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中氯离子含量的检测
前言：GB/T 176-2017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标准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发布，
将于 2018 年 11 月 01 日正式实施。新标准紧跟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变化，
结合我国检测技术和分析仪器的发展，新增了多种方法，并修订了部分标准条款。
一、

水泥中氯离子含量现状
氯盐是廉价而易得的工业原料，它在水泥生产中具有明显的经济价值。一方

面，它可以作为熟料煅烧的矿化剂，能够降低烧成温度，有利于节能高产；它也
是有效的水泥早强剂，不仅使水泥 3 天强度提高 50%以上，而且可以降低混凝土
中水的冰点温度，防止混凝土早期受冻；另一方面，氯离子又是混凝土中钢筋锈
蚀的重要因素。由于钢筋锈蚀是混凝土破坏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各国对水泥
中的氯离子含量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氯离子的来源主要是原料、燃料、混合材料和外加剂，但由于熟料煅烧过程
中，氯离子大部分在高温下挥发而排出窑外，残留在熟料中的氯离子含量极少。
如果水泥中的氯离子含量过高，其主要原因是掺加了混合材料和外加剂（如：工
业废渣、助磨剂等）。

二、

水泥中氯离子的含量该如何检测

GB/T 176-2017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中对于氯离子检测最大的变化是删除
了磷酸蒸馏—汞盐滴定法，新增了（自动）电位滴定法及离子色谱法。因为磷酸

蒸馏—汞盐滴定法中采用的是汞盐测定，对人体及环境均有害，且 2016 年 4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关于汞的水
俣公约》（以下简称《汞公约》）。《汞公约》将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起对我国
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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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雷磁 ZDCL-1 型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

ZDCL-1 型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采用自动电位滴定方法检测水泥中氯离子
的含量。用硝酸分解试样，加入氯离子标准溶液，提高检测灵敏度，然后加入过
氧化氢以氧化共存的干扰组分，加热溶液后冷却至室温，用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
滴定至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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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L-1 型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实现了测试过程的“傻瓜化”，将测试方
法内置在检测仪器里，并配套相应的测试试剂和样品前处理方法，使得没有经验
的操作人员也能很容易地掌握和操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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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位滴定法测定水泥中氯离子的含量
样品预处理
称取约 5g 试样，精确至 0.0001g，置于 250mL 烧杯中，加入 20mL 水，搅

拌使试样完全分散，然后在搅拌下加入 25mL 硝酸（1+1），使得水泥样品中不含
有未反应的固体大颗粒，加水稀释至 100mL，加入 2mL 氯离子标准溶液和 2mL 过
氧化氢，盖上表面皿，加热煮沸，微沸 1min—2min。冷却至室温。

2.

测量过程

1) 仪器准备：ZDCL-1 型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
电极：a) pCl-1-01 氯离子电极
b) 217-01 双盐桥参比电极
2) 试剂准备：
硝酸（1+1）
过氧化氢
氯离子标准溶液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
3)

操作步骤

AgNO3 标准滴定液标定：吸取 10.00mL 氯离子标准溶液放入 250mL 烧杯中，加入
2mL 硝酸（1+1），用水稀释至约 150mL，置于 ZDCL-1 型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上
滴定至终点。
空白滴定：吸取 2.00mL 氯离子标准溶液，置于 250mL 烧杯中，加水稀释至 100mL，
加入 2mL 硝酸（1+1）和 2mL 过氧化氢，盖上表面皿，加热煮沸，微沸 1min—2min。
冷却至室温，用水冲洗表面皿和玻璃棒，加入一颗磁力搅拌子后置于 ZDCL-1 型
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滴定至终点。
样品分析：将冷却至室温的预处理的样品，用水冲洗表面皿和玻璃棒，加入一颗
磁力搅拌子后置于 ZDCL-1 型氯离子自动电位滴定仪上滴定至终点。

六、

注意事项

1) 在搅拌下加入 25mL 硝酸（1+1），使得水泥样品中不含有未反应的固体大颗
粒，若有未反应的固体大颗粒会造成测量结果不准确。
2) 加热过程中操作注意防护，应在通风橱内操作，以便生成的气体和酸雾能及

时排出。

欢迎访问上海仪电科学仪器官方网站 www.lei-ci.com 获取更多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