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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概述

骨料的定义与作用

骨料定义

骨料又称为集料，是混凝土的主要组成材料，约占混凝土总体积的70~80%。
骨料在混凝土中既有技术作用，又有经济效果。

骨料作用

在技术上，骨料主要起骨架作用，使混凝土具有更好的体积稳定性和更好的
耐久性；经济上，骨料比水泥便宜很多，可作为廉价的填充材料，降低成本。
而且骨料易得，可以就地取材，使混凝土应用更广泛。



1、按形成过程分类

一、骨料分类：

骨料可以按照形成过程、、密度大小、可以大小等分类。

骨料概述

按形成过程可分为天然骨料和人造骨料之分。碎石、卵石等经过自然条件风
化、磨蚀或人工破碎而成的是天然骨料；人工砂、轻集料、再生骨料等属于
人造骨料。



3、颗粒大小分类

2、密度大小分类

骨料概述

按密度大小可分为轻骨料、普通骨料和重骨料。轻骨料例如轻骨料陶粒、
陶砂等；普通骨料卵石、碎石等；重骨料重晶石、铁矿石等。

按颗粒大小可分为粗骨料和细骨料，公称粒径小于5mm的为细骨料，按细
度模数又细分为粗、中、砂和特细砂四种规格，按产源和材质又可分为河砂、
山砂、海砂、人工砂和废渣砂等；公称粒径大于5mm的为粗骨料，按产源
和材质又可分为卵石、碎石、碎卵石、矿渣、碎砖、再生骨料及各种具有特
殊功能的天然岩石（如安山岩、石英岩）或人工煅烧物（如耐火砖块、耐火
粘土熟料）等。



二、骨料的主要技术参数：

骨料概述

骨料的技术参数表征了骨料的性质，而骨料的性质取决于其微观结构、先前

的暴露条件与加工处理等因素。蒋家奋将决定骨料性质的因素归为三类：

Ø 第一类为随孔隙率而定的特性：密度、吸水性、强度、硬度、弹性模量

和体积稳定性；

Ø 第二类为随先前的暴露条件和加工因素而定的特性：粒径、颗粒性质和

表面光滑和粗糙程度；

Ø 第三类为随化学矿物组成而定的特性：强度、硬度、弹性模量与所含的

有害物质。



1、密度
骨料的密度包括密度、相对密度、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紧密堆积密

度等。

Ø 密度是指材料在绝对密实状态下单位体积的质量（kg/m³）。绝对密实是

指不包括材料内部孔隙的固体物质的实体积。

Ø 相对密度又称比重，是用材料的质量与同体积水（4℃）的质量的比值表

示，其值与材料密度相同，无单位。

Ø 表观密度是指材料在自然状态下（包含内部孔隙）单位体积所具有的质

量。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体积，是指包括材料实体积和内部孔隙（闭口和

开口）的外观几何形状的体积。

骨料概述



Ø 堆积密度是指单位体积（含物质颗粒固体及其闭口、开口孔隙体积及颗粒

间空隙体积）物质颗粒的质量，有紧堆积密度及松堆积密度之分。材料的

堆积密度反映散粒构造材料堆积的紧密程度及材料可能的堆放空间。松散

堆积密度是指散粒状材料在自然堆积状态下单位体积的质量（kg/m³），

可简称为堆积密度。紧密堆积密度是指骨料按规定方法颠实后单位体积的

质量，可简称为紧密密度（kg/m³）。

骨料概述

大多数材料或多或少均含有孔隙，因此一般材料的表观密度总是小于其密

度。密度并不能反映材料的性质，但可以大致了解材料的品质，并可用来

计算材料的孔隙率；表观密度建立了材料自然体积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可

用来计算材料的用量、构件自重等；也可用于确定材料堆放空间、运输车

辆等。



2、孔隙率、空隙率
骨料孔隙的构造，可分为连通的与封闭的两种。连通孔隙不仅彼此贯通且与
外界相通，而封闭空隙则彼此不连通而且与外界隔绝。孔隙按尺寸分为极微
细孔隙、细小孔隙、较粗大孔隙。

骨料概述

Ø 孔隙率是指材料中孔隙体积（含开口孔隙、粒间空隙）占材料总体积（含
颗粒固体、闭口孔隙）的百分率。孔隙率是反映材料细观结构的重要参数，
是影响材料强度的重要因素。孔隙率与孔隙结构形态还对材料表观密度、
吸水、抗渗、抗冻、干湿变形以及吸声、绝热等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孔
隙率虽然不是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直接应用的参数，但却是了解和预估材料
性能的重要依据。



Ø 空隙率是指散粒状材料在自然堆积状态下，颗粒之间空隙体积占总体积的
百分率。空隙率的大小反映了散粒材料的颗粒相互填充的致密程度。空隙
率可作为控制混凝土骨料级配与计算砂率的依据，可以通过降低骨料空隙
率，以减少用水量和胶凝材料用量、提高工作性能。

骨料概述

 



Ø 骨料含水状态（干燥状态）：骨料含水状态分为：全干、气干（干燥）、
饱和面干、湿润四种状态。

Ø 全干状态是骨料在烘箱中烘干至恒重，骨料颗粒所含的可蒸发水已被驱除
干净，又称烘干状态。

Ø 气干状态是指在骨料的内部含有一定水份，而表层和表面是干燥无水的。
骨料在干燥的环境中自然堆放达到的干燥状态往往就是气干状态，又称干
燥状态。

Ø 饱和面干状态是指骨料其内部孔隙含水达到饱和而其表面干燥。饱和面干
状态时，水分进入骨料并充满其中的孔隙，骨料的内部和表层均含水达到
饱和状态，而表面的开口孔隙及面层却处于无水状态。拌合混凝土的骨料
处于这种状态时，与周围水的交换最少，对配合比中水的用量影响最小。

Ø 湿润状态是指骨料内部不但含水饱和，其表面还被一层水膜覆裹，颗粒间
被水所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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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水率、含水率



Ø 吸水率：是指骨料从干燥状态（烘干状态）到饱和面干状态所吸收的水分
总量与烘干状态骨料质量之比的百分率。有效吸水率为骨料由气干状态到
饱和面干状态所吸收的水量与饱和面干骨料质量之比的百分率。表面吸水
率是表示已超过饱和面干状态所含的水量与饱和面干状态骨料质量之比的
百分数。

Ø 含水率是指骨料内部所包含水分的质量占骨料干质量的百分率

骨料概述

3、吸水率、含水率

Ø 含泥量是指砂、石中公称粒径小于80μm的颗粒含量。砂的泥块含量是
指砂中公称粒径大于1.25mm，经水洗、手捏后变成小于630μm的颗粒
的含量，石的泥块含量是指石中公称粒径大于5.00mm，经水洗、手捏
后变成小于2.50mm的颗粒的含量。

4、含泥量、泥块含量



骨料概述

Ø 骨料中的泥主要是粘土或其它细粉料，主要覆盖或聚集于集料的表面，

消弱了集料与水泥浆体之间的粘接力，降低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增大混

凝土的收缩。骨料的含泥量对混凝土外加剂用量也非常敏感。

Ø 骨料中的泥块体积不稳定，干燥时收缩、潮湿时湿胀，对混凝土有较大

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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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骨料在混凝土中的作用概述
骨料在混凝土的作用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Ø 作为廉价的填充材料，可节省水泥用量，降低成本；

Ø 在混凝土中起骨架作用、传力作用，影响混凝土强度；

Ø 可以提高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减小收缩，抑制裂缝扩展；

Ø 降低混凝土水化热；

Ø 提供混凝土耐磨性。



骨料存在问题分析

一、行业状况

就北京地区情况看，砂石质量是影响混凝土质量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影响
聚羧酸系减水剂性能发挥的主要原因。虽然砂石料用量很大，对混凝土质量
也存在很大影响，但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行业内部对砂石质量重要性认
识却远远不够。北京市砂石年用量数千万吨，用量高时超过亿吨，全国的用
量更是天文数字，但用量如此之大的材料却难得见到一家正规生产厂家，几
乎是清一色的个体厂商，绝大多数厂家生产规模小、人员素质差、设备落后、
生产条件简陋、对产品质量几乎实行“零”控制，所有的质量管理职责几乎
全部落到用户头上。这种完全靠用户进行质量管理的现状，势必过度依赖市
场，总体受市场左右，经常出现“罗卜快了不洗泥”的局面，而用户的选择
余地很小，只能被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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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状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加大砂石企业的管理和引导力度，鼓励大中型企
业参与砂石生产，把砂石作为“正规产品”来对待，那么想全面提高混凝土
质量就成了一句空话。了解了砂石现状，我们作为用户又该怎么办呢？我想
我们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这种局面，还是应该积极地采取一切可能的管理和
技术措施，加大力度控制砂石质量。在此本人总结了以下几点措施，供大家
参考。

一、目前存在问题

Ø 散、乱、污：绝大多数为小型个体企业，行业门槛低，生产工艺落后，

无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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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生产地点不固定：很多砂石生产企业无固定生产地点，也无固定原料来

源途径，生产的骨料都东拼西凑出来的，产品质量稳定性极差。

Ø 环保整治压力下的供方市场：大量小企业被关停造成总体供应紧张，供不
应求价格飞涨，巨大的经济利益下，很多生产单位铤而走险。

Ø 巨大利益诱惑下骨料质量整体快速下滑：由于市场供不应求，利益巨大，
无论质量多差都能找到买家，根本没有提高质量的任何动力。

Ø 大量列质骨料流入市场：正常情况下很多原来不可用、没人用的骨料，现
在被一些人翻出来推向市场，比如：严重风化骨料、机制骨料山皮土、含
泥量达到20%以上简单筛除大泥块和石子的开槽砂等。

Ø 大量存在严重问题的替代骨料：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替代品被利欲熏心的
不法企业拿来作为骨料替代品，用这种骨料配制的混凝土存在严重质量隐
患，甚至造成严重质量问题或事故，比如：钢渣、建筑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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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连续级配要求带来的困惑：我国的现行标准均要求骨料应满足连续级配，
客观上对骨料企业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根据我个人的认识，采用连续级
配的初衷主要是想方便骨料的使用方，用连续级配骨料不用考虑骨料的搭
配技术，方便在一些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使用，在以前混凝土行业初期阶段
是可行的和有利的，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骨料企
业的发展。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骨料生产角度看，目前机制骨料生产企业因为生产连续级配带来了很
大困扰。按照现有标准的要求，骨料的级配大多数是连续级配，为达到标准
要求，骨料生产企业必须克服很多困难，特别是部分岩石特性决定了其不宜
生产连续级配骨料，这对骨料生产企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即使千方百计生
产出连续级配骨料，其结果也不尽人意。因此，一味的追求骨料的连续级配，
不仅严重影响了生产企业的正常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削弱了生产企
业的积极性，同时也不利于提高推广应用机制骨料，更不利于尾矿骨料的有
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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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骨料的使用绝度看，使用连续级配的骨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配制混
凝土的灵活性。按照配制混凝土的一般要求，使用连续级配骨料可以比较
容易获得较高堆积密度的骨料，降低胶凝材料用量，提高混凝土质量。但
是，由于连续级配骨料是在生产时调配的，具有固定的级配曲线，重新组
合搭配的空间被压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搭配不同级配曲线、采取不同
堆积形式及适应配制不同性能要求的混凝土所需的骨料级配，严重影响了
配制混凝土的灵活性。

Ø 高品质骨料标准滞后：国标或行标对骨料的要求大多停留在可用的角度，
对于高品质骨料的要求不明确，行业发张缺乏宣传和引导。



应对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控制底线标准：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制
定适合自己企业的进站质量控制底线。

3、建立进站快速检验制度：所谓快速检验就是适合骨料进站检验的方法和
制度，这些方法和制度基本都是没有标准规定的，都是需要企业根据自己根
据实际情况自行建立的。自行建立快速检验方法和制度一定要具有造作简便
且快速而有效，对实际质量控制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2、建立应急处理机制：混凝土行业的特性决定了我们有很多无奈之举，比
如：由于混凝土的时效性，混凝土不能长期存放，不能长时间断供，一些
浇筑部位开盘就要完成供应等，当部分原材料应供应问题出现严重劣化，
摆在技术人员面前就是两难选择，艰难选择的结果甚至会出现严重后果，
因此必要的应急措施应该事先遇见，提前准备，避免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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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进站检查力度，必要时车车检验。根据自己建立的快速检验制度要
求，按照自行设计的快速检验方法，除了对进站的砂石除逐车目测外，在
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混凝土质量要求、特定的重要的工程需要等进行逐车
快速检验。重点检验对外加剂性能及混凝土整体质量有较大影响的含泥量、
级配、天然砂的含石量及人工砂的石粉含量等项目。同时技术质量人员要
多做对比试验，通过数据争取领导支持，切实让领导相信用次料不但不能
降低成本，还存在很大的质量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得不
偿失。要让进站质量控制人员明白：控制严的单位用好料，控制松的单位
用次料这一不争的事实。技术质量人员只要从源头把住了原材料质量关，
就能达到既保护自己，又有利于单位长远发展的目的。根据本人的经验和
骨料骨料快速检验的经验，推荐以下两种快速检验方法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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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速筛分试验：质采用微波炉或电磁炉快速炒干或烘干骨料，然后进
行筛分试验，根据试验结果，采用相应措施进行处置，比如：按照含水率大
小、含泥量高低、粗细等分别堆放，以便搭配使用。多级配集料既能解决集
料级配差的问题同时也能充分发挥不同级配区间集料的互补性，比如：用较
粗的机制砂和天然细砂混合使用，不仅可以实现细度模数根据强度等级进行
调整，还可以解决单独使用机制砂石粉含量高、单独使用天然砂细度模数小
和含泥量高的问题，并且这种砂完全不含石，解决了因含石量变化造成砂率
波动对混凝土的不利影响；高石粉含量的机制砂可以与天然砂混合使用，可
以改善因石粉含量高造成的流动性差、坍落度损失快的问题等。

快速筛分后，可以进行搭配使用，主要考虑搭配后搭配后空隙率是否降低，
只要孔隙率降低，就应该是合理搭配。下表是不同砂的搭配试验结果：



应对措施

    砂种类
 

 试验项目
细砂 机制砂

4:6 3:7 2:8

细度模数 1.33 3.47 2.54 2.76 2.99

堆积密度(kg/m3) 1438 1597 1529 1639 1623

表观密度(kg/m3) 2553 2713 2649 2665 2681

空隙率(%) 43.7 41.1 42.3 38.5 39.5

m细砂：m机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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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公称粒径为5mm10mm和10mm20mm的碎石按照3:7和2:8的比
例进行了空隙率试验结果：

           石种类

试验项目

公称粒径

5mm10mm

公称粒径

10mm20mm

m5mm10mm:m5mm10mm

3:7 2:8

堆积密度
(kg/m3) 1550 1500 1650 1640

表观密度
(kg/m3) 2740 2750 2650 2670

空隙率(%) 43 45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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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子级配调整.xls
石子级配调整.xls

不同骨料的搭配使用也可以用搭配后的级配曲线来确定，只要搭配后的级配
曲线能够落在连续级配区就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搭配。下面是根据筛分结果按
照不同比例搭配的级配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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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半坍落度试验运用：半坍落度试验具有快速高效和相关性强的特点，
同样适合与砂波动较大时的进站质量控制或搭配后应用效果检验。

原材料进场质量控制用半坍落度试验方法.pptx

在进行半坍落度试验时，应注意：不同组分搭配的砂进行半坍落度试验时，
如果坍落度太小，可通过增加外加剂用量来调整，增加用量直至达到规定坍
落度，然后观察坍落度损失情况，只要损失不大，说明在使用过程中通过调
整外加剂用量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搭配组合基本可用，否则基本不可用；当
然必要时可以调整试验用配合比，然后在重复以上调整步骤。
由于半坍落度试验采用的搅拌站自己的原材料和自己配合比，相关性很强，
因此，运用好半坍落度试验，对于解决日常问题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试验，希
望大家积极实践，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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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分级让步接收制度：将骨料按品质分级，明确让步接收制度，以优

质优价的原则提倡采用优质骨料，灵活运用经济手段，促成供应和使用双方

同时限制劣质骨料蔓延的局面。

6、坚决杜绝使用存在严重质量隐患、来历不明的劣质骨料：建筑工程百年

大计，突破底线严重危害人民生民财产安全，技术人员必须坚守底线，在任

何情况下不可逾越。

7、适时推进标准规范修订：标准规范是行业的技术准则，必须与时俱进，

实施修订才能保护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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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共同呼吁政府主管部门加大骨料行业的管理和引导力度：骨料行业乱象

由来已久，解决起来难度很大，政府主管部门简单依赖“堵”的原则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疏堵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效果。本人认为纾解骨料

行业乱象应该以建立规范的骨料生产基地为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生态环保、

资源合理利用、绿色生产与供应等环节，确保建筑需求的同时实现骨料品质

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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