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材料实验室安全事项及基本技能 

1 安全基础 

以人身安全为第一准则，同时严格注意设备安全。出现安全问题，

不要慌乱，要灵活应变，及时正确处理。首先做好以下五防。 

1.1 防火（试剂和电器） 

乙醚、酒精、丙酮、二硫化碳、苯等有机溶剂易燃，实验室不得存放过

多，切不可倒入下水道，以免集聚引起火灾。 

电气设备严禁超载、超负荷运行，大功率的电器要特别关注。 

火灾可以说是实验室最可怕的，所以要学会使用灭火器，如果使用不当

小火也会变成大火，甚至更坏的情况；实验室女士较多，相对来说发现

火情不够冷静，所以平时应该多注重实际的演练，平时不用的易燃品及

时清理，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1.2 防毒 

实验前应了解所用药品的毒性、性能和防护措施； 

• 使用有毒气体（如 H2S, Cl2, Br2, NO2, HCl, HF）应在通风橱中进行操

作； 

• 苯、四氯化碳、乙醚、硝基苯等蒸汽经常久吸会使人嗅觉减弱，必须

高度警惕； 

• 有机溶剂能穿过皮肤进入人体，应避免直接与皮肤接触，操作时要戴

好手套口罩护目镜等； 

• 剧毒药品如汞盐、镉盐、铅盐等及易制毒品药品，还有菌种应该专人、

专库管理，做到帐物相符； 

• 实验操作要规范，离开实验室要洗手。 

1.3 防爆 



易燃液体：特性：易挥发，遇明火易燃烧，实例：汽油、苯、甲苯、乙

醇、乙醚、乙酸乙酯、丙酮、乙醛、氯乙烷、二硫化碳等。保管与使用

时的注意事项：要密封（如盖紧瓶塞）防止倾倒和外溢，存放在阴凉通

风的专用橱中，要远离火种。 

易燃气体：象乙炔、氢气、氧气这种危险的气体的压缩气体应该经常检

查试漏，并且当泄露时应该立即开窗通风再妥善处理。 

易燃固体：碱金属、磷等。 

压力容器：实验室的压力容器灭菌锅属于特种设备的管理，人员需要培

训上岗，它的安全阀、压力表应该定期校验。 

（加热）玻璃器皿：要分清哪些玻璃器皿可以加热，哪些不能，检查是

否有压力出口（加热的玻璃装置都不是密闭的，因为其不耐压，必须是

直接或间接敞开的）。 

1.4 防灼伤 

• 除了高温以外，强酸、强碱、强氧化剂、溴、磷、钠、钾、苯酚、醋

酸等物质都会灼伤皮肤；应注意不要让皮肤与之接触，尤其防止溅入眼

中。 

1.5 防盗 

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认真做好安全检查工作。 

大家要按照规范操作，杜绝在实验室操作区域吃喝，平时关注安全隐患，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安全二字时刻铭记于心，下班后认真检查水电气门

窗等是否关闭，杜绝一切隐患，认真填写检查记录。 

2 实验基本安全知识 

1)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

合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2)烟头中心温度可达 700～800℃，它超过了棉、麻、毛织物、纸张、家

具等可燃物的燃点，若乱扔烟头接触到这些可燃物，容易引起燃烧，甚

至酿成火灾。 

3)据统计，火灾中死亡的人有 80%以上属于烟气窒息致死。火灾初起阶

段是扑救火灾最有利的阶段。假如感到自己或同室实验人员对扑救火灾

已无能为力时，千万不能犹豫，应迅速通知全体人员或向消防队报警。 

4)采取适当的措施，使燃烧因缺乏或断绝氧气而熄灭，这种方法称作窒

息灭火法。 

5)实验人员身着实验服着火，有可能迅速脱下的，就要脱掉为妥。如来

不及脱掉，可在比较宽敞的地面上滚动灭火或往实验服上喷水。如有条

件，可开启二氧化碳气瓶，用二氧化碳气流吹拂灭火，但要注意，对已

失去知觉的实验人员不宜使用二氧化碳喷射，尤其禁止向面部喷射，以

免造成呼吸困难。 

6)电器设备在发生火灾时不应用水灭火。 

7)泡沫不能用于扑救金属钠火灾。 

8)油锅起火或融石蜡等起火应该使用盖锅盖的方法扑灭。针对建材实验

室，可使用实验室大量存在的黄沙等进行扑灭。 

9)维修中使用溶剂和油漆时除了杜绝一切火种，还应该注意通风。 

10)当打开房门闻到燃气气味时，要迅速打开门窗通风，以防止引起火

灾。 

11)灭火器上的压力表用红、黄、绿三色表示灭火器的压力情况，当指

针指在绿色区域表示正常。 

12)楼内失火应从疏散通道逃离；当遇到火灾时，要迅速向安全出口的

方向逃生。 

13)在相对封闭的房间里发生火灾时不能随便开启门窗。 



14)使用电器设备，要了解其性能和操作方法，谨防触电，用后要关闭

电源； 

15)触电的最初几秒是抢救能否成功的关键时间。帮助触电者脱离电源

是第一步。在紧急状况难以弄清原因时，迅速拉开总电闸停电。在总电

闸未拉开仪器设备带电的情况下，可用非导体。如干燥的木棒、橡胶、

聚氯乙烯、玻璃等材料和器件将触电电源导线拨开，或者将触电者与电

源接触部位拉开。抢救人员千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的四肢。 

16)任何实验设备一旦出现故障，需立即停止实验，立即关闭电源和电

闸，并及时报告管理老师，查明原因，排除隐患后，再行启动，严禁私

自处理电器故障或设备故障。 

17)工作结束和离开实验室前，应关闭一切水电、气闸及门、窗。工作

时间时若中断水、电、气，更应注意关闭有关闸阀后方能离开。 

18)设备在插拔开关前，应先关掉设备电源，否则易造成电流过载，损

坏仪器和插座。 

19)对于人体而言的安全电流为：直流<50mA，交流电<15mA。 

3 建材实验室重点注意事项 

1)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要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了解实验室

的安全，熟悉所用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发现安全隐患应及

时报告设备负责人或实验室主任。 

2)不允许穿凉鞋、拖鞋和镂空的鞋进入实验室，宜穿着专用带铁头的工

作鞋。进入混凝土成型室和胶砂成型室必须佩戴手套和口罩，否则禁止

进入。进入其他房间应配备相应的防护设备：如进行与粉尘有关的粉磨

等实验应佩戴口罩，使用搅拌机、搬动模具等需佩戴帆布手套等。 

3)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原材料需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应集中堆放，需标注

进入实验室日期，并在整批原材料标识可较长时间保存的相关信息，如

导师姓名、相关项目名称、材料名称和数量、放宽的可处理日期等，项

目结束后课题组应报知实验室，并安排人员及时清理多余原材料。 



4)不乱堆乱放原材料，所有砂石原材料应堆放在料仓，不得将原材料放

于实验室内或走廊内。其他材料堆放至其他指定位置，不得已置于走廊

晾干时，必须堆放整齐，外围整洁，用完后要及时清除。 

5)未经技术负责人批准、不准擅自改变，如控制温度、升温速度和保持

时间、控制压力值、压力调整范围；加入反应剂、催化剂的数量、顺序

和时间等，就是简单的操作规程也不可擅自改动。 

6)使用自动控制设备时，应根据需要定时查看设备情况，一看设定要求

是否满足，二看供气供水部件是否满足设备要求，三看设备使用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 

7)实验人员必须完全了解实验中所用带电仪器的规格，性能和安全使用

方法。严格按照电路设计的容量安排用电仪器和使用。 

8)检查用电仪器和设备是否带电，一定要用试电笔检查，严禁用手或其

他导体试触。 

9)使用电功率很高的实验设备，实验人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至少两名

实验人员进行实验，避免单独操作，以防发生不测时，无人抢救和及时

处理。 

10)不提倡实验人员带病承担带电实验。绝对禁止实验人员酒醉后参加

带电实验。 

11)不得在实验室随便使用电炉烧水、乱拉电线以及所有与实验无关的

事。 

12)实验室中使用的电炉须定点使用，周围严禁有易燃物品。禁止在实

验室现场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使用电烙铁应放在不燃支架上，周

围不要堆放可燃物，用后立即拔下插头。 

13)凡购买使用化学药品、试剂、设备、原材料等的师生都有责任管理

好上述物品，并且第一时间向实验室说明情况，危化品的购买使用必须

严格按照学校规章制度执行。使用化学药品、试剂、设备、原材料的人



员都要经常检查质量和标签，以防标签脱落及物品变质，造成无法使用

或处置困难。 

14)所有化学药品要妥善保管，试剂药品应贴上标签后再存放，尤其是

对硫酸、盐酸、水银等有害物质，要专人保管、专柜保存。挥发性物品

应存于通风良好的地方或冰箱内；有毒特别是剧毒物品应设专人专柜加

锁保管；易燃易爆物品应置于远离热源处。在使用剧毒或强腐蚀性化学

药品前，应穿戴好防毒防护用具，药品的摆放地点应有醒目标志，以免

他人触动。 

15)直接盛装危险废弃物的容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容器的材质必须与

危险废弃物相容（不互相反应）；容器要满足相应的强度和防护要求；

容器必须完好无损，封口严紧，防止在搬动和运输过程中泄漏、遗撒；

每个盛装危险废弃物的容器上都必须粘贴明显的标签（或原有的，或贴

上新的标签，注明所盛物质的中文名称及危险性质），标签不能有任何

涂改的痕迹；凡盛装液体危险废弃物的容器都必须留有适量的空间，不

能装得太满。 

16)在开启液体化学试剂瓶时，不要将瓶口对向自己面部，也不准对向

其他实验人员。开启时，要在水槽、墙壁角落或对向无人场所进行。由

于长期贮存，试件瓶塞难以开启时，用温水加热或用木棒轻轻敲打。切

勿用金属撞击或强力拧动以防玻璃瓶颈破碎刺伤手臂，或腐蚀性液体溅

出而引起的化学性灼伤。 

17)操作中溅泼在实验台上的酸滴、碱粒应当立即拾起，并将实验台擦

拭冲洗干净。 

18)酸碱的轻度灼伤可用大量清水冲洗或用稀硼酸冲洗。眼睛的化学灼

伤是最危险的灼伤，要抓紧时间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同时准备 2%硼

酸溶液冲洗，并迅速送往医院。 

19)不要使用未知成分与性质的物品，在取用腐蚀类、刺激性物品时，

应戴上橡皮手套和防护眼镜，取放加热物品时，应用夹子，避免人手直

接接触。 



20)各种仪器设备使用前应确认所能使用的范围，不得在实验室乱拉电

线，不能确认的事情应及时请教相关的管理员。 

21)残渣、废物、废酸、废碱、废毒物品等，严禁倒入水槽和下水道。

设置专用贮器收集废液，不得弃入废物缸或下水道，以免引起燃爆事故。

如有溅撒，应用纸巾吸除，并作恰当处理。 

22)危险废弃物是指具有各种毒性、易燃性、爆炸性、腐蚀性、化学反

应性和传染性，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危害的所有的废弃物。要

做到科学收集，存贮和保管由相关人员负责，绝不允许随意丢弃和乱放。 

23)处理有刺激性气味或有毒气体时，必须在通风橱进行，否则算严重

违规处理。 

24)严禁试剂入口，严禁实验室器皿与餐具互相代用；坚持下班洗手漱

口。 

25)试验用各类易燃易爆物品（汽油、煤油、机油、酒精、沥青、石蜡

等）未经允许不能随意带进实验室，即使经允许带入，也不得随便放置，

更不能接触明火、要有专人专柜保管；并有相应的防火防撞措施。 

26)在危险或有毒场所进行实验时，应穿戴好相应的防护用具，如防护

手套、安全鞋、防护面具、防护眼镜等，并尽量在上风向或安全地点操

作。 

27)进行混凝土的成型和与水泥等粉末材料有关的实验，应配备基本的

防护设备如口罩、帆布手套等。 

28)试验中融化沥青、石蜡等易燃的有机材料、用加热煤油法清洗沥青

试模时，要在通风柜中进行，要有防范措施，应穿戴好防护用具，以免

溅伤或烫伤，实验过程中不得离人。 

29)使用高温、高压容器，应穿戴好防护用具，不得离人，经常检查，

随时注意温度和压力，确保安全。 



30)电热材料、耐火制品在高温使用时均应注意防止污染，以免影响耐

高温性能与使用可靠性。 

31)搬动高压容器或易碎物品时，应有防护措施，并避免振动、撞击。 

32)使用试验机等机械设备，要严格按规程操作，注意量程和精度，注

意人身安全，不得超载、超时。 

33)使用搅拌机等易出现安全事故的机械设备，一定要在完全掌握机器

的性能和实验方法后方能使用。 

34)使用切割机，必须经培训，完全掌握机器的性能和实验方法后方能

使用。且使用时应穿戴好防护用具。 

35)在使用下列设备时极易出现事故，更应严格遵守仪器设备操作规程，

不得违章操作、不得随意摆放。如各类电炉，各类拉伸、万能、抗压试

验机，各类净浆、砂浆和混凝土搅拌机、各类切割机、抛光机、磨平机、

高温高压设备等等。 

4 卫生管理 

1)建筑材料试验室以水泥和混凝土的制备、成型和基本力学性能的测试

为主。尤其是制备和成型易导致实验室的脏乱。为加强实验室环境卫生

管理，保持实验室整洁舒适的卫生环境，特制定以下的卫生管理制度，

请所有实验人员共同遵守执行。 

2)使用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除实验时外，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在实验

室堆放原材料。 

3)所有进入实验室的原材料需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应集中堆放，需标注

进入实验室日期，并在整批原材料标识可较长时间保存的相关信息，如

导师姓名、相关项目名称、材料名称和数量、放宽的可处理日期等，项

目结束后课题组应报知实验室，并安排人员及时清理多余原材料。 

4)不得将原材料长期（超过 1 周）堆放于实验室内或走廊内。所有砂石

原材料应堆放在料仓，其他材料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后，堆放至其他指定



位置，不得已短期置于走廊晾干时，必须堆放整齐，外围整洁，用完后

要及时清除。 

5)所有实验人员开始实验前都要检查仪器设备的完好性和卫生状况，如

发现设备问题和卫生状况差，应及时汇报。 

6)所有成型的试件需标注成型年月日，并集中堆放在养护室，并采用可

保持较长时间的明显标识，在整批试件堆放处标识最长的实验龄期，多

余试件及时清除。 

7)水泥、砂浆、混凝土等成型完毕后，由于凝结硬化后很难清理干净，

易造成仪器设备的损坏，因此应在成型完毕后半小时内立即清理仪器，

否则按情节严重的违规处理。 

8)其他实验完毕后要及时整理仪器、清扫场地、仪器设备及模具要擦洗

干净并归位，产生的所有垃圾要及时清理，并倾倒至规定位置，否则按

违规处理。 

9)实验室定期组织对材料室、成型室、养护室、成型设备进行检查、清

理和维护。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大扫除，所有使用实验室学生均须参加并

完成一定量的清理任务，否则按违规处理。 

5 实验基本技能 

5.1 称量与测长 

试验有时需要称取试样的质量，称量时一般要求具有一定的精确度，如

要求精度为 0.1g，则应相应选取感量为 0.1g 的天平，亦可选用精度更高

的天平。一般称量精度不高于试样质量的 0.1%，但还要考虑试验结果

的精度要求。如在拌制混凝土试验中，砂、石称量精度为±0.5%，水泥、

水、外加剂的称量精度要求为±0.3%。 

对于试样尺寸的测量，同样也有精度的要求，在普通的情况下，试样尺

寸＞50 ㎜，精度可取 1 ㎜或更高，而对试样尺寸≤50 ㎜，精度可取 0.1

㎜或更高。但也应视具体性能试验而定，如测量混凝土的干燥收缩，限



制膨胀等，试件尺寸都超过 50mm，但由于其测量数值的变化很小，达

10-4数量级，其测量精度要求为 0.001 ㎜。 

5.1.1 天平 

目前一般实验所使用的天平大多为电子式。实验室中的电子天平依照其

精确度，分为测量值可到小数点下第二位的一般电子天平，及测量值至

小数点下第四位的精密电子天平。因精密电子天平要求较高测量的精准

度，操作要更加小心，其余大部分的操作流程都是相同的。 

电子天平的使用技巧 

(一)称量前的电子天平操作 

1.选择天平时，应同时注意量程（最大测量值）和精度（最小精度，非

最小显示值） 

a)例如，用一台实际标尺分度值 d 为 1mg，检定标尺分度值 e 为 10mg,

最大称量为 200g 的 Mettler 电子天平，用来称量 7mg 的物体，这样是不

能得出准确结果的:在《JJG98-90 非自动天平试行检定规程》中规定，

最大允许误差与检定标尺分度值“e”为同一数量级，此台天平的最大允

许误差为 1e，显然不能称量 7mg 的物体;称量 15mg 的物体用此类天平

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其测试结果的相对误差会很大，应选择更高一级

的天平，有的厂家在出厂时已规定了最小称量的数值。因此我们在使用

电子天平时必须考虑精度等级。建议其精度至与你所称量值相比能达到

0.5~1%。 

b)对称量范围的要求：选择电子天平除了看其精度，还应看最大称量是

否满足量程的需要，严禁超量程使用。 

2.注意调整天平的水平，可观察电子天平的水平仪的气泡是否位在圆圈

内，如果没有，可以旋转天平后方的两个螺旋脚，调整之。 

3.天平的放置不要放在下列位置 

a.阳光直晒 b.潮湿 c.不平稳的地方 d.有振动的地方 e.气流（如风扇口） 



4.电子天平应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预热。 

(二)称量时电子天平的操作 

1.称量容器的选择： 

a.避免使用过大的容器称重，以免浮力导致误差； 

b.避免使用塑料及磁性物质作容器，以免静电引力及电磁感应导致误差。 

c.如药品吸水易潮(如：NaOH)，不可用称药纸称重可用小烧杯盛装。 

d.称量易挥发和具有腐蚀性的物品时，要盛放在密闭的容器中，以免腐

蚀和损坏电子天平。 

e.精称药品(至 0.1mg)时，为避免药品吸收空气的水气，导致误差，需用

采用加盖称重瓶(weighting bottle)。 

f.称量时试件或容器须轻拿轻放，勿忘初始读数清零。 

2.称重时的注意事项 

a.称重时需将待测物及其承装容器与电子天平维持在相同的温度，避免

气流流动造成误差。 

b.称重时装有待测物的承装容器，不要用手直接拿，以免手上的汗，油

及其它微小之杂物，影响称重值。可采用戴手套，或用夹子及纸条代替。 

c.称重时要将装有待测物的承装容器放置在称盘中间，避免造成误差。 

d.称量粉末材料（如水泥、粉煤灰等）须在天平上加称量盘，严禁粉末

材料洒落在天平上。如不小心洒落，要立即清理干净。 

e.精称时最好先用一般电子天平粗称，至移至精密天平精称。 

f.精称时，需将精密天平的门关闭，避免风的影响。 

g.精称时，不可靠在放精密天平的实验台上，避免摇动天平造成误差。 

http://www.any17.com/go/findarticle.jsp?keyword=��


(三)称重完毕，电子天平需用干布将称重盘擦干净，并用用软毛刷将天

平及天平周围刷干净。 实验室应定期校正天平。 

5.2 仪器 

5.2.1 试验机的基本操作 

刻度盘式试验机： 

a.大多数试验机是采用油压摆锤式的测力机构，其摆锤重量的一般是可

以变化的，通过改变摆锤的重量(数量)，可以选择不同的量程。一般摆

锤数量为三个，相应量程为试验机最大吨位的 20％，50％，100％三个

量程。 

b.试验机如为螺旋状弹簧测力机构，则在同一试验机上，一般具有粗细

不同的弹簧，通过改变弹簧的粗细选择不同的量程。 

c.试验机的精确度直接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精度反映试验机刻度盘

上的荷载读数与试件承受的实际荷载之间的误差的大小，其精度越高，

误差越小。精度等级有 0.5，1，2三个，表示相应的示值误差分别为±0.5%、

±1%、±2%，试验机的精度等级由试验精度要求决定。 

d.试验机量程的选择，应该预先估计最大荷载，使测试的结果落在量程

的 20%～80%之间，因为只有在此范围内，试验机才能保证试验机规定

的精度要求，而在此之外，有可能超过精度要求，从而导致产生更大的

误差。 

电子显示式试验机： 

严格按照相应的程序和操作规程操作 

试验机操作注意事项： 

a.试件应置于试验机的承压板中央。 

b.在试验机运行过程中，注意人身安全，手、脚不要置于承压板上。如

果两人或多人合作，一定要确保安全再开机操作。 



c.注意相应防护，防止某些材料在爆裂和脆断破坏时对人体和仪器的伤

害。 

5.2.2 搅拌机操作的基本注意事项 

a.应注意选择合适的搅拌机及其最大容量，搅拌机不得超负荷使用。胶

砂搅拌机 最大搅拌容量为 0.8 升，最大功率仅为 0.55kW，仅用来搅拌

水泥胶砂和少量砂浆，不能搅拌含纤维量较多(体积百分率超过 0.5%)

的胶砂或砂浆。 

b.搅拌机安置在坚实平整的地方，安装必须平稳牢固。 

c.搅拌机运转中严禁维修保养，若遇中途停电必须将料卸出。 

d.搅拌机加盖后方可启动，机械运转中，尽量远离机器以防仪器翻转，

严禁在转筒内用工具扒料，防止伤人，严禁将头或手伸入料斗查看或探

摸。 

e.出料时，一定要确保仪器的卡紧装置是否卡紧，以防仪器突然翻转。 

f.工作完毕后，必须认真清理搅拌机叶片，不能仅仅用水冲，需用刷子

和铲刀等仔细清理干净。清理搅拌机时，要关闭电源，注意安全。 

g.完毕后涮转筒的废水应流入沉淀池内，不准到处乱放废水，人离机断

电，锁好闸箱。 

h.遇到故障、或修理和清理转筒粘贴结物时，必须立即切断电源，避免

伤害事故。 

5.2.3 切割机操作的基本注意事项 

a.不同的切割机适用于不同的切割样品，如实验室现有混凝土切割机和

钢筋切割机。切割不同样品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切割机。 

b.机器运转过程中，注意远离机器，严禁将头或手靠近飞转的机器叶片。 



c.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则以人身安全为第一，其次也要注意设备和实验

室的安全。 

5.2.4 电烘箱的操作 

a.待烘物体必须放在架板上。架板不得任意抽出。待烘物件不得直接接

触加热元件。底层架板不宜放置可燃物。带有易燃液体的物件不得放入

烘烤，应先用电吹风吹干后放入。易燃、易爆物品严禁放入烘烤。有机

玻璃等塑料制品一般均不宜送入烘箱烘烤，以免因熔融起燃而引起事故。 

b.应根据待烘物件的物理、化学性质严格控制烘烤温度与实践。升温时

应逐渐提高温度，避免升温过快。烘箱开启后，应经常照看，不应放置

不惯。工作结束或停电时，应切除电源。 

c.烘箱周围不得放置可燃物和易燃物，如不能放置在有窗帘的窗户旁，

或腐蚀、挥发性物质，或气瓶，如酒精、汽油、柴油等不能放置在烘箱

附近。 

d.沾有易燃液体的物体，如必须使用烘箱烘烤时，可采用鼓风式烘箱。

热风应一次排出，不得再循环。 

5.2.5 小型电炉的操作 

a.加热时应垫石棉网，以使受热均匀。 

b.不得将电炉直接放在橡皮板或塑料块上。 

c.过于潮湿、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电炉应慎用。 

d.融化石蜡、松香等可燃物时，应小心谨慎，以免大量冒烟或超过自燃

点。加热易燃液体，应用液浴。油浴温度不得超过自燃点。 

e.电炉用毕，应切断电源，不得任其畅烧。如遇停电，应立即切断电源！ 

5.2.6 试验方法 



将取得的试样进行处理或者加工，以满足试验所需要的形状和数量。试

样的制备方法应严格按照各个试验要求的方法进行。测试时，如果有标

准，则按标准规定的方法和步骤进行，否则，可参照类似标准或拟定一

定的试验方案与方法进行。对于研究性的试验，可根据一定的试验设计

原则、设计方法进行相应的试验方案设计，所制定的试验方案应具有一

定的可靠程度，并具有一定的试验原理，能准确的反映试验要求，取得

的试验结果能够得到科学的认同，对测试结果能进行比较或者评定，且

相对误差较小。 

水泥使用前的基本要求：如有结块，应将水泥通过 0.9mm 的方孔筛，

并记录筛余百分率及筛余物情况。水泥试样、砂、拌和水及仪器用具的

温度应与试验室温度相同。试验室温度应为 20±2℃，相对湿度应不低

于 50％；湿气养护箱温度为 20±1℃，相对湿度应大于 90％；养护池水

温为 20±1℃。 

砂石：进行砂基本性能试验，应首先置于 105℃的烘箱中烘干，石子可

以烘干亦可以风干。 

混凝土配合比一般以重量计，砂石骨料重量一般以干燥状态为准（干燥

状态骨料是指含水率小于 0.5%的细骨料或含水率小于 0.2%的粗骨料）。

当以饱和面干状态为基准时，应作相应的修正。非干燥状态的集料，在

进行配合比试配前，应先进行集料含水率的测试。 

5.3 结果计算与评定 

各种材料的实验过程中，应注意仔细观察实验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并

对各种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阶段性性或过程性实验结束后，养成及时

处理实验结果的良好习惯，以及时发现实验结果的规律性、符合性。 

对试验所取得的数值，一般需进行数据处理，在实验误差的允许范围内，

一般取几次平行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的试验结果，平行试验

的次数，根据材料性能、测试方法和允许误差而定，不同材料、不同测

试方法、不同性能有不同的允许误差，试验的最终结果应满足精确度与

有效数字的要求。一般有效数字的位数越多，表示观测值的准确度越高。

但有效数字也不是越高越好，在规定实验方法中，使用规定的仪器设备，



仅需保留标准规定的有效数字即可，因为根据规定的设备，一般测量结

果的精度也仅达到规定的要求，无法取得更高的精度。 

5.4 试验条件的影响 

相同材料在不同的试验条件下，如在不同的温度、湿度、不同的加荷速

率、不同的试件尺寸等情况下，会得出不同的试验结果，故在试验中一

般要求标明测试的环境条件。当实验室和标准养护室温度不能满足实验

要求时，需及时向实验室管理人员反映。 

表 1-1 常用建筑材料对试验室和养护室的温度和湿度要求 

  

试验室 标准养护室 水 

温度 相对湿度 温度 相对湿度 温度 

水泥 20±2℃ ≥50％ 20±1℃ >90% 20±1℃ 

混凝土 20±3℃   20±2℃ >95%   

砂浆 20±5℃   20±3℃ 

混合砂浆：60~80% 

水泥砂浆：>90% 

  

钢筋 10～35℃         

试件受荷面的平整度也大大影响着测试强度，如受荷表面粗糙，平整度

不够，会引起应力集中而降低强度，凸出来比凹下去对应力集中影响更

大，如在混凝土强度测试中，不平整度达到 0.25mm 时，其强度可能会

降低 1/3，所以受荷面必须平整，在水泥抗折、抗压和混凝土抗压强度

测试中规定，成型面一般不作受压面，如一定要作受压面，必须用适当

强度的材料找平。 

施加于试件的荷载速度对强度试验的结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般加荷速

度越慢，测得的强度越低，因为当加荷慢时，应变有足够的时间发展，

应力还不大时由于应变的充分发展，其变形已经达到应变极限即破坏；

反之加荷速度越快，应力在急速上升，而应变来不及发展使试件测得的



应力偏高，强度偏高。因此对各种材料力学性能的测试，都有加荷速率

的规定。 

表 1-2 混凝土力学性能测试的加荷速度要求(单位：MPa/s) 

混凝土力学性能 

             强度等级 

<C30 C30～C60 ≥C60 

抗压强度、弹性模量 0.3～0.5 0.5～0.8 0.8～1.0 

抗折强度、劈拉强度 0.02～0.05  0.05～0.08 0.08～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