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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压泡沫混凝±砖和砌块

l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蒸压泡沐混凝土砖和砌块的术语和定义、等级、代号、标记、原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9lll、 产品合格证 、堆放和运犄等。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 、构筑物非承重部位的蒸压泡沫混凝土砖和砌块 (以 下简称砖和砌

块 )。

2 规苑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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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伤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15阢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⒛妮-2003 砌墙砖试验方法

GB ω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80% 混凝土外加剂

GB/T99?81-2008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l部分 :通用要求

GB/T10294-2008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GB/T1468珏 建筑用砂

GB/T1徂 311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笫 l部分 :轻集料

GB/T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189m 墙体材料术语

JC/T621 硅酸盐建筑制晶用生石灰

1G3°56 数显式粘结强度检测仪

1GJ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3 沭语和定义

GB/T18968界 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i
蒸压泡沫混凝±砖和砌块  au10c】 aVed foa111coocre!e bricks aⅡ d l,l∝k

在水泥、集料、掺合料、外加剂与水拌和的混合料中引人泡洙 ,肜成轻质料浆 ,经 浇注成型再蒸压养

护而制成的砖和砌块 。

32
拉拔力 po】】t,ut Force

砖和砌块抵抗其后置的膨胀螺栓被拉拔的能力 。

33
茹结性 adL邙 :veⅡess

砖和砌块的表面与砂浆或其他黏结材料的黏结性能 ,以 单位面积的拉伸黏结力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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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纽、代号和标记

4,i 臼宰级

4.i,1 干密度等级 :按干密度划分为 B11,B12和 Bls三个等级。

4.1.2 强度等级 :按立方体抗压强度划分为 MU3,5,MU6.0和 MU7.5三个等级。

4.2 代号和标记

示例 :

强度等级为 Mu5o、 干密度等级 的砌块 ,其标记为 :“燕压泡沫混

溪土沏块 300× ⒛0× 150

5 原材料要求

5.l 冰泥

应符合 G

5.2

52.l

5,2.2

5.3

5.3,1

5.3,2

5,:.3

5,3.4

5.35

5.4

集料

砂应

轻集

挣合料

矿渣

生石灰应

采用其他矿

所采用的其

外加剂

应符合 GB gO76的规定。

5,5 水

应符合 JGJ63的规定。

5.0 泡沫剂

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并且气孔孔径大小均匀。

6 技术要求

ε.i 规格尺寸

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1的规定。

2

尺寸为 300ⅢⅢ×⒛0mh

6纽 的规定 。

合料时 ,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平应符合 GB65“ 的规定 。



长度 L 宽度 B 南度 II

注:其他规格尺寸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CB/T2θ 002-2012

单位为七米

s2 尺寸偏差和外现质Ⅱ

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1 规格尺寸

表 2 尺寸偏差和外观质工

表 3 干密度

s3 干密度

干密度应符合表 3的规定。

o.4 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应符合表 4的规定。

项   目 指  标

尺寸偏差/mm

长度 L ± 6

宽皮 B ± a

苘 度 H 士 3

缺棱掉角
垠大尺寸/mm ≤

个数/个 ≤ 2

裂 纹

条效/条 ≤ 2

任一面上的裂纹长度与裂纹方 向尺寸的比值 ≤

贯穿一梭二面的裂纹投肜长度与裂纹所在面的裂纹方 向尺寸总和的比值 ≤ l/4

平面弯曲/ⅢⅢ ≤ 2

怒裂、枯模等损坏深皮/mm ≤ 5

表面疏松 、层裂 不允许

表面油污 不允许

干密度等级 Bll B】 2 Bl3

干密度/(kg/Ⅲ ” ≤l150 )1160,≤ l⒛ 0 >1⒛ 0,≤ 1 6⑽

强度等级 /、炉a≤ 35 5~0 7.5



强皮等级
抗压强度

平均值≥ 单块垠小值≥

MV3.5 3.5

Mu【;.o

Mu' 5 75

注 :当砌块的抗压强度同时满足 2个及 2个以上强度等缀要求时 ,应 以满足要求的垠商强皮等级为准。

GB/T2θ m2-2o12

o,5 拉拔力、玷结性

拉拔力、黏结性应符合表 5的规定。

o,C 干燥收细值

干燥收缩值应符合表 6的规定。

6.8 抗冻佳

抗诼性应符合表 8的规定。

4

6.7 抗净性、叹冰率和导热系虫

抗渗性、吸水率和导热系数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4 抗压强度

琅 5 拉拔力、诂结性

表 θ 干燥收缩值

表 7 抗洚性、吸水率和导热系数

单位为兆帕

单位为毫米每米

强庋等级
拉拔力/kN 黏结性小仲a

平均值≥ 平均值≥

MU35

MV5 0

MU75

干密度等级 B11 B12 Bl吕

干燥收缩值 ≤ 0 40

千密度等级 B11 I⒊】2 B13

抗滏性(渗水深庋)/ⅢⅢ          ≤

吸水卒/%                ≤

导热系效(干态)/〔W/(Ⅲ ·Κ)彐      ≤



o,θ 时火极限

耐火极限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B 抗冻桂

表 θ 耐火扭限

GB/T2gO62~2012

单位为小时

强庋等级 Muθ 5 MV5.0 Mu7 6

冻后干质旦损失率         ≤ 1.5

冻后抗压强度损失宰       ≤

干宙度等级 B11 B12 B13

讨火极限            ≥ 珏

注 i:大于或等于 100ⅢⅢ厍甘双面抹灰 15ⅢⅢ厍。

注 2:砌筑抹灰均采用 M5◆ ,M7~5砂 浆 .

注 3:客户有要求时进行测试。

θ.iO 放射性核宋眼工

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 GB6566的规定 。

7 试验方法

7,l 尺寸偏差、外现质工

按 GB/T⒛妮一⒛◆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

7.2 干密度

按 GB/T⒛砣一⒛Og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

7.3 抗压强度

按本标准附录 A进行。

7,4 拉拔力

按本标准跗录 B进行。

玷结隹

按本标准附录 C进行。

干燥收细值

按 GB/T⒛妮-200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抗活性

按本标准附录 D进行。

7.5

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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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叹水率

按 GB/T⒛妮-200g规定的常温水浸泡 扭h吸水率试验方法进行 ,浸水深度为试件作墙厚方向的

三分之一。

7.9 导热系敛

按 GB/TI0⒛4-2008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试仵厚度不小于 拍 mm。

7.lO 抗冻性

按本标准附录 A制作试件 ,再按 GB/T⒛妮一⒛03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7il 耐火极眼

按 GB/TO9℃.1—⒛08的规定进行。

7.i2 放封性核i眼工

按 GB甾66的规定进行。

B 捡验规则

8.l 担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i.i 出厂栓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尺寸俑差、外观质量、干密度、抗压强度。

g.i.2 型式拄驻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全部项目。有下列倩况之一者 j应进行型式检验 :

ω 新厂生产试制定型检验 ;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的改变 ,可能髟响产品性能时 ;

ω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次 ;

d) 停产三个月以上饮复生产时 ;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粒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2 组批规则

同类型的砖和砌块每 lO万块为-批 ,不足 10万块按-批计。

ε.3 抽样

8.3.1 外观质里和尺寸偏差捡验的样品用随机牡样法从堆场中抽取 ω 块 ,其他检验项 目的样品用随

机抽样法从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样品中牡取。

B.3.2 从外观质童与尺寸偏差检验合格的砖和砌块中,随机牡样 ,按表 10规定的项 目以及砖和砌块块

效制作试件。

6



序号 粒验项 目 样品效二 备 注

l 干密度 l组 B块

2 抗压强度 l组 0块

3 拉拔力 1组 6块

‘ 黏结性 l组 5块

5 干燥收缩值 1组 3块

6 抗渗性 l纽 3块

7 吸水率 l组 3块

8 抗冻性 1纽 5块

9 放射性核素限量 l组 3块

导热系数 l组 2块
试件 由同批次 同级配的料浆制成 i

规格为 300ⅢⅢ×300mm× 35mm

ll 耐火极限
按 CB/i∞

"l-⒛
08的规定

抽取所需效虽的砖和砌块

GB/T2gm2-2o12

表 10 耐火极眼

8.4 判定规则

841 尺寸偏差和外现质工判定

若受检的 50块砖和砌块中 ,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符合表 2规定的砖和砌块数量不超过 7块时 ,

判定该批砖和砌块的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合格 ;否 则 ,判 定该批砖 和砌块 的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

合格。

8,42 其他性能判定

其他性能按分别以下要求判定 :

a〉  以 1组干密度试件的检测结果判定产品的干密度等级 ,符合表 3相应等级要求时 ,判 定该批产

品符合相应等级 ;否则 ,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b) 以 1组抗压强度检测结果判定其抗压强度等级 ,符合表 4相应等级要求时 ,判定该批产品符合

相应强度等级 ;否则 ,判定该批产晶不合格 。

c) 拉拔力、黏结性检测结果 ,符合表 5相应规定时 ,判定该项指标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d) 干燥收缩值检测结果 ,符合表 6规定时 ,判 定该项指标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合梧。

e〉 抗渗性、吸水率、导热系数检测结果 ,符合表 7相应规定时 ,判 定该项指标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

合格 。

o 抗冻性检测结果 ,符合表 8的规定时 ,判定该项指标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g) 耐火极眼检泅结果 ,符合表 9的规定时 ,判定该项指标合格 ,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

h) 放射性核素限量检测结果 ,符合本标准的相应规定 (见 6.10)时 ,判定该项指标合格 ,否则判定

为不合格。

8.4.3 总判定

全部项 目的检测结果 ,符合相应等级的技术要求规定时 ,则判定该批产晶相应等级合格 ;若有某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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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含捂,刑对泫项目进行双倍牡样攵捡,攵拉合捂仍可爿定该项目为合掊 ;否则 ,判该批产品为该守软

的不合掊品。

9 产品含拈江、堆放和运艹

θ.1 砖和珈块出厂时,每批次应有产品合掊证 ,产品合掊证包括 :

a〉 生产厂名、厂址 ;

b) 商标 ;

c) 产品标记 ;

d) 产品执行标准串号 ;

e) 本批产品拄拄结果和生产日期 ;

0 拄驻邯门和拉驻人员笠章。

θ.2 0存、堆放应钕到坊地平芷、无积水 ,按产品分类、分级、堆放芷齐。

θ.3 产品运轱、装卸时,严奈拌、掷、臼斗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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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苑挂跗吊 )

泰压泡沫混净土砖和臼块抗压强度试驻方法

Al 仪罟设备

A,1.l 材料试验机

精度 (示值的相对误差)应满足±1%的范围要求 ,其蛩程的选择应能使试件的预期最大破坏荷载处

在全量程的 20%~80%范围内。

A.i.2 电子秤或天平

称量 20°Og,感且 1g。

A.i.3 电热鼓凤干燥箔

最高温度 ⒛0℃ 。

A.i.4 钢直尺

分度值为 0.5mm。

A.2 试仵规梧数工

试仵规格为 100mm× 100mm× 100mm,数彗为 5块。

A,3 试件制作

A.3.1 分别在 5块样砖和砌块中,从其中间邯位切取以上规格的立方体试件各 1块。

A.3.2 检查试件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 ,应使试件承压面的不平度为每 lO0mm不超过 0.1mm,承压

面与相邻面的不垂直度不应超过士r;试件各面均可作受压面。

A3.3 试件应在温度(105± D℃ 的干燥箱中烘至恒重。

A4 试验步驿

A4.i 从干燥箱中取出试件 j冷却至室温。

A.4.2 溺量试仵受压面尺寸 ,揞确至 1mm,并计箅试件的受压面积 A。

A.4.3 将试仵置于材料试验机的下压板的中心位罡。

A.4.4 开动试验机 j当 上压板与试件接近时 ,调整球座 ,使接触均衡。

A.4,5 以C,0± 0.5)kN/s的加荷速度均匀地加荷 ,直至试件破坏 ,记录破坏荷载 P,精确至 10N。

A.5 络果计
=与

评定

A.5.1 抗压强度按式(A.1)计箅 ,精确至 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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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A

式中:

r——试仵的抗压强庄,单位为兆怕(MPa),

P——技坏荷莪,单位为牛(N、

A——试仵受压面积 ,单位为平方七米(mm”。

A.5.2 由尿坪定

⋯⋯⋯⋯···················(A,1)

▲.5.2,】  砖和拘块的抗压强皮,以试件抗压强庋的年术平均值和单块:小值表示。

▲.5.2.2 抗压强庄平均值 ,以 5块试件抗压强庋的笄术平均值表示 ,祜珀至 0,1MPa。

▲5.2.: 抗压强度单块垠小值,以 5块试仵中垠小抗压强度值表示 ,祜珀至 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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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录 B

(期范隹跗渌 )

泰压泡沫混凝±砖和昀块拉拔力试验方法

B.l 仪罟设缶及材科

B,i,i 冖挂抗拉拔试验装三

见图 B1,其中拉力杆、

B,1.2 扭矩扳手

扳头为开口式、环形式或棘轮 配套 ;量程为 0~6N· m。

B.1.3 干斤顶

为穿心千斤顶 ,其量程的选择应能使试件的预期最大拉拔力处在全量程的 20%~BO%范 围内,其

压力表精度为 0.1MPa。

注:也可选用数显液压拉拔仪器,但且程须符合要求,枯皮为 00l kN。

B14 膨胀炽挂

材质为不锈钢 ,直径为 8mm,有效长度为 80mm,其胀管壁厚为 1mm。

B.1.5 位移传感器

精度为 0,01mm。

注:可 为茁力表座加百分表装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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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试件

B.2.l 试件数里为 1组 5块。

B.2.2 试件应在温度(105± 9℃ 的干燥箱中烘至恒重。

B3 试件制作

B31 先将试验用的一纽 5块试件 ,平放在试验场所 ,分别在其上表面正中部位钻孔 ,使孔径为

10mm,孔深约 θ0m¨钻孔时 ,须保持孔与试件上表面垂直 ,并将孔内的尘渣清理干净。

B.32 将膨胀蜾栓散人孔内约 gO mm深 ,再用内径为 8mm的套筒将膨胀螺栓的胀管打人 ,使胀管上

端面与砖和砌块试件上表面平齐 ,依次装上平垫圈、弹簧垫和六角蜾母 ,然 后用扭矩扳手将蜾母拧紧至

扭矩为 吐N· m。

B.4 试驻步乐

B4.l 将螺栓抗拉拔试验装置的万向接头与膨胀螺栓露出试件的郜分螺丝相连 ,有必要时可在支架

的两只脚下垫上钢板(钢垫块),以保证拉拔力作用线与膨胀螺栓的中心线重合·并按照如图 B1所示

将两个位移传感器的支架连杆固定在拉力杆上 ,使位移传感器的针头接触试件上表面。

B.4.2 完成以上安装后 ,检查各部件 ,使各邯件处于正常状态。

B.4.3 通过千斤顶对拉力杆顶加应力 ,以使两个位移传感器的读数均稍微为正 ;如预加应力后仍不能

满足要求 ,则须增减不同厚度的钢垫块进行调节 ,使两个位移传感器的读数均稍微为正。

B44 记录位移传感器的初始读数 ,通过干斤顶以(50± 10)N/s的 加荷速度均匀加荷 ,当 两个位移传

感器的位移渎数的增量平均值为 1mm时 ,读取干斤顶压力表的读数 .

B.5 绮果计箅与评定

B5.i 将压力表的读数 ,通过干斤顶的压强一压力曲线公式换算成 kN力值 ,即 为该样晶的拉拔力。

如使用数显式液压拉拔仪 ,则读取仪器显示的读数即为 kN力值。

B.5.2 以 5块试件检测值的箅术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的拉拔力值 ,精确至 0.1kN。

当 5块试件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与中间值的差超过 15%时 ,以 中间 3块试件的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

的拉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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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苑挂附录〉

泰压泡沫混凝土砖和砌块△绮性试验方法

C.i 仪带设备及材料

C.1.i 诂结强度拄洌仪

黏结性试验采用黏结 规定,其量程的选择应能使试件

的预期最大破坏荷载处

C12 描结材料

为高性能结构胶 ,

C.1,3 标准块

为碳素钢制造 ,尺寸为 ω mm× 40mm
与黏结强度检测仪的万向接头配套。

C.1.4 手持切臼铝

C,2 试样

平整、无污物缺陷等 ,标准块的上部接头应

C,2,i 试件数垦为 1组 5块。

C22 试件应在温度(105± 5)℃ 的干燥箱中烘至恒重。

C.3 试件制作

C.3.i 先将试件平放 ,分别将试件的上表面清理干净 ,用 调瓦好的黏结材料均匀洙抹在试件的上表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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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部位 ,把黏结性试验用标准块平整地压在该都位(约 5mh),并使黏结剂均匀充满底部。

C3.2 标准块固化定位时间不得小于 30mi。。

C,3.3 待黏结剂固化和标准块定位后 ,将试件苷二于室内干燥环境 ,不得触碰。

Cg.4 标准块固化定位完成后 ,用手持切割锯沿标准块四月边缘向砖内切剖约 3mm深的缝隙。

C.4 斌验步骤

C.4.l 将黏结好标准块的试件 ,平置于试验台上 ,或平整的混凝土地面 ,并在其上安装、调试好黏结强

度检测仪。

C.42 将黏结强度检测仪的万向接头与标淮块上的按头连接固定。

c.日 .3 完成以上步骤后 ,匀速转动液压播柄进行升压 ,控制加荷速度为(5°±10)N/s,直 至砖试件的表

面材质与砖试件体撕裂剥离时 j记录数显器的最高峰值读数 ,该值即为莜坏黏结力值。

C.4.4 当砹坏断面在黏结材料与试件的界面处、标淮块与黏结材料的界面处以及黏结材料内部断开 ,

则试验结果无效 ,重新制作试件进行试验。

C.5 结果计茸与评定

C,5.i 砖的黏结性用黏结强度值表示 ,按照式(C.1)计箅 ,揞确至 0.01MPa。

灭。—P/ε       ¨⋯⋯⋯¨⋯⋯⋯¨⋯(C1)
式中 ;

P。 ——黏结强度 ,单位为兆帕(MPa);

P——破坏黏结力值 ,单位为牛(N),枯确至 1N,

s——黏结面积 ,单位为平方亳米(mmω ,以标准块面积计箅 ,猜确至 1mn⒓ 。

C.5.2 以 5块试件的箅术平均值作为该纽试件的黏结强度值。

当 5块试件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与中间值的差超过 1s%时 ,以 中间 3块试件的平均值作为该组试件

的黏结强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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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 埭 D
(期苑佳谛渌 )

泰压泡沫混抒±砖和匀块抗冖隹试验方法

D.l 仪罟设备及材捋

Dll 抗泞挂试验装置

为 自制装置 ,如 图 D1所 示 :

囡 D,l 泰压泡沫混凝±砖和砌块抗睁试验原理装置示意囡

注:可在苕水筒的同一苘度位且的回周开3个孔,并焊按接头,以 便可使 3块试件同在一个装置上进行抗渗性试

验。图中的
“
H″、

“
B”分别代表砖和砌块的商、宽。

D.12 挣胶软管及抗渗接头

抗渗接头内径为 娲 mm,橡胶软管直径尺寸不限 ,但须有转换头能与抗渗接头配套相连接。

D.1.3 直尺

揞度为 0.5mm。

D.1.4 砧结材科

为商性能结构胶 ,压剪强度≥10MPa。

D,2 斌件

D2.l 试件数量为 1组 3块。

D.2.2 9 n̄件应在温度 (1°5± 5)℃ 的干燥箱中烘至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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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试仵制作

将试件的试验面清理干净 ,按 图 D.1用 胶黏剂将抗渗接头的月边黏结在砖和砌块试件的试验面

上 ,但不得堵塞抗渗接头的孔洞〈内径 48mm)与砖和砌块试件的联接面 ,胶黏剂的蛩应能充分埭充砖

和砌块的黏结部位的表面凹坑 ,防止涌水。试件制作好之后二于试验室中放且 肛 h,防止受潮。

D.4 试骑步羿

D.4.l 试件制作 8h后 ,按 图 D,1安装和连接好试验装罡 ,软管按头处均须用环筢箍紧 ,防止浔水。

D4.2 在抗渗试验装且的苫水倚中注人水 ,至溢水孔处 ,使软管和抗渗接头内充满水 ,检查各连接部

位不得渖水。

D.4,3 按图 D.1将砖和砌块大面佣向摆放 ,使之侧向受水压力 ,词 整砖和砌块的放置高度 j使受水压

面中心离耆水简水面商度为(1.∞ 士o.o1)m。

D4.4 试验开始后 j应适时向苫水倚滴水 j以保持试验期间的水面商度稳定。

D.4.5 倮持试验时间 8h。

D.4θ 试验结束时 ,打开放水阀,排尽水 ,拆卸试验装丑和棣胶软管 ,取下试件。

D.4.7 将试件在受水面处劈开成两半 ,观涸剖面渗水倩况 ,并溺里最大渗水深度值 ,精确至 1Ⅲm。

D.5 结果计箅与评定

D.5.1 试验结果以最大渗水深度值表示 ,帝确至 l mm。

D.5.2 抗渗性以 g块试件当中的垠大渗水深度值的大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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