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B/T 17669.3-1999

前 侣全
a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ISO 3051:1974《建筑石膏— 力学性能的测定》进

行制定的。在技术内容上，本标准与该国际标准等效。

    建筑石膏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促进作为三大胶凝材料之一的石膏在

国际间的贸易及技术交流，加速我国建筑石膏的发展。

    在国际标准ISO 3051中有二处错误，第4.3条中计算抗折强度的公式以及第6.4条中有关取值范

围，本标准予以纠正。

    国际标准ISO 3051规定，用于测定强度的试件应在初凝后2h进行试验。由于各试件的初凝时间

长短不一，为统一起见，本标准规定用作强度测定的试件在遇水后2h进行测定。

    在国际标准ISO 3051第5章中，抗压夹具的受压面积为1 600 mm'。考虑到我国目前所用的抗压夹

具系靠用水泥物理检验标准仪器之一— 抗压夹具，没有必要研制建筑石膏专用夹具。故本标准所用抗

压夹具的加压面积确定为2 500 mm,。因此，本标准的抗压强度计算公式与国际标准有所不同。

    国家标准GB/T 9776-1988《建筑石膏》是集建筑石膏试验方法和建筑石膏产品性能于一体的标

准。本标准仅规定了抗折强度、抗压强度以及石膏硬度测定的试验方法。因此，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

替国家标准GB/T 9776-1988《建筑石膏》中抗折强度和抗压强度试验方法，该国家标准中所涉及的其
他内容将在陆续发布的有关标准中予以修订。本标准第2章引用标准中的JC/T 724-19820996),

JC/T 725-1982(1996), JC/T 726-19820996）是分别由原国标GB 3350.3-1982, GB 3350. 4-

1982,GB 3350.5-1982转化的。

    本标准由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轻质与装饰装修建筑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工业杭州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魏超平。

    本标准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工业杭州设计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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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前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许多国家的标准协会（(ISO会员）组成的国际性联合会。制定国际标准

的工作由ISO的各个技术委员会承担。对某一技术委员会从事的项目感兴趣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参加该

委员会。与ISO有联系的一些官方和非官方国际性组织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技术委员会通过的国际标准草案，在被ISO理事会接受为国际标准之前，先在各会员之间传阅，获

得认可。

    国际标准ISO 3051由石膏、建筑石膏和石膏制品技术委员会（(ISO/TC 152)起草，于1973年3月

交会员国传阅。

    以下会员国表示赞同：

    奥地利 墨西哥 西班牙

    保加利亚 荷兰 瑞典

    法国 波兰 泰国

    德国 葡萄牙 土耳其

    伊朗 罗马尼亚 英国
    爱尔兰 南非 苏联

    以下会员国由于技术原因表示不赞同：

    澳大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意大利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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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GB/T 17669。3一1999
eqv ISO 3051：1974

，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石膏抗折强度、抗压强度以及石膏硬度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不掺集料的建筑石膏。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17669.1-1999建筑石膏 一般试验条件
    GB/T 17669.4-1999 建筑石膏 净浆物理性能的测定

    JC/T 724-19820996) 水泥物理检验仪器 电动抗折试验机

    JC/T 725-1982(1996) 水泥物理检验仪器 抗压夹具

    JC/T 726-19820996） 水泥物理检验仪器 胶砂试模

3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符合GB/T 17669. 1的规定。

4 试件

4.1 试样的处理

    按GB/T 17669. 1要求处理粉料试样。
4.2 试件制备的器具

4.2.1感量1g的电子秤。

4.2.2 成型试模应符合JC/T 726的要求。

4.2.3搅拌容器应符合GB/T 17669. 1的要求。

4.2.4 拌和棒由三个不锈钢丝弯成的椭圆形套环所组成，钢丝直径01-02 mm，环长约100 mm,

4.3 试件的制备

    一次调和制备的建筑石膏量，应能填满制作三个试件的试模，并将损耗计算在内

为950 mL，采用标准稠度用水量，用式（1)、式（2)计算出建筑石膏用量和加水量。
                                                                      950

，所需料浆的体积

、“0. 4耳 (W/P)
（1）

式中：m。一一建筑石膏质量，9；
    W/P— 标准稠度用水量，应符合GB/T 17669.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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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二mg X (W/P)······································⋯⋯（2）

式中：mw— 加水量，9。

    在试模内侧薄薄地涂上一层矿物油，并使连接缝封闭，以防料浆流失。

    先把所需加水量的水倒入搅拌容器中，再把已称量的建筑石膏倒入其中，静置1 min，然后用拌和

棒在30s内搅拌30圈。接着，以3 r/min的速度搅拌，使料浆保持悬浮状态，然后用勺子搅拌至料浆开

始稠化（即当料浆从勺子上慢慢落到浆体表面刚能形成一个圆锥为止）。

    一边慢慢搅拌，一边把料浆舀人试模中。将试模的前端抬起约10 mm，再使之落下，如此重复五次

以排除气泡。

    当从溢出的料浆判断已经初凝时，用刮平刀刮去溢浆，但不必反复刮抹表面。终凝后，在试件表面作

上标记，并拆模。

4.4 试件的存放

4.4.1 遇水后2h就将作力学性能试验的试件，脱模后存放在试验室环境中。

4.4.2 需要在其他水化龄期后作强度试验的试件，脱模后立即存放于封闭处。在整个水化期间，封闭处

空气的温度为20℃士20C、相对湿度为90％士5%。每一类建筑石膏试件都应规定试件龄期‘’。
4.4.3 到达规定龄期后，用于测定湿强度的试件应立即进行强度测定。用于测定干强度的试件先在

40℃士4℃的烘箱中干燥至恒重，然后迅速进行强度测定。

4.5 试件的数量

    每一类存放龄期的试件至少应保存三条，用于抗折强度的测定。做完抗折强度测定后得到的不同试

件上的三块半截试件用作抗压强度测定，另外三块半截试件用于石膏硬度测定。

5 抗折强度的测定

5-1 试验仪器

    电动抗折试验机应符合JC/T 724的要求。

5.2 操作程序

    试验用试件三条。

    将试件置于抗折试验机的二根支撑辊上，试件的成型面应侧立。试件各棱边与各辊保持垂直，并使

加荷辊与二根支撑辊保持等距。开动抗折试验机后逐渐增加荷载，最终使试件断裂。

    记录试件的断裂荷载值或抗折强度值。

5．3 结果的表示方法

    抗折强度R，按式（3)计算：

＊；二嘿＝。．。。：34P
            b"

（3）

式中：Rf— 抗折强度，MPa ;

      尸— 断裂荷载，N；

      M- 弯矩，N·mm；

      b— 试件方形截面边长，b=40 mm.

    Rf值也可从JC/T 724所规定的抗折试验机的标尺中直接读取。

    计算三个试件抗折强度平均值，精确至0. 05 MPa。如果所测得的三个R；值与其平均值之差不大于

平均值的150o，则用该平均值作为抗折强度值，如果有一个值与平均值之差大于平均值的1500，应将此

值舍去，以其余二个值计算平均值；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值与平均值之差大于平均值的1500，则用三个新

试件重做试验。

    1)目前，在国际有关标准及国家相关标准中均无此规定。因此，试件的各龄期由有关双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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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抗压强度的测定

6．1 试验仪器

6.1.1 抗压夹具

    抗压夹具应符合JC/T 725的要求。试验期间，上、下夹板应能无摩擦地相对滑动。

6.1.2 压力试验机

    示值相对误差不大于1%。

6．2 操作程序

    对已做完抗折试验后的不同试件上的三块半截试件进行试验。

    将试件成型面侧立，置于抗压夹具内，并使抗压夹具的中心处于上、下夹板的轴心上，保证上夹板球

轴通过试件受压面中心。开动抗压试验机，使试件在开始加荷后20 s至40 s内破坏。

6.3 结果的表示方法

    抗压强度R。按式（(4）计算：

  尸

2 5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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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抗压强度，MPa ;

      尸— 破坏荷载，N;

      ‘— 试件受压面积，2 500 mm'.

    计算三块试件杭压强度平均值，精确至0. 05 MPa。如果所测得的三个R。值与其平均值之差不大于

平均值的15％，则用该平均值作为试样抗压强度值；如果有一个值与平均值之差大于平均值的150o，应

将此值舍去，以其余二值计算平均值；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值与平均值之差大于平均值的150o，则用三块

新试件重做试验。

7 石膏硬度的测定

了门 试验原理

    将钢球置于试件上，测量在固定荷载作用下球痕的深度，经计算得出试件的石膏硬度。

了．2 试验仪器

7.2.1 石膏硬度计

    石膏硬度计具有一直径为10 mm的硬质钢球，当把钢球置于试件表面的一个固定点上，能将一固

定荷载垂直加到该钢球上，使钢球压入被测试件，然后静停，保持荷载，最终卸载。荷载精度20o+感量

0. 001 mm,

了．3 操作程序

    对已做完抗折试验后的不同试件上的三块半截试件进行试验。在试件成型的两个纵向面（即与模具
接触的侧面）上测定石膏硬度。

    将试件置于硬度计上，并使钢球加载方向与待测面垂直。每个试件的侧面布置三点，各点之间的距

离为试件长度的四分之一，但最外点应至少距试件边缘20 mm。先施加ION荷载，然后在2s内把荷载

加到200 N，静置15s。移去荷载15s后，测量球痕深度。

7.4 结果的表示方法

    石膏硬度H按式（5)计算；

        F
广I ＝ －，：二 ＝ —

        7C1Jt      71 X

200

  10

6.37
，，二“⋯‘．。一，，，⋯⋯（5）

式中：H— 石膏硬度，N/mm2;

      t— 球痕的平均深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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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荷载，200 N；

      D- 钢球直径，10 mm,

    取所测的18个深度值的算术平均值t作为球痕的平均深度，再按上式计算石膏硬度，精确至

0. 1 N/mm气球痕显现出明显孔洞的测定值不应计算在内。球痕深度小于0. 159-mm或大于l. 000 mm

的单个测定值应予剔除，并且，球痕深度超出t(1一10%）与t(1+10oo）范围的单个测定值也应予剔除。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测定方法的标准代号及标准名称；

    b)试件的龄期和干燥条件；

    c）测定结果及说明；

    d)测定期间出现的异常现象；

    e）未列入本标准的或作为选择性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