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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代替 GB175-2007《通用硅酸盐水泥》及 1 号、2 号、3 号修改单。 

与 GB175-2007 及 1 号、2 号、3 号修改单相比，本标准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 “GB/T21371 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 GB 6566 建筑材料

放射性核素限量”、“GB 31893 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VI）的限量及测定方法”、“GB/T35164-2017 用

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GB/T 粉煤灰中的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等引用

文件（见第2章，2007年版第2章和第1号修改单）； 

——对水泥组分进行了细化和调整（见 4.1，2007 年版 5.1）； 

——将普通硅酸盐水泥“其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8%且符合5.2.4的非活性混合材料或不超过水

泥质量5%且符合5.2.5的窑灰中的代替”改为“05%”的“本替代混合材料为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石灰石、砂

岩、窑灰中的一种材料”（见4.1，2007年版5.1）； 

——将矿渣硅酸盐水泥“其中允许用不超过8%且符合本标准5.2.3的其他活性混合材料或符合本标

准5.2.4的非活性混合材料或符合本标准5.2.5的窑灰中的任一种材料代替”改为“08%”的“本替代混合材

料为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粉煤灰、火山灰、石灰石、砂岩、窑灰中的一种材料”（见4.1，2007年版5.1）； 

——将复合硅酸盐水泥中的“本组分材料为由两种（含）以上符合本标准 5.2.3 的活性混合材料或/

和符合本标准 5.2.4 的非活性混合材料组成。其中允许用不超过水泥质量 8%且符合 5.2.5 的窑灰代替”

改为“本组分材料由符合本标准的粒化高炉矿渣、粉煤灰、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石灰石、砂岩中的三种

（含）以上材料组成。其中石灰石和砂岩的总量小于水泥质量的 20%”以及“08%”的“本替代混合材料

为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窑灰”（见 4.1，2007 年版 5.1）； 

——将“符合 GB/T203、GB/T18046、GB/T1596、GB/T2847 标准要求的粒化高炉矿渣、粒化高炉

矿渣粉、粉煤灰、火山灰质混合材料”改为“粒化高炉矿渣的质量系数、二氧化钛质量分数、氧化亚锰质

量分数、氟化物质量分数、硫化物质量分数、玻璃体含量应符合 GB/T203 的规定或 GB/T18046 的规定”、

“粉煤灰的烧失量、含水量、三氧化硫质量分数、游离氧化钙质量分数、安定性、半水亚硫酸钙含量,

以及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和三氧化二铁的总质量分数应符合 GB/T1596 的规定。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

的限量应符合 GB/T的规定”、“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的种类、火山灰性试验、烧失量、三氧化硫含量

应符合 GB/T2847 的规定”（见 4.2.3、4.2.4 和 4.2.5，2007 年版 5.2.3）； 

——取消了“活性混合材料”和“非活性混合材”（见 2007 年版 5.2.3、5.2.4） 

——将“石灰石中的三氧化二铝（质量分数）应不大于 2.5%”改为“石灰石、砂岩的亚甲蓝值不大于

1.4g/kg。亚甲蓝值按 GB/T35164-2017 附录 A 的规定进行检验”（见 4.2.6,2007 年版 5.2.4）； 

——取消了复合硅酸盐水泥的32.5、32.5R强度等级（见第5章，2007年版第6章、第2号和第3号修

改单）； 

——将硅酸盐水泥的氧化镁（质量分数）由“≤5.0%”改为“≤6.0%”，并删除了“a如果水泥压蒸安定性

合格，水泥中氧化镁含量（质量分数）允许放宽至6%”、“b当水泥中氧化镁含量（质量分数）大于6.0%

时，需进行压蒸安定性试验并合格”的备注（见6.1,2007年版7.1）； 

——将氯离子（质量分数）由“≤0.06%”改为“≤0.10%”（见6.1,2007年版7.1）； 

——增加了水溶性六价铬（VI）的限量和测定方法（见6.2和8.3）； 

—— 将“若使用活性骨料，若用户要求提供低碱水泥时，水泥中的碱含量应小于0.6%或由买卖双方

协商确定”改为“当用户要求提供低碱水泥时，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见6.3,2007年版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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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压蒸安定性合格”的要求，并作为型式检验的参数之一（见6.4.2.2、8.2.2）； 

——增加了水泥放射性核素限量和测定方法（见6.5和7.9）； 

—— 修订了各强度等级水泥的 3d抗压强度指标（见6.4.3，2007年版7.3.3）； 

——将“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的细度以比表面积表示，其比表面积不小于 300 m
2
/kg；矿渣

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的细度以筛余表示，其 80μm 方

孔筛筛余不大于 10%或 45μm 方孔筛筛余不大于 30%”改为 “硅酸盐水泥的细度以比表面积表示，不低

于 300m
2
/kg、但不大于 400 m

2
/kg。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

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的细度以 45μm 方孔筛筛余表示，不小于 5%。当有特殊要求时，由买卖双

方商议确定”（见 6.4.4，2007 年版 7.3.4）； 

——将组分测定改为“按GB/T12960进行”（见7.1，2007年版8.1）； 

—— 删除了“编号及取样”中对1010
4
t以下生产能力的规定（见8.1，2007年版9.1）； 

—— 将出厂检验项目改为“4.1、6.1、6.4.1、6.4.2.1、6.4.3、6.4.4条”（见8.2.1，2007年版9.3）； 

—— 增加了型式检验和检验频次的要求，以及判定规则（见8.2.2，8.3.2）； 

—— 在水泥出厂中增加了“水泥出厂时，生产者应向买方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材料。质量证明材料包括

水溶性铬（VI）、放射性、压蒸安定性等技术指标的型式检验结果，混合材掺量及种类等出厂技术指标的

检验结果或确认结果”的规定（见8.4，2007年版9.2）；  

——完善了检验报告的规定（见 8.5，2007 年版 9.5）； 

——将“无书面合同或协议、或未在合同、协议中注明验收方法的，卖方应在发货票上注明“以生产

者同编号水泥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改为“无书面合同或协议、或未在合同、协议中注明验收方法的，

生产者应在发货前书面告知并经买方认可后在发货单上注明“以生产者同编号水泥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

据””（见 8.6.1,2007 年版 9.6.1）； 

——将“40d 以内，买方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而卖方又有异议时，则双方应将卖

方保存的另一份试样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可的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改为“40d 以

内，买方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而生产者又有异议时，则双方应将生产者保存的另一份

试样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见 8.6.2，2007 年版 9.6.2）； 

——将“90d 内，买方对水泥质量有疑问时，则买卖双方应将共同认可的试样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

家认可的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改为“90d 内，买方对水泥质量有疑问时，则双方应将共

同认可的封存试样送双方认可的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见 8.6.3，2007 年版 9.6.3）； 

——将“袋装水泥每袋净含量为 50kg，且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99%；随机抽取 20 袋总质量（含包

装袋）应不少于 1000kg。其它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但有关袋装质量要求，应符合上述规定。

水泥包装袋应符合 GB9774 的规定。”改为“袋装水泥每袋净含量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99%，随机抽取 20 

袋总质量（含包装袋）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100%，包装形式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但有关袋装质量要

求，应符合上述规定。水泥包装袋应符合 GB/T 9774 的规定。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通用硅酸盐水泥的性能特点及适用工程（见附录 A）。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信息化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四川峨胜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嘉华特

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莒州水泥有限公司、华润水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宁波市新海建设工程材料

测试有限公司、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黄海水泥有限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颜碧兰、肖忠明、王昕、刘晨、蔡攀、许毅刚、李习花、林永权、王宾、李少

强、江军、武庆涛、谢任芝、郭俊萍、朱文尚、杜勇、郑旭、魏丽颖、宋立春、席劲松、温培艳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 

——GB175-1956、GB175-1962、GB175-1977、GB175-1985、GB175-1992、GB175-1999、GB175-2007； 



GB175 —×××× 

III 

——GB1344-1956、GB1344-1962、GB1344-1977、GB1344-1985、GB1344-1992、GB1344-1999； 

——GB12958-1981、GB12958-1991、GB12958-1999。





GB175 —×××× 

1 

通用硅酸盐水泥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分类、组分与材料、强度等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

装、标志、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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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203     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 

GB/T750     水泥压蒸安定性试验方法 

GB/T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GB/T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2419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GB/T2847    用于水泥中的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GB/T4131    水泥的命名原则和术语 

GB/T5483    天然石膏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 

GB/T9774    水泥包装袋 

GB/T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T12960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 

GB/T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21371   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 

GB/T26748   水泥助磨剂 

GB 31893    水泥中水溶性铬（VI）的限量及测定方法 

GB/T35164-2017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 

GB/T    粉煤灰中的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及检验方法 

JC/T742     掺入水泥中的回转窑窑灰 

3 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通用硅酸盐水泥按混合材料的品种和掺量分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

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各品种的组分和代号应符合

4.1 的规定。 

4 组分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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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组分 

通用硅酸盐水泥的组分应符合表1、表2和表3的规定。 

表1 硅酸盐水泥的组分要求            

品种 代号 
组分(质量分数) / % 

熟料+石膏 粒化高炉矿渣 石灰石 

硅酸盐水泥 

P·I 100 - - 

P·II 95100 
05 - 

- 05 

表2  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的组分要求            

品种 代号 

组分（质量分数）/ % 

熟料+石膏 

混合材料 

主要混合材料 
替代 

混合材料 
粒化 

高炉矿渣 
粉煤灰 

火山灰质 

混合材料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8095 520a 05 b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A 5080 2050 - - 

08c 
P·S·B 3050 5070 - -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6080 - 2040 - -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P·P 6080 - - 2040 - 

注： a 本主要混合材料由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粒化高炉矿渣、粉煤灰、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组成。 

b 本替代混合材料为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石灰石、砂岩、窑灰中的一种材料。 

c 本替代混合材料为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粉煤灰、火山灰、石灰石、砂岩、窑灰中的一种材料，替代后P.S.A矿渣水泥中的矿渣不小于20%、

P.S.B水泥中的矿渣不小于50%。 

表3 复合硅酸盐水泥的组分要求                                      

品种 代号 

组分（质量分数）/ % 

熟料+石膏 

混合材料 

主要混合材料 

替代 

混合材料 粒化 

高炉矿渣 
粉煤灰 

火山灰质 

混合材料 
石灰石 砂岩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5080 2050a 08b 

注：a 本主要混合材料由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粒化高炉矿渣、粉煤灰、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石灰石和砂岩中的三种（含）以上材料组成。其中石

灰石和砂岩的总量小于水泥质量的20%。 

b 本替代混合材料为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窑灰。 

4.2 材料 

4.2.1 硅酸盐水泥熟料 

由主要含CaO、SiO2、Al2O3、Fe2O3的原料，按适当比例磨成细粉，烧至部分熔融，得到的以硅酸

钙为主要矿物成分的水硬性胶凝物质。其中硅酸钙矿物含量（质量分数）不小于66%，CaO和SiO2质量

比不小于2.0。 

4.2.2 石膏 

4.2.2.1 天然石膏 

符合 GB/T 5483 中规定的 G 类或 M 类二级（含）以上的石膏或混合石膏。 

4.2.2.2 工业副产石膏 

应符合 GB/T21371 的规定。 

4.2.3 粒化高炉矿渣或粒化高炉矿渣粉 

粒化高炉矿渣的质量系数、二氧化钛质量分数、氧化亚锰质量分数、氟化物质量分数、硫化物质量

分数、玻璃体含量应符合 GB/T203 的规定或 GB/T18046 的规定。 

4.2.4 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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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的烧失量、含水量、三氧化硫质量分数、游离氧化钙质量分数、安定性、半水亚硫酸钙含量,

以及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和三氧化二铁的总质量分数应符合GB/T1596的规定。 

粉煤灰中铵离子含量的限量应符合GB/T的规定。 

4.2.5 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的种类、火山灰性试验、烧失量、三氧化硫含量应符合GB/T2847的规定。 

4.2.6 石灰石、砂岩 

石灰石、砂岩的亚甲蓝值不大于1.4g/kg。亚甲蓝值按GB/T35164-2017附录A的规定进行检验。 

4.2.7 窑灰 

应符合JC/T742的规定。 

4.2.8 水泥助磨剂 

水泥粉磨时允许加入助磨剂，其加入量应不超过水泥质量 0.5%，助磨剂应符合 GB/T26748 的规定。 

5 强度等级 

5.1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分为42.5、42.5R、52.5、52.5R、62.5、62.5R六个等级。 

5.2 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的强度等级分为32.5、32.5R、42.5、42.5R、

52.5、52.5R 六个等级。 

5.3 复合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分为42.5、42.5R、52.5、52.5R四个等级。 

6 技术要求 

6.1 化学要求 

化学要求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通用硅酸盐水泥的化学要求                                   

品种 代号 

不溶物 

（质量分数） 

/ % 

烧失量 

（质量分数） 

/ % 

三氧化硫 

（质量分数）

/ % 

氧化镁 

（质量分数）

/ % 

氯离子 

（质量分数）

/ % 

硅酸盐水泥 
P·I ≤0.75 ≤3.0 

≤3.5 ≤6.0 

≤0.10a 

P·Ⅱ ≤1.50 ≤3.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 ≤5.0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A — - 

≤4.0 
≤6.0 

P·S·B — — —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 P·P — — 

≤3.5 ≤6.0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 —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 — 

a 当有更低要求时，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6.2 水泥中水溶性铬（VI） 

水泥中水溶性铬（VI）符合 GB31893 的要求。 

6.3 碱含量 

水泥中碱含量按Na2O+0.658K2O计算值表示。 

当用户要求提供低碱水泥时，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6.4 物理要求 

6.4.1 凝结时间 

硅酸盐水泥的初凝时间不小于45min，终凝时间不大于390min。 



GB175 —×××× 

4 

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的初

凝时间不小于45min，终凝时间不大于600min。 

6.4.2安定性 

6.4.2.1 沸煮法检验合格。 

6.4.2.2 压蒸安定性合格。 

6.4.3 强度 

通用硅酸盐水泥不同龄期强度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通用硅酸盐水泥不同龄期强度要求                  

强度等级 
抗 压 强 度 /MPa 抗 折 强 度 /MPa 

3d 28d 3d 28d 

32.5 ≥12.0 
≥32.5 

≥3.0 
≥5.5 

32.5R ≥17.0 ≥4.0 

42.5 ≥17.0 
≥42.5 

≥4.0 
≥6.5 

42.5R ≥22.0 ≥4.5 

52.5 ≥22.0 
≥52.5 

≥4.5 
≥7.0 

52.5R ≥27.0 ≥5.0 

62.5 ≥27.0 
≥62.5 

≥5.0 
≥8.0 

62.5R ≥32.0 ≥5.5 

6.4.4 细度 

硅酸盐水泥细度以比表面积表示，不低于 300m
2
/kg、但不大于 400 m

2
/kg。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

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的细度以 45μm 方孔筛筛余表示，

不小于 5%。 

当有特殊要求时，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6.5 放射性 

放射性比活度应同时满足内照射指数IRa不大于1.0、外照射指数Ir不大于1.0。 

7 试验方法 

7.1 组分 

按GB/T12960进行。  

7.2 不溶物、烧失量、氧化镁、三氧化硫、氯离子和碱含量 

按 GB/T176 进行。 

7.3 水泥中水溶性铬（VI） 

按 GB 31893 进行。 

7.4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和安定性 

按 GB/T 1346 进行。 

7.5 压蒸安定性 

按 GB/T750 进行。 

7.6 强度 

强度试验方法按 GB/T17671 进行。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和

掺加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在进行胶砂强度检验时，其用水量在 0.50 水灰比的基础上以

胶砂流动度不小于 180mm 来确定。当水灰比为 0.50 且胶砂流动度小于 180mm 时，须以 0.01 的整数倍

递增的方法将水灰比调整至胶砂流动度不小于 180mm。 

胶砂流动度试验按 GB/T 2419 进行，其中胶砂按 GB/T 17671 进行制备。 

7.7 比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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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8074 进行。 

7.8 45μm筛余 

按 GB/T1345 进行。 

7.9 放射性 

按 GB 6566 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编号及取样 

    水泥出厂时（或出厂前）按同品种、同强度等级编号和取样。袋装水泥和散装水泥应分别进行编号

和取样。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水泥出厂编号按年生产能力规定为：  

年产能 200×10
4
t 以上的，不超过 4000t 为一编号；      

年产能 120×10
4
t～200×10

4
t 的，不超过 2400t 为一编号；  

    年产能 60×10
4
t～120×10

4
t 的，不超过 1000t 为一编号；  

年产能 30×10
4
t～60×10

4
t 的，不超过 600t 为一编号；    

年产能 30×10
4
t 以下的，不超过 400t 为一编号。 

    取样方法按 GB/T12573 进行。可连续取，亦可从 20 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总量至少 12kg。

当散装水泥运输工具的容量超过该厂规定出厂编号吨数时，允许该编号的数量超过取样规定吨数。 

8.2 水泥检验 

8.2.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为 4.1、6.1、6.4.1、6.4.2.1、6.4.3、6.4.4 条。 

8.2.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 4.1 条及第 6 章全部内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投产时； 

— 原燃料有改变时； 

— 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其中： 

（a）6.2、6.5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 

（b）当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中氧化镁含量不大于 5%时，6.4.2.2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

当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中氧化镁含量大于 5%时，6.4.2.2 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 

（c）当矿渣硅酸盐水泥 P.S.A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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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氧化镁含量大于 5%时，6.4.2.2 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 

8.3 判定规则 

8.3.1 出厂检验 

8.3.1.1 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4.1、6.1、6.4.1、6.4.2.1、6.4.3、6.4.4条技术要求时为合格品。 

8.3.1.2 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4.1、6.1、6.4.1、6.4.2.1、6.4.3、6.4.4条中任何一项技术要求时为不合格品。 

8.3.2 型式检验 

8.3.2.1 型式检验结果符合本标准4.1、6.1、6.2、6.4.1、6.4.2、6.4.3、6.4.4、6.5条技术要求时为合格。 

8.3.2.2 型式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4.1、6.1、6.2、6.4.1、6.4.2、6.4.3、6.4.4、6.5条中任何一项技术要

求时为不合格。 

8.4 水泥出厂 

经确认水泥各项技术指标及包装质量符合要求时方可出厂。 

水泥出厂时，生产者应向买方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材料。质量证明材料包括水溶性铬（VI）、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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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蒸安定性等技术指标的型式检验结果，混合材种类及掺量等出厂技术指标的检验结果或确认结果。 

8.5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执行标准、水泥品种、代号、出厂编号、混合材种类及掺量等出厂检验项目以

及密度（仅限硅酸盐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石膏和助磨剂的品种及掺加量、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

求等。当买方要求时，生产者应在水泥发出之日起 10d 内寄发除 28d 强度以外的各项检验结果，35d 内

补报 28d 强度的检验结果。 

8.6 交货与验收 

8.6.1 交货时水泥的质量验收可抽取实物试样以其检验结果为依据，也可以生产者同编号水泥的检验报

告为依据。采取何种方法验收由买卖双方商定，并在合同或协议中注明。无书面合同或协议、或未在合

同、协议中注明验收方法的，生产者应在发货前书面告知并经买方认可后在发货单上注明“以生产者同

编号水泥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 

8.6.2 以抽取实物试样的检验结果为验收依据时，买卖双方应在发货前或交货地共同取样和签封。取样

方法按 GB/T12573 进行，取样数量为 24kg，缩分为二等份。一份由卖方保存 40d，一份由买方按本标

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 

40d 以内，买方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而生产者又有异议时，则双方应将卖方保存

的另一份封存试样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水泥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水泥安定性仲裁检验，应

在取样之日起 10d 以内完成。 

8.6.3 以生产者同编号水泥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时，在发货前或交货时生产者在同编号水泥中取样，

双方共同签封后由卖方保存 90d，或认可生产者自行取样、签封并保存 90d 的同编号水泥的封存样。 

90d 内，买方对水泥质量有疑问时，则买卖双方应将共同认可的封存试样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水泥

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9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9.1 包装 

水泥可以散装或袋装。袋装水泥每袋净含量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99%，随机抽取 20 袋总质量（含

包装袋）应不少于标志质量的 100%，包装形式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但有关袋装质量要求，应符合上

述规定。水泥包装袋应符合 GB/T 9774 的规定。 

9.2 标志 

水泥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明：执行标准、水泥品种、代号、强度等级、生产者名称、生产许可证标

志（QS）及编号、出厂编号、包装日期、净含量。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包装袋两侧应采用红

色印刷或喷涂水泥名称和强度等级。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复合

硅酸盐水泥包装袋两侧应采用黑色或蓝色印刷或喷涂水泥名称和强度等级。 

散装发运时应提交与袋装标志相同内容的卡片。 

9.3 运输与贮存 

水泥在运输与贮存时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不同品种和强度等级的水泥在贮运中避免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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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通用硅酸盐水泥的性能特点及适用工程 

A.1 总则 

不同品种的水泥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水泥品种的选择会对混凝土、砂浆的耐久性产生较大影响。 

水泥品种的选择，应符合相应的工程设计规范要求。本附录给出了各品种水泥的相对性能特点和

一般的适用工程，供参考。  

A.2 硅酸盐水泥 

硅酸盐水泥具有凝结时间短、快硬早强高强、抗冻、耐磨、耐热、水化放热集中、水化热较大、抗

硫酸盐侵蚀能力较差的性能特点。 

硅酸盐水泥用于配制高强度混凝土、先张预应力制品、道路、低温下施工的工程和一般受热

（250℃）的工程。不经过专门的检验，一般不适用于大体积混凝土和地下工程，特别是有化学侵蚀

的工程。 

A.3 普通硅酸盐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与硅酸盐水泥性能相近，也具有凝结时间短、快硬早强高强、抗冻、耐磨、耐热、

水化放热集中、水化热较大、抗硫酸盐侵蚀能力较差的性能特点；但相比硅酸盐水泥，早期强度增进率

稍有降低，抗冻性和耐磨性稍有下降，抗硫酸盐侵蚀能力有所增强。 

普通硅酸盐水泥可用于任何无特殊要求的工程。不经过专门的检验，一般不适用于受热工程、道路、

低温下施工工程、大体积混凝土工程和地下工程，特别是有化学侵蚀的工程。 

A.4 矿渣硅酸盐水泥 

矿渣硅酸盐水泥具有需水性小、早强低后期增长大、水化热低、抗硫酸盐侵蚀能力强、受热性好的

优点，但也具有保水性和抗冻性差的缺点。 

矿渣硅酸盐水泥可用于无特殊要求的一般结构工程，适用于地下、水利和大体积等混凝土工程，在

一般受热工程（250℃）和蒸汽养护构件中可优先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但不宜用于需要早强和受冻

融循环、沙漠戈壁等干湿交替的工程中。 

A.5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具有较强的抗硫酸盐侵蚀能力、保水性好和水化热低的优点，但也具有需水量

大、低温凝结慢、干缩性大、抗冻性差的缺点。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具有与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相近的性

能，但相比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其具有需水量小、干缩性小的特点。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可用于一般无特殊要求的结构工程，适用于地下、水利和

大体积等混凝土工程，而不宜用于冻融循环、干湿交替的工程。 

A.5 复合硅酸盐水泥 

复合硅酸盐水泥除了具有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所具有的水化热

低、耐蚀性好、韧性好的优点外，还能通过混合材料的复掺优化水泥的性能，如改善保水性、降低需水

性、减少干燥收缩、适宜的早期和后期强度发展。 

复合硅酸盐水泥可用于无特殊要求的一般结构工程，适用于地下、水利和大体积等混凝土工程，特

别是有化学侵蚀的工程，但不宜用于需要早强和受冻融循环、干湿交替的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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