方在交货地点验收产品，生产厂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其内容包括：
	机制砂按分类、规格、类别分别堆放和运输，防止人为碾压、混合及污染产品。
	运输时，应有必要的防遗撒设施，严禁污染环境。

	机制砂混凝土
	一般规定
	配合比设计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配制混凝土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JGJ 55的规定进行。
	采用再生机制砂配制混凝土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JGJ/T 240的规定进行。
	配制混凝土时，宜采用细度模数为2.3～3.2的机制砂，单独采用机制砂达不到要求，宜采用机制砂和天然砂混合使用。
	在配制相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时，机制砂混凝土的单位用水量宜在天然砂混凝土单位用水量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当采用相同细度模数的砂配制混凝土时，机制砂混凝土的砂率宜在天然砂混凝土砂率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生产和运输
	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计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混凝土时，应适当延长搅拌时间。
	机制砂混凝土的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浇筑
	机制砂混凝土的浇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和GB 50666的规定。
	当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大于3.0m时，宜采用串筒、溜管或振动溜管等辅助设备。
	振捣应保证混凝土密实、均匀，并应避免欠振、过振和漏振。
	浇筑大体积混凝土时，应采取必要的温控措施，保证混凝土温差控制在设计要求的范围以内。当混凝土温差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496的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构件成型后，在抗压强度达到1.2MPa以前，不得在构件上面踩踏行走。

	拆模
	机制砂混凝土的拆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666的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底模拆除时，其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其强度应符合表13的规定。
	当遇大风或气温急剧变化时，不宜拆模。

	混凝土养护
	机制砂混凝土的养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和GB 50666的相关规定执行。
	机制砂混凝土养护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构件或制品厂的混凝土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大体积混凝土养护过程中应进行温度控制，混凝土内部和表面的温差不宜超过25℃，表面与外界温差不宜大于20℃；保温层拆除时，表面与环境最大温差不宜大于20℃。
	冬期施工的机制砂混凝土，日均气温低于5℃时，不得采用浇水自然养护方法。
	掺用膨胀剂的机制砂混凝土，应采用保湿养护，养护龄期不应小于14d。冬期施工时，对于墙体，带模养护不应小于7d。
	机制砂混凝土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 63的规定。

	质量检验
	原材料质量检验
	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验收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和废石机制砂进场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散堆积密度和压碎值指标，对于有抗渗、抗冻和抗侵蚀要求的混凝土还应检验其坚固性，对于有预防碱骨料反应要求的混凝土还应进行碱活性试验，符合本标准要求后方可进场使用。
	再生机制砂进场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泥块含量、石粉含量（MB值）、松散堆积密度和空隙率，对于有抗渗、抗冻、抗侵蚀要求的混凝土还应检验其坚固性，对于有预防碱骨料反应要求的混凝土还应进行碱活性试验，符合本标准要求后方可进场使用。
	机制砂进场后，按连续进场的同料源、同类别、同规格的机制砂每600t（或400mP3P）为一个检验批；不足一个检验批时，应按一个检验批计。当机制砂质量比较稳定、日进料量超过2000t时，可按1000t（或600mP3P）为一个检验批；不足上述量时，应按一个检验批计。
	机制砂混凝土用水泥、粗骨料、矿物掺合料、外加剂、拌合水等原材料进场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
	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80的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164的规定。

	混凝土力学性能检验
	机制砂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81的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107的规定。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检验
	机制砂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50082的规定。
	机制砂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T 193的规定。


	混凝土工程验收

	机制砂砂浆
	一般规定
	机制砂可用于制备砌筑、抹灰、地面等砂浆。再生机制砂不宜用于制备地面砂浆。
	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25181的规定。
	再生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T 240的规定。

	配合比设计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砂浆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JGJ/T 223的规定进行。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砂浆时，其配合比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JGJ/T 240的规定进行。
	配制相同强度等级的砂浆，机制砂砂浆的单位用水量宜在天然砂砂浆单位用水量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生产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生产砂浆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25181和现行行业标准JGJ/T 223中关于砂浆制备的相关规定。
	采用再生机制砂生产砂浆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25181和现行行业标准JGJ/T 240中关于砂浆制备的相关规定。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砂浆时，搅拌时间不宜少于120s。

	运输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25181的规定。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运输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T 240的规定。

	施工
	生产企业应制定机制砂砂浆质量管理技术方案，并在施工前与需方做好技术交底工作。
	采用天然岩石机制砂、卵石机制砂、废石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T 25181的规定。
	采用再生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其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T 240的规定。

	质量验收
	机制砂砂浆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JGJ/T 223的规定。
	当机制砂砂浆用于建筑砌体结构时，其施工质量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003和GB 50203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