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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 768号

关于发布《回弹法检测水泥基灌浆材料

      抗压强度技术规程》的公告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7年第二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31

号)的要求，由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的《回

弹法检测水泥基灌浆材料抗压强度技术规程》，经协会砌体结构专

业委员会组织审查，现批准发布，编号为T/CECS 801一2021，自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0二一年一月+二 日



月IJ 吕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7年第二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7〕031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过深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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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砌体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

管理，由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解释单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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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检测工程结构中的水泥基灌浆材料抗压强度，保证检测

结果的可靠性，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采用第W类水泥基灌浆材料浇筑的结构实

体抗压强度的检测，不适用于表层与内部有明显差异或内部存在

缺陷的灌浆料强度检测。

1.0.3 采用回弹法检测水泥基灌浆材料抗压强度除应符合本规

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回弹法 rebound method

    根据回弹值推定材料强度的方法。

2.1.2 水泥基灌浆材料 cementitious grout

    由水泥、骨料、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等原材料在专业化工厂按

比例计量混合而成，在使用地点按规定比例加水或配套组分拌和，

用于螺栓锚固、结构加固、预应力孔道等灌浆的材料。其中，第W

类水泥基灌浆材料最大骨料粒径要求大于 4.75mm且小于或等

于25mm。简称灌浆料。

2.1.3 测区 test area

    检测构件灌浆料强度时的一个检测单元。

2.1.4 测点 test point

    测区内的一个 回弹检测点 。

2.1.5 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 。onversion value of cementi-

tious grout strength of test area

    由测区的平均回弹值通过测强曲线或测区强度换算表得到的

测区现龄期灌浆料强度值。

2.1.6 灌浆料强度推定值 estimation value of strength fo:

cementlt10us grout

    相应于强度换算值总体分布中保证率不低于95%的构件中

的灌浆料强度值。

2.2 符 号

。r— 相对标准差;



— 第1个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

— 构件灌浆料强度推定值;

— 构件中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最小值;

— 第1个灌浆料立方体试块的抗压强度;

— 构件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

— 测区平均回弹值;

— 测区第1个测点的回弹值;

— 构件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

娜。风
凡
5吃u

a— 平均相对误差。



3 基 本 规 定

3.0.1 本规程适用于在混凝土结构及砌体结构加固改造工程中，

采用强度等级为C25一C80的第W类灌浆料浇筑的结构实体抗压

强度的检测。

3.0.2 灌浆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

范》GB/T 50448的有关规定。

3.0.3 回弹仪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回弹仪》GB/T 9138的有关

规定，并按现行行业标准《回弹仪》JJG 817 的有关规定进行检定。

3.0.4 使用回弹仪的检测人员应通过专业培训。

3.0.5 当灌浆料实体构件符合下列条件时，可按本规程附录A

的规定进行强度换算:

    1 采用灌浆料成型工艺;

    2 采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模板;

    3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规定的第W类水泥基灌浆材料;

    4 构件表层为干燥状态;

    5 自然养护;

    6 龄期为ld一18Od;

    7 设计强度为25.oMPa~80.OMPa。

3.0.6 在采用本规程测强曲线前，应按本规程附录B的规定进

行验证。

3.0.7 当有专用测强曲线时，应优先采用，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

值宜按专用测强曲线计算或查表得出。专用测强曲线应按本规程

附录C的规定制定。



4 回    弹 仪

4.1 一 般 规 定

4.1.1 回弹仪应在明显位置上标注名称、型号、制造商、出厂编号

等，回弹仪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及计量检定证书。

4.1.2 回弹仪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回弹仪》GB/T 9138的有

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弹仪的标称能量应为2.207);

    2 回弹仪的弹击锤脱钩时，指针滑块示值刻线应对应于刻度

尺满刻度处，且示值误差不应大于土0.4mm;

    3 在洛氏硬度HRC为60士2的钢砧上，回弹仪的率定值应

为80士2;

    4 数字式回弹仪应带有指针直读示值系统，指针滑块刻线回

弹值与数显回弹值的示值误差不应大于士1。

4.1.3 回弹仪使用时的工作温度应为一10℃一50℃，相对湿度小

于 90%。

4.2 检定及校准

4.2.1 回弹仪检定周期为半年，当回弹仪具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按现行行业标准《回弹仪》JJG 817进行检

定或校准后方可使用:

    1 新回弹仪启用前;

    2 超过检定有效期限;

    3 数字式回弹仪数显回弹值与指针直读示值误差大于士1;

    4 经保养后，在钢砧上的率定值不合格;

    5 遭受严重撞击或其他损害。



4.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回弹仪应在钢砧上进行率定试验:

    1 回弹仪当天使用前后;

    2 测试过程中回弹值异常时。

4.2.3 回弹仪的率定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砧表面应干燥、清洁，并稳固地平放在刚度大的物体上;

    2 率定试验应分四个方向进行，且每个方向弹击前，弹击杆

应旋转9。。，每个方向的回弹平均值均应为80士2;

    3 回弹值应取连续向下弹击三次的稳定回弹结果的平均值。

4.3 保 养

4.3.1 当回弹仪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保养:

    1 回弹仪弹击超过2000次;

    2 在钢砧上的率定值不合格;

    3 对检测值有怀疑。

4.3.2 回弹仪的保养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先将弹击锤脱钩，取出机芯。

    2 清洁中心导杆、弹击锤和弹击杆的内孔及冲击面。清理

后，应在中心导杆上薄薄涂抹钟表油，其他零部件均不得抹油。

    3 保养时，不得旋转尾盖上已定位紧固的调零螺丝，不得自

制或更换零部件。

    4 保养后应进行率定。



5 检 测

5.1 一 般规 定

5.1.1

      l

单位;

      2

      3

      4

采用回弹法检测灌浆料强度前，宜收集下列有关资料:

工程名称、工程地址、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

      5

5.1.2

设计图纸;

构件名称及灌浆料类型;

灌浆料配合比、用量、浇筑日期、养护情况等;

检测原因。

对同批构件灌浆料强度按批抽样检测时，构件应随机抽

取，抽检数量不宜少于同批构件总数的30%且不宜少于 10个。

当检验批中受检构件数量大于30个时，构件抽样数量可按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进行适当调整。

5.1.3 单个构件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测区数不宜少于10个。当构件某一方向尺寸不大于

4.sm且另一方向尺寸不大于0.3m时，每个构件的测区数量可适

当减少，但不应少于5个。

    2 测区尺寸宜为200mm只200mm。相邻两测区的间距不

应大于Zm，测区离构件边缘的距离不宜小于0.lm。

    3 测区应选在使回弹仪处于水平方向的灌浆料浇筑侧面。

    4 测区宜布置在构件的两个对称可测面上，当不能布置在对

称的可测面上时，也可布置在同一可测面上，且应均匀分布。在构

件的重要部位及薄弱部位应布置测区，并应避开预埋件。

    5 测区表面应为灌浆料原浆面，并应清洁、平整，不应有疏松

层、浮浆、油垢、涂层以及蜂窝等缺陷。表面不平处可用砂轮轻度



打磨，并擦净残留粉尘。

      6

措施 。

对弹击时产生颤动的薄壁、小型构件，检测前应采取固定

5.2 回弹值测量

5.2.1 在构件上回弹测量时，回弹仪的轴线应始终垂直于灌浆料

成型侧面，并应缓慢施压、准确读数、快速复位。

5.2.2 每一测区应读取16个回弹值，每一测点的回弹值读数应

精确至1。测点宜在测区范围内均匀分布，相邻两测点的净距离

不宜小于 20mm，测点距外露钢筋、预埋件的距离不宜小于

3Omm，测点不应在气孔或外露石子上，同一测点应只弹击一次。

5.3 回弹值计算

5.3.1 计算测区平均回弹值时，应从该测区的16个回弹值中剔

除3个最大值和3个最小值，按下式计算其余的10个回弹值的平

均值:

“m一命客“ (5.3.1)

式中:Rm— 测区平均回弹值，精确至。.IMPa;

      R、— 第1个测点的回弹值，精确至IMPa。

5.3.2 采用数显回弹仪测试可直接读取测区平均回弹值。



6 灌浆料强度的推定

6.0.1 构件中第 1个测区的平均回弹值(Rm)，可按本规程第

5.3.1条的规定求得，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值可按本规程附录A

查表或计算得出。

6.0.2 构件的测区灌浆料强度平均值应根据各测区的灌浆料抗

压强度换算值计算。当测区数为10个及以上时，还应计算强度标

准差，其平均值及标准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从，。一生文只u.
            n 二二万

(6.0.2一1)

办了:·’‘_222 Ic (6.0.2一2)

n一 1

式中:m。— 构件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MP“)，精确
              至 0.IMPa;

    只u.，— 第1个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MPa)，精确至

                0.IMPa;

        n— 对于单个检测的构件，取该构件的测区数;对批量

              检测的构件，取所有被抽检构件测区数之和;

    、。— 构件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MP“)，精确
              至0.OIMPa。

6.0.3 构件的现龄期灌浆料强度推定值(f。u，。)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构件测区数少于10个时，应按下式计算:

                        fou，e=f里。，mi。 (6.0.3一1)

式中:fcu，。— 构件灌浆料强度推定值(MPa)，精确至0. IMPa;

    式u.min— 构件中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的最小值(MPa)，精
                                                                                9



      确至0.IMpa。

当构件测区数不少于10个时，应按下式计算:

          f。u，。=mf。一1·6455「·

当批量检测时，应按下式计算:

            f。u，。=mf一 ks;·

(6.0.3一2)

(6.0.3一3)

式中:k— 推定系数，宜取 1.645;当需要推定强度区间时，可按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取值。

    注:构件的灌浆料强度推定值是指相应于强度换算值总体分布中保证率

不低于95%的构件中灌浆料强度值。

6.0.4 对按批量检测的构件，当该批构件灌浆料强度标准差出现

下列情况之一时，则该批构件应全部按单个构件检测:

    1当该批构件灌浆料强度平均值(m「。)不大于50·OMPa且

标准差(sf。)大于5·SOMpa时;

    2当该批构件灌浆料强度平均值(m;。)大于50·OMPa且标

准差(sf。)大于6·soMpa时。
6.0.5 回弹法检测灌浆料抗压强度报告可按本规程附录D的格

式编写。



附录A 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

A.0.1 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值可按表A.0.1查表得出。

                  表A.0.1 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表

Rm f:u.‘!Rm f:o. }R。 f:u.，}Rnl 式。.‘

27。2 25·3一32.8 36.3 {38·4 49·3}44.0 64.2

27.4 25·6一33.0 36.7 {38·6 49·8}44.2 64.8

27.6 26·。一33.2 37。2 }38·8 5。·3}44.4 65.3

27.8 26·3一33.4 37.6 }39·。 5。·8一44.6 65.9

28.0 26·，一33.6 38.0 }39·2 51·3}44.8 66.5

28.2 27·1一33.8 38.5 }3。·4 5‘·8}45.0 67.1

28.4 27·5一34.0 38.9 }39·6 52·3}45.2 67.6

28.6 27·8一34.2 39.4 {39·8 52·8}45.4 68.2

28.8 28·2一34.4 39.8 {4。·。 53·4}45.6 68.8

29。0 28·6一34.6 40.3 14。·2 53·9{45.8 69.4

29.2 29·。!34.8 40。7 {4。·4 54·4{46.0 70.0

29.4 2”·4}35.0 41。2 14。·6 54·。{4fi.2 70.6

29.6 29·8一35.2 41.6 一4。·8 55·4146.4 71.2

29.8 3。·1一35.4 42.1 一41·。 56·。{46.6 71.8

30.0 3。·5一35.6 42.6 {41·2 56·5}46.8 72。4

30.2 3。·9}35.8 43.0 一41·4 57·。}47.0 73.0

30.4 31·3}36.0 43.5 {4106 5706!47.2 73.6

30.6 31·7}36.2 44.0 }“·8 58·‘}47.4 74.2

30.8 32·1】36.4 44.4 }42·。 58·7}47.6 74.8

31.0 32·5一36.6 44。9 }‘2·2 59·2}47.8 75 4

31.2 33·0一36.8 45。4 }42·4 59·7}48.0 76.0

11



续表 A.0.1

Rm 儿u‘ }Rm 儿。.。 1 Rm 式。.; {Rm 几。;

31.4 33.4 {37·。 45.9 一‘2·6 60 3 一‘8·2 76.6

31。6 33.8 一37·2 46.4 {‘2·8 60.8 {‘8·‘ 77，2

31.8 34.2 {3，·‘ 46.8 }‘3·。 61.4 }48·6 77.9

32.0 34.6 }37·6 47.3 {‘3·2 62.0 {‘8·8 78.5

32.2 35.0 }37·8 47.8 一‘3·‘ 62.5 一49·。 79.1

32.4 35.5 {38·。 48.3 {43·6 63.1 }49·2 79.7

32.6 35.9 一38·2 48.8 }43·8 63.6 }-
    注:1表中Rm为测区平均回弹值，式。.‘为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
      2 表内未列数值可用内插法求得，精度至。.IMPa。

A.0.2 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值也可依据下式计算得出。

                  f迄。，，=0.041628R盆，3989‘ (A.0.2)

式中:Rm— 测区平均回弹值，精确至0.IMPa;

    f忿u.‘— 测区灌浆料强度换算值，精确至0.IMPa。



附录B 测强曲线的验证方法

B.0.1 在采用本规程测强曲线前应进行验证。

B.0.2 灌浆料应符合本规程第3.0.2条的规定，回弹仪应符合

本规程第4.1节的规定。

B.0.3 测强曲线可按下列步骤进行验证:

    1 根据各品牌灌浆料的特点和配合比，制作C30一C60至少

5个强度等级、边长为150mm灌浆料立方体标准试件，每组6块，

并自然养护。

    2 按ld、3d、7d、14d、28d(龄期可根据需要适当内插)，进行

欲验证测强曲线对应的回弹测试和试件抗压试验。

    3 根据每个试件测得的测区平均回弹值(Rm)，可按本规程

附录A查表或计算得出试件的换算强度。

    4 根据实测试件抗压强度和换算强度，按附录第C.0.5条

计算强度平均相对误差(引和强度相对标准差(。，)。

    5 当a小于或等于15%且。r小于或等于18%时，可使用本

规程测强曲线。



附录C 专用灌浆料测强曲线的制定方法

C.0.1 采用灌浆料应符合本规程第3.0.2条的规定，并应按厂

家配合比制作强度等级为C25一C80、边长150mm的立方体标准

试件。回弹仪应符合本规程第4.1节的规定。

C.0.2 制定专用测强曲线的试块应与欲测构件在原材料(含品

种、规格)、成型工艺、养护方法等方面条件相同。

C.0.3 试块的制作、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因每个品牌灌浆料属同一配合比，故制作不同强度等级的

试块需从ld、3d、7d、28d、60d等龄期的试块强度试验中摸索其强

度增长规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个强度等级的对应龄期;

    2 不同龄期对应的每一强度等级制作不少于6个边长为

15Omm立方体试块;

    3 试件拆模后应按“品”字形堆放在不受日晒雨淋处自然养

护;

    4 试块最长龄期不小于60d，且不大于180d。

C.0.4 试块的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擦净试块表面，以浇筑侧面的两个相对面置于压力机的上

下承压板之间，加压6okN一lookN;
    2 在试块保持压力下，采用符合本规程第4.1.2条规定的标

准状态的回弹仪和本规程第5.2.1条规定的操作方法，在试块的

两个侧面上分别弹击8个点;

    3 从每一试块的16个回弹值中分别剔除3个最大值和3个

最小值，以余下的10个回弹值的平均值(计算精确至0.1)作为该

试块的平均回弹值R衫

    4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的有关规定，将试块连续均匀加荷直至破坏，计算试

块的抗压强度值fc。(MPa)，精确至0.IMPa。

C.0.5 专用灌浆料测强曲线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专用测强曲线的回归方程式，应按每一试件测得的Rm和

f、，‘，采用最小二乘法原理计算。

    2 回归方程宜采用以下函数关系式:

                      f万u=a尺氮 (c.0.5一1)
    3 用下式计算回归方程式的强度平均相对误差母和强度相

对标准差。，:

。一士生划乒一，{x，00
        n 不石 }J。u，， }

(C.0.5一2)

    ·，一了六客(分一)’一 (C·“·5一3’
式中:占— 回归方程式的强度平均相对误差(%)，精确至。.1;

    。r— 回归方程式的强度相对标准差(%)，精确至0.1;

  fcu，，— 由第 1个试块抗压试验得出的灌浆料抗压强度值

            (MPa)，精确至0.IMPa;

  f乳，，— 由同一试块的平均回弹值Rm按回归方程式算出的灌

          浆料的强度换算值(MPa)，精确至0.IMPa;

      n— 制定回归方程式的试件数。

C.0.6 专用测强曲线的强度误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均相对误差(韵不应大于士12.0%。

    2 相对标准差(。r)不应大于14.0%。



附录D 回弹法检测灌浆料抗压强度报告

表D 回弹法检测灌浆料抗压强度报告

                                            第    页  共 页

工程名称 灌浆料品牌

委托单位 灌浆料类别 第IV类水泥基灌浆材料

设计单位 检测依据

施工单位 检测日期

监理单位 报告日期

编

号

构件名称

及轴线部位

强度设

计等级

龄期

(d)

现龄期灌浆料

强度推定值

    (MPa)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说

明

1.检测依据:

2.检测环境温度:

3.回弹仪编号检定证号:

4.有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批 准 : 审核: 主检:

单位公章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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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在我国已使用了几十年，应用

非常广泛，但针对水泥基灌浆材料实体构件的抗压强度检测，目前

没有统一的回弹测强曲线，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制定

本规程。

1.0.2 水泥基灌浆材料是由水泥、骨料、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等

原材料，经工业化生产的具有合理级配，加水拌和均匀后具有可灌

注的流动性、微膨胀、高的早期和后期强度、不泌水等性能的干混

料。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水泥基灌浆材料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需求量越来越大。第W类水泥基灌浆材料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混凝土结构和砌体结构改造加固工程等，大量替代了传统

的细石混凝土，提高了施工效率，且发展势头强劲，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好评。

    本规程适用灌浆料为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

用技术规范》GB/T50448规定的第W类水泥基灌浆材料，规范规

定该材料抗压强度试验采用立方体试块抗压强度来评定，由于该

材料特点明显不同于普通混凝土，故不宜采用普通混凝土的测强

曲线进行原位回弹检测。因此，有必要针对灌浆料实体构件抗压

强度建立一条回弹测强曲线。



3 基 本 规 定

3.0.1 本条说明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3.0.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0448，水泥基灌浆材料主要性能指标包括最大骨料粒径、流动度、

竖向膨胀率和抗压强度，详见表 1。

                  表 1 水泥基灌浆材料主要性能指标

类别 工类 n类 m类 W类

最大骨料粒径(mm) 簇4.75 >4.75且镇25

截锥流动度

    (mm)

初始值 )340 ) 290 )650‘

30m in ) 310 ) 260 )550’

流锥流动度

    (5)

初始值 成35

30m in 镇50

竖向膨胀率

    (%)

3h 0.1~3.5

24h与3h的

膨胀值之差

抗压强度

  (MPa)

ld )15 )20

3d ) 30 )40

28d )50 ) 60

氯离子含量(%) <0。1

泌水率(%) 0

    注:二表示坍落扩展度数值。

    对于适用本规程的第W类水泥基灌浆材料，要求最大骨料粒

径大于4.75mm且小于或等于25mm，抗压强度ld时大于或等于

ZOMPa、3d时大于或等于4OMPa、28d时大于或等于6OMPa。试

验结果表明:这几项指标中，抗压强度值是影响本规程强度曲线的

关键因素。因此，适用本规程的前提应采用符合要求的灌浆料。

由于实际工程中个别灌浆料产品包装标识常常不注明类别，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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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其他三类是为了强调材料差异，以防错误套用本规程。

    需要强调的是，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

范》GB/T50448提到，当此材料用于结构修补加固时，依据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第W类水泥基灌浆材料抗压强度标

准试件应以150mm立方体作为抗压强度标准试件。但现行国家

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50448规定，此类水

泥基灌浆材料抗压强度应采用尺寸100mmx100mmx100mm的

立方体试件，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GB/T50081的规定进行试验，边长为10omm立方体试件与

边长为15Omm立方体标准试件的强度关系，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高强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 281规定的抗压强度折算系数

执行。而现行行业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一2018规定，

抗压强度试件尺寸为 15omm X 15Omm X 15Omm的立方体。因

此，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本规程所有试验均采用边长为

150mm立方体的标准试件。

    另外，国家现行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程》GB/T

50448及《水泥基灌浆材料))JC/T 986均规定前111类水泥基灌浆

材料(最大骨料粒径要求不大于4.75mm)抗压强度标准试件应采

用尺寸为4ommx40mm只160mm的棱柱体，显然与第W类不同，

因此本规程不适用于前m类水泥基灌浆材料。

3.0.5 具体说明了本规程给出的全国灌浆料测强曲线适用范围。

由于灌浆料流动性特点，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

技术规范》GB/TS0448，灌浆料成型工艺为“将拌合均匀的灌浆材

料灌人模板中并适当敲击模板”。

    结合灌浆料早期强度增长的特点，建立测强曲线时，采用了最

短龄期为ld 的试验数据。测强曲线在短龄期的适用，有利于采用

本规程为控制短龄期灌浆料质量提供了技术依据。本规程试验结

果表明，各地采用此类灌浆料品牌[分别采用黑龙江、辽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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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安徽、湖南、浙江、福建、广东、云南、重庆、陕西12个省(直辖

市)共15个品牌」18Od强度普遍达到C80，个别甚至达到C90。龄

期在 18Od后强度增长不明显。

    本次参加实验各单位共取得灌浆料实验数据4088组(试件龄

期范围ld一241d，强度范围10.4MPa一98.IMPa)，按照最小二乘

法的原理，通过回归而得到的最优函数为幂函数，曲线方程为:

                  f:。，=0.041628R盆93989‘ (1)

    其强度误差值:平均相对误差(韵为士12.9%;相对标准差

(。r)为16.2%;相关系数(:)为0.9247。

    通过多个曲线相关性分析比较，最后确定该幂函数曲线方程

作为灌浆料的测强曲线方程。另外，通过误差分析，确定该曲线方

程强度适用范围为25.OMPa一80.OMPa，适用龄期为ld一18Od。

3.0.6 为了掌握本规程测强曲线对于各品牌灌浆料的检测精度

情况，应对其进行验证。本规程采用的测强曲线，强度误差值符合

下列规定:

    平均相对误差(韵不应大于士15.0%，相对标准差(。r)不应大

于18.0%。

    由于正规厂家生产的灌浆料原材料和配合比基本一致，建议

厂家为自己品牌进行验证，以方便客户使用。另外，考虑到验证周

期的合理性并便于操作，故制作试块强度等级为C25~C6o，确保

覆盖强度最低的要求，所需时间28d即可。

3.0.7 实践证明，专用测强曲线精度高于本规程测强曲线。所以

本条鼓励优先采用专用测强曲线。

    专用测强曲线的强度误差值均应小于本规程测强曲线，根据

试验结果，专用曲线强度误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平均相对误差(韵不应大于士12.。%，相对标准差(。。)不应大

于14.0%。

    实际上灌浆料专用测强曲线即正规厂家生产的灌浆料品牌测

强曲线，因此厂家制定专用测强曲线最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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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    弹 仪

4.1 一般 规 定

4.1.1 回弹仪为计量器具，在使用之前，应当由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进行检定，使检测精度得到保证。

4.1.2 回弹仪的质量及测试性能直接影响强度推定结果的准确

性。只有采用质量统一、性能一致的回弹仪，才能保证测试结果的

可靠性。规程编制组经过大量试验，对比标称能量2.207)的中型

回弹仪和标称能量5.SOOJ的重型回弹仪对灌浆料强度曲线的适

用性，综合识别精度、方便可靠、经济适用等因素，最终选定标称能

量为2.207)的中型回弹仪。

4.1.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回弹仪》GB/T 9138确定的可确保回

弹仪正常使用的工作环境。

4.2 检定及校准

4.2.1 检定回弹仪的单位应由主管部门授权，并按照国家计量检

定规程《回弹仪》JJG 817进行。

4.2.2 本条给出了回弹仪的率定要求，确保在使用过程中及时发

现和纠正回弹仪的非标准状态。

4.2.3 本条给出了回弹仪的率定方法。

4.3 保 养

4.3.1

4.3.2

本条规定了回弹仪常规保养的要求。

本条给出了回弹仪常规保养的步骤。



5 检 测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本条中资料是对结构或构件检测灌浆料强度所需要的资

料 。

5.1.2 对于灌浆料原材料、配合比、养护条件基本一致且龄期相

近的一批同类构件的检测可采用批量检测。抽取试样应遵守“随

机”的原则，并宜由相关单位会同检测单位共同商定抽样的范围、

数量和方法。因回弹法测试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故规定了当检

验批构件数量较少时的抽检比例和最少数量。同时规定，当检验

批构件数量过多时，抽检构件数量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进行适当调整。

5.1.3 第 1款一第4款规定了测区布置的要求。其中，考虑到高

强灌浆料多用于墙、柱、梁等承重构件，所以绝大多数检测面为浇

筑侧面，本规程的测强曲线就是在灌浆料成型侧面建立的。因此，

测试时回弹仪的轴线方向应与结构或构件的浇筑侧面相垂直。

    检测面应为灌浆料原浆面，并应清洁、平整以确保检测的可靠性。

    对于薄壁小型构件，如果约束力不够，回弹时产生颤动，会造

成回弹能量损失，使检测结果偏低。因此必须加以可靠支撑，使之

有足够的约束力时方可检测。

    当采用第W类水泥基灌浆料用于混凝土构件或砌体构件加大

截面加固时，增加厚度不宜小于60mm，若原截面与灌浆料连接密

实可靠，也适用本规程。

5.2 回弹值测量

5.2.1 检测时应保持回弹仪的轴线应始终垂直于灌浆料成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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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缓慢施压不能冲击，否则回弹值读数不准确。

5.2.2 本条规定每一测区记取16点回弹值，不包含弹击隐藏在

薄薄一层水泥浆下的气孔或石子上的数值。同一测点只允许弹击

一次，若重复弹击则后者回弹值高于前者，易造成误差。

5.3 回弹值计算

5.3.1 本条规定的测区平均回弹值计算方法和建立测强曲线时

的取舍方法一致，不会引进新的误差。



6 灌浆料强度的推定

6.0.1 本条给出了灌浆料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查表或计算方法。

6.0.2 本条给出了测区灌浆料强度平均值及标准差的计算方法。

该标准差公式采用数理统计中的标准差计算公式，不再沿用现行

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23 中标

准差计算公式。

6.0.3 当测区数量不少于10个时，为了保证构件的灌浆料强度

满足95%的保证率，采用数理统计的公式计算强度推定值;当构

件测区数少于10个时，因样本太少，取最小值作为强度推定值。

此外，当构件中出现测区强度无法查出(如小于25.OMPa或大于

80.oMPa)时，因无法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差，也只能以最小值或最

大值作为该强度推定值。推定区间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进行计算。

6.0.4 对按批量检测的构件，如该批构件的质量不均匀，测区强

度标准差大于规定的范围，则该批构件应全部按单个构件进行强

度推定。本条中抗压强度平均值及相应标准差的限值，沿用了现

行行业标准《高强混凝土强度检测技术规程》JGJ/T 294 和现行协

会标准《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T/CECS

02中的规定。

6.0.5 检测报告是工程测试的最后结果，是处理质量问题的依

据，要求检测报告的信息尽量齐全，按统一格式出具。



附录C 专用灌浆料测强曲线的制定方法

C.0.1 鉴于各厂家灌浆料最高强度不尽相同，试块制作的最高

强度灵活掌握，但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

范》GB/T 50448，不应低于C6O。

C.0.4 当试块抗压强度预估为C25时，加压60kN。当试块抗压

强度预估为C80时，加压1ookN。当预估为其他强度等级时，加

压值采用内插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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