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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建筑材料领域委员会（CSTM/FC03）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建筑材料领域委员会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技术委员会

（CSTM/FC03/TC12）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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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重晶石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改性重晶石粉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改性重晶石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950  建筑材料与非金属矿产品白度测量方法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改性重晶石粉理化性能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硫酸钡/%                                        ≥90.00 

全铁（以三氧化二铁计）/%                                                         ≤0.12 

105 ℃挥发物/%                                  ≤0.50 

水溶物/%                                         ≤0.80 

白度/%                                          ≥85.0 

吸油量/(g/100g) 10.0～30.0 

pH 值 6.5～9.5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文件所用的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它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 GB/T 6682—2008规定的

三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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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除特殊规定外，分析结果的数值，按 GB/T 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数。 

5.2 硫酸钡含量 

5.2.1 方法提要 

将试样与稀酸反应，经过滤、烘干、灰化，灼烧后残渣与混合熔剂在高温下熔融，硫酸钡转化成碳

酸钡，用盐酸将碳酸钡溶解生成氯化钡，然后用硫酸钡重量法测定。 

5.2.2 试剂 

5.2.2.1 混合熔剂：将无水碳酸钠和碳酸钾按 1+1混合。 

5.2.2.2 氨水溶液（1+1）。 

5.2.2.3 硫酸溶液（1+9）。 

5.2.2.4 盐酸溶液（1+4）。 

5.2.2.5 盐酸溶液（1+9）。 

5.2.2.6 无水碳酸钠溶液（2 g/L）。 

5.2.2.7 氯化钡溶液（120 g/L）。 

5.2.2.8 硝酸银溶液（20 g/L）。 

5.2.2.9 甲基橙指示液（1 g/L）。 

5.2.3 仪器设备 

5.2.3.1 烘箱：最高温度不低于 120 ℃，控温精确度±2 ℃以内。 

5.2.3.2 天平：感量不大于 0.1 mg。 

5.2.3.3 高温炉：最高温度不低于 1000 ℃，控温精确度±20 ℃以内。 

5.2.3.4 铂坩埚：25 mL～50 mL。 

5.2.3.5 瓷坩埚：25 mL～30 mL。 

5.2.3.6 烧杯：400 mL、200 mL。 

5.2.3.7 水浴锅：控温精确度±2 ℃以内。 

5.2.3.8 电炉：带有调压器。 

5.2.3.9 漏斗：直径约 11 cm。 

5.2.4 分析步骤 

5.2.4.1 称取烘干后的试样约 1 g (精确至 0.0001 g )置于 200 mL烧杯中，加入 80 mL盐酸溶液（1+9），

盖上表面皿，在电热板加热微沸 30 min，加水至 100 mL再微沸 3 min，冷却，用慢速定量滤纸过滤，

用水洗涤至滤液无氯离子﹝检验方法：取 2 mL滤液，加 0.5 mL硝酸银溶液（20 g/L），5 min后应保

持透明﹞。 

5.2.4.2 将滤纸及不溶残渣置于铂坩埚中，放入高温炉内，半开炉门，从低温升起进行灰化，待灰化

完成后，继续升温，至 750 ℃时取出冷却。 

5.2.4.3 加入 4.0 g混合熔剂于铂坩埚中，混匀。然后在它上面再盖 4.0 g混合熔剂，盖上盖子，留

一缝隙。将坩埚置于高温炉内，于 800 ℃±20 ℃下熔融 40 min，取出冷却。 

5.2.4.4 用 100 mL～150 mL热水浸取熔融物于 400 mL烧杯中，用包橡皮头的玻璃棒将全部熔融物转

移至烧杯中。加热煮沸至熔融物松散，静置片刻。用慢速定量滤纸先将上层清液过滤，然后以热的无水

碳酸钠溶液（2 g/L）用倾析法洗涤不溶物，并将不溶物转移至滤纸上继续洗至无硫酸根为止﹝检验方

法：取 2 mL滤液，加 2滴盐酸溶液（1+4）和 0.5 mL氯化钡溶液（120 g/L），10 min后溶液应保持

透明﹞，弃去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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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5 将盛有不溶物的滤纸放在漏斗内，用 30 mL热的盐酸溶液（1+4）分六次加到漏斗内溶解沉淀，

迅速将表面皿盖在漏斗上。滤液收集在 500 mL烧杯中，每加一次盐酸溶液（1+4）后用热水洗涤一次，

盐酸溶液（1+4）全部加完后，用热水洗涤表面皿及漏斗上的滤纸至无氯离子为止（检验方法：取 2 mL

滤液，加 0.5 mL硝酸银溶液（20 g/L），5 min后应保持透明）。加 2滴～3滴甲基橙指示液（1 g/L）

于滤液中，用氨水溶液（1+1）中和至恰成淡黄色，加 2 mL 盐酸溶液（1+4），最后加水调整溶液体积

为 400 mL。 

5.2.4.6 将溶液加热至沸，在搅拌下以均匀速度加 20 mL 热硫酸溶液（1+9），控制在 2 min～2.5 min

内加完，盖上表面皿，把烧杯放在沸水浴上保持 2 h或室温放置 12 h以上。用慢速定量滤纸过滤，沉

淀以热水洗涤至滤液无氯离子为止（检验方法同前）。 

5.2.4.7 将沉淀连同滤纸置于已灼烧至质量恒定的瓷坩埚内，干燥、灰化，并在高温炉内于

600 ℃±20 ℃下灼烧至质量恒定。 

5.2.4.8 随同进行空白试验。 

5.2.5 结果计算 

硫酸钡的含量 ）（ 4BaSO 按公式(1)计算： 

 ）（ 4BaSO = 100
)()( 4321 



m

mmmm
 ........................... (1) 

式中： 

）（ 4BaSO ——硫酸钡的含量，%； 

1m ——恒重坩埚和沉淀的质量，单位为克（g）； 

2m ——恒重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3m ——空白试验恒重坩埚和沉淀的质量，单位为克（g）； 

4m ——空白试验恒重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数平均值为报告值。 

5.2.6 允许差 

两个平行测定结果之间的绝对误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否则，应重新测定。 

表2  硫酸钡含量的允许差 

硫酸钡含量/% 允许差/% 

＜97.00 0.40 

≥97.00 0.50 

5.3 全铁含量 

5.3.1 邻菲啰啉比色法 

5.3.1.1 方法提要 

用盐酸羟胺将三价铁还原为二价铁，在pH＞2.5时，二价铁与邻菲啰啉生成桔红色络合物，用分光

光度计于510 nm处测定其吸光度。 

5.3.1.2 试剂 

5.3.1.2.1 氢氧化铵溶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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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 盐酸溶液(1+1)。 

5.3.1.2.3 盐酸羟胺溶液(50 g/L)：现用现配。 

5.3.1.2.4 邻菲啰啉溶液(1 g/L)：将 0.1 g邻菲啰啉溶解于 10 mL无水乙醇中，加 90 mL 水混匀。 

5.3.1.2.5 酒石酸溶液(100 g/L)。 

5.3.1.2.6 硫酸钠溶液（100 g/L）。 

5.3.1.2.7 三氧化二铁标准溶液甲(1 mL溶液含有 0.05 mg 三氧化二铁)：准确称取 0.1000 g 三氧化

二铁(高纯试剂)于 300 mL烧杯中，加入少许水润湿，加 30 mL 盐酸溶液(1+1),2 mL硝酸，低温加热至

微沸，待完全溶解后，冷至室温，移入 20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5.3.1.2.8 三氧化二铁标准溶液乙(1 mL 溶液含有 0.01 mg 三氧化二铁)：准确分取 20.0 mL 三氧化二

铁标准溶液甲于 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标线，混匀。现用现配。 

5.3.1.2.9 对硝基酚指示剂(5 g/L)。 

5.3.1.3 材料及仪器 

5.3.1.3.1 烘箱：最高温度不低于 120 ℃，控温精确度±2 ℃以内。 

5.3.1.3.2 天平：感量不大于 0.1 mg。 

5.3.1.3.3 高温炉：最高温度不低于 1000 ℃，控温精确度±20 ℃以内。 

5.3.1.3.4 分光光度计。 

5.3.1.3.5 电炉：带有调压器。 

5.3.1.4 分析步骤 

5.3.1.4.1 制备试样溶液 

称取烘干后的试样约0.5 g(精确至0.0001 g)于银坩埚中，加2 g无水碳酸钠（固体）混匀，加4 g

氢氧化钾（固体）覆盖，放入高温炉中，从低温升起在750 ℃熔融10 min，取出冷却。将坩埚放入300 mL

烧杯中，用热水浸取熔块，电炉上低温加热使熔块溶解，用热水及少量盐酸溶液（1+9）洗净坩埚，在

搅拌下将溶液移入预先盛有30 mL盐酸溶液（1+1）的300 mL烧杯中，然后移入250 mL容量瓶中，加入10 

mL硫酸钠溶液（100 g/L），冷却后稀释至刻度，摇匀。静置2 h，用慢速滤纸干过滤，弃去最初10 mL

滤液，滤液收集于250 mL烧杯中，此溶液为A。 

5.3.1.4.2 工作曲线的绘制 

准确分取0.00 mL、1.00 mL、3.00 mL、5.00 mL、7.00 mL三氧化二铁标准溶液甲(分别含有0.00 mg、

0.05 mg、0.15 mg、0.25 mg、0.35 mg三氧化二铁)或准确分取0.00 mL、0.50 mL、1.00 mL、3.00 mL、

5.00 mL三氧化二铁标准溶液乙(分别含有0.00 mg、0.005 mg、0.01 mg、0.03 mg、0.05 mg三氧化二铁)，

分别放入1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约50 mL，加4 mL酒石酸溶液(100 g/L),1滴～2滴对硝基酚指示

剂(5 g/L),滴加氢氧化铵溶液(1+1)至溶液呈黄色，随即滴加盐酸溶液(1+1)至溶液由黄色刚变至无色，

加4 mL盐酸羟胺溶液(50 g/L),10 mL邻菲啰啉溶液(1 g/L)，用水稀释至标线，混匀。放置20 min，在

分光光度计上，于波长510 nm处，选择适宜的比色皿），以水作参比，测定溶液的吸光度。然后，以测

得的吸光度为纵坐标，比色溶液的浓度为横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5.3.1.4.3 工作曲线的绘制 

准确分取适量按5.3.1.4.1制备的试样溶液(A)于1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约50 mL，以下操作

步骤同5.3.1.4.2。 

5.3.1.4.4 工作曲线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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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铁的含量 ）（ 32OFe 按公式(2)计算： 

 100
1000m

n)OFe(c
)OFe(

32
32 




  ........................... (2) 

式中： 

）（ 32OFe ——全铁（以三氧化二铁计）的含量，%； 

)OFe(c 32 ——由工作曲线上查得的100 mL比色溶液中三氧化二铁含量的数值,单位为毫克（mg）； 

n ——试样溶液的总体积与所分取试样溶液体积之比； 

m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值。若结果小于0.1 %，按GB/T 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三位

数。 

5.3.1.4.5 工作曲线的绘制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间的绝对误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否则，应重新测定。 

表3  全铁含量的允许差 

全铁含量（以三氧化二铁计）/% 允许差/% 

0.01～0.09 0.007 

0.10～0.90 0.03 

1.00～3.50 0.10 

5.4 105 ℃挥发物 

5.4.1 仪器设备 

5.4.1.1 恒温干燥箱：控温精确度±2 ℃以内。 

5.4.1.2 分析天平：感量不大于 0.0001 g。 

5.4.1.3 称量瓶。 

5.4.2 分析步骤 

5.4.2.1 称取约 5 g试样（精确至 0.0001 g），放入已恒重的称量瓶中，使试样在瓶底均匀的铺开。 

5.4.2.2 将称量瓶置入 105 ℃的恒温干燥箱中，取下瓶盖，烘 2 h 后，再将瓶盖盖上，取出，置于干

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0.0001 g）。 

5.4.2.3 反复烘干，冷却，称量，直至恒重。 

5.4.3 结果计算 

105 ℃挥发物含量 hw 按公式（3）计算： 

 100
- 65 
m

mm
wh  .................................... (3) 

式中： 

hw ——105℃挥发物含量，%； 

m
5——烘干前称量瓶及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6——烘干恒重后称量瓶及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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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间的绝对误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否则，应重新测定。 

表4  105 ℃挥发物允许差 

105 ℃挥发物/% 允许差/% 

≤0.40 0.03 

＞0.40 0.04 

5.5 水溶物 

5.5.1 材料与仪器设备 

5.5.1.1 恒温干燥箱：控温精确度±2 ℃以内。 

5.5.1.2 分析天平：感量不大于 0.001 g。 

5.5.1.3 瓷蒸发皿：125 mL。 

5.5.1.4 烧杯：250 mL。 

5.5.1.5 水浴锅：控温精确度±2 ℃以内。 

5.5.2 分析步骤 

5.5.2.1 称取烘干后的试样 20 g（精确至 0.001 g），置于 250 mL烧杯中，加入 100 mL 蒸馏水，搅

拌均匀，并在烧杯外壁标出液面高度。 

5.5.2.2 置烧杯于电炉上，煮沸后微沸 5 min（在微沸过程中，应不断搅拌并补充蒸发的水量），取

下，迅速冷却至室温，移入 200 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静止 20 min，用慢速定量滤纸

干过滤，弃去最初的 10 mL滤液（若滤液浑浊，重新过滤）。 

5.5.2.3 准确吸取 50 mL清澈的滤液，置于已恒重的瓷蒸发皿中，在水浴上或低温电炉上蒸发至干，

置于恒温干燥箱中，于 105 ℃±2 ℃烘干至恒重，称量盛蒸干物的瓷蒸发皿（精确至 0.001 g）。 

5.5.3 结果计算 

水溶物含量 sw 按公式（4）计算： 

 100
)( 87 



m

nmm
ws  ................................. (4) 

式中： 

sw ——水溶物的含量，%； 

7m ——蒸发皿和水溶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8m ——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g）； 

n ——试样溶液的总体积与所分取试样溶液体积之比； 

m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值。 

5.5.4 允许差 

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间的绝对误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否则，应重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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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水溶物允许差 

水溶物/% 允许差/% 

0.01～0.50 0.05 

0.50～1.00 0.08 

5.6 白度 

按GB/T 5950 的规定进行测定。 

5.7 吸油量 

5.7.1 方法提要 

吸油量是指干燥改性重晶石粉用精制亚麻油调和成恰好润湿粉体团块时，所需要的精制亚麻油的

量，用100 g改性重晶石粉所需要的精制亚麻油的克数表示。 

5.7.2 材料和仪器 

5.7.2.1 平板：磨砂玻璃或大理石板，尺寸不小于 300 mm×400 mm。 

5.7.2.2 调刀：钢制，锥形刀身，长约 140 mm×150 mm，最宽处 20 mm～25 mm，最窄处不小于 12.5 mm。 

5.7.2.3 精制亚麻油：酸值（以 KOH计）为 5.0 mg/g～7.0 mg/g。 

5.7.2.4 天平：感量不大于 0.001 g。 

5.7.3 分析步骤 

5.7.3.1 准确称量装精制亚麻仁油的滴瓶的质量（精确至 0.001 g）。 

5.7.3.2 称取烘干后的试样 10 g（精确至 0.001 g），置于平板上。 

5.7.3.3 将滴瓶中的精制亚麻仁油用点滴的方式加入平板上的试样中，一次加 4滴～5 滴，每次加完

油后用调刀用力压研，使油渗入试样中，继续缓慢滴加至油和试样可成团块为止。从此时起，每加一滴

油后需用调刀充分研磨，形成稠度均匀，恰好润湿粉体的团块，不裂不碎，又能粘附在平板上即为终点。

全部操作应在 20 min～25 min内完成。 

5.7.3.4 称量终点后滴瓶和精制亚麻仁油的质量（精确至 0.001 g）。 

5.7.4 结果计算 

吸油量的含量w1按公式（5）计算： 

 100109
1 




m

mm
w  ................................... (5) 

式中： 

w1——吸油量的含量，每100 g试料所吸收油的质量，单位为克每一百克（g/100g）； 

m9——滴油前滴瓶和精制亚麻仁油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0——滴油后滴瓶和精制亚麻仁油的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5.7.5 允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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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值。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大于1.0 g/100 g，

则重新进行测定。 

5.8 pH值 

5.8.1 方法提要 

将定量试样分散于一定量的水中,用酸度计测定悬浮液的pH值。 

5.8.2 材料和仪器设备 

5.8.2.1 酸度计：精度 0.1。 

5.8.2.2 天平：感量不大于 0.01 g。 

5.8.3 分析步骤 

准确称取烘干后试样5.00 g，置于125 mL广口瓶中，加入45 mL新煮沸并冷却至室温的蒸馏水，盖

上塞子，激烈震荡2 min，静置10 min，用酸度计测定悬浮液的pH值。 

5.8.4 允许差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报告值，结果按GB/T 8170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若平行测定

结果的绝对差值大于0.2，则重新进行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105 ℃挥发分和白度。 

6.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5章的全部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c）产品的原料、配方、工艺及生产装备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产品停产 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2 组批 

以同一批原材料、同一工艺生产的产品每 30 t为一批，不足 30 t仍按一批计。 

6.3 抽样 

将取得的粉状试样直接混匀，以四分法缩分至2 kg。取1 kg送试验室，其余部分封存备用。 

6.4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符合第4章全部要求时，则判该批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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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标不符合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规定时，用备

用样品进行单项复验，如该项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每个包装单元内应有牢固的不褪色标志，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产品标记； 

c） 生产日期、批号； 

d） 净含量； 

e） 生产商名称和地址； 

f） 商标； 

g） 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7.2 包装 

7.2.1 产品包装袋一般采用双层包装。内包装采用聚乙烯塑料薄膜袋，外包装采用塑料编织袋。包装

的内袋用维尼龙绳或其他质量相当的绳扎紧，或用与其相当的方式封口；外袋应牢固缝合，缝线整齐，

针距均匀，无漏缝或跳线现象。每袋的净质量和偏差分别为 50 kg±0.5 kg、25 kg±0.25 kg。其他形

式的包装净质量和偏差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2.2 包装箱除应有 7.1标志外，还应有防雨、防尘、防晒标志，产品出厂时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7.3 运输 

7.3.1 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防止雨淋、受潮。 

7.3.2 装卸过程中,严禁直接钩包或摔包。 

7.4 贮存 

7.4.1 一般应入库贮存，露天或堆棚只适宜短期存放。 

7.4.2 应贮存于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并需下垫垫层，防止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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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楚天钡业有限公司、江门市康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良德纳米粉体创新科技

（安徽）有限公司、咸阳非金属矿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洛南县秦兴海泡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侯彩红、黄向阳、方耿诗、沐守余、王宏、戴宏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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