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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制品用脱模剂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制品用脱模剂(以下简称脱模剂)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以及包装、出厂、运输及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除纯油类物质外的化学脱模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23-1993涂料粘度测定法
    GB/T 1728 漆膜、腻子膜干燥时间测定法

    GB 8076-1997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2000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混凝土制品用脱模剂 mould release agent for concrete products
    喷涂(刷涂)于模具工作面，起隔离作用，在拆模时能使混凝土与模具顺利脱离，保持混凝土形状完

整及模具无损的材料(液体或可溶解成液体的固体材料)。

4 技术要求

4.1签本要求
    脱模剂应无毒、无刺激性气味，不应对混凝土表面及混凝土性能产生有害影响。

4.2 匀质性
    脱模剂的匀质性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匀质性指标

检 验 项 目 指 标

匀

质

性

密 度 液体产品应在生产厂控制值的10. 02 g/mL以内

粘 度 液体产品应在生产厂控制值的12s以内

DH 值 产品应在生产厂控制值的士1以内

固体含it
a.液体产品应在生产厂控制值的相对量的6%以内

b.固体产品应在生产厂控制值的相对t的10%以内

稳定性 产品稀释至使用浓度的稀释液无分层离析，能保持均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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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施工性能

    脱模剂的施工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施工性能指标

检 验 项 目 指 标

施

工

性

有琶

干澡成膜时间 10 min-50 min

脱模性能 能顺利脱棋，保持棱角完整无损，表面光滑;混凝土粘附全不大于5g/m'

耐水性能’ 按试验规定水中浸泡后不出现溶解、粘手现象

对钢模具锈蚀作用 对钢模具无锈蚀危害

极限使用温度 能顺利脱模，保持棱角完整无损，表面光滑:混凝土粘附量不大于5g/m'

a脱模剂在室内使用时，耐水性能可不检。

5 试验方法

5，1 密度

    按GB/T 8077-2000中5.3的规定进行。

5.2 粘度

    按GB 1723-1993中涂一4粘度计法的规定进行。

5. 3  pH值

    测试条件按GB/T 8077-2000中7.3的规定，取pH值为5.5-9的精密试纸一条，浸入试样中，并立即
取出与标准色板比对，即得试样的pH值。
5.4 固体含量

    按GB/T 8077中第4章的规定进行。
5.5稳定性
    取产品稀释至使用浓度的稀释液25 mL，注入比色管中，在5'C -40℃环境下静置24 h，观察其在自

然光照下是否均匀，有无明显分层现象。
5.6 干燥成膜时间

    在洁净、干燥的300 mm x 150 mm钢板上涂刷脱模剂，涂刷量为厂家的推荐用量，测试方法按GB/T 1728

的规定进行.

5.7脱模性能

    按本标准附录人进行。
5.8 耐水性能

    将已测过干燥成膜时间的钢板试件浸入200C士3℃的水中，经30min取出，观察膜是否出现溶解、

粘手现象。

59 对钢模具锈蚀影响

    将脱模剂涂刷于试验所用钢筋，待干燥成膜后，按GB 8076-1997附录B的规定进行.
5.10 极限使用温度

    按附录A之A. 1、A. 2. 1. A. 2. 2的要求成型试件两组，分别以厂方提供的极限使用温度的最低和最
高温度为养护温度，养护至混凝土抗压强度达到10 MPa士2 MPa时脱模，再按A. 4的规定进行“脱模性能’

检验.

6检验规则

6.1取样及编号
6.1.1点样和混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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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样是在一次生产的产品所得的试样，混合样是三个或更多的点样等量均匀混合而取得的试样。

6.1.2 编号

    生产厂应将产品分批编号，每2t为一批量编号，不足2t时按一个批量计。从同一批量中三个不同
的包装随机抽取，每一个包装分别抽取约0. 5kg，液体产品抽取前应搅拌均匀，同一批量的包装数量不
足三个时，应从每一个包装的三个不同部位分别取约0. 5 kg,

6.2 试样及留样

    每批号取得的试样应充分混匀，分为两等份，一份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与项目进行试验。另一份要
密封保存半年，以备有疑问时提交国家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复验或仲裁。

6.3 检验分类
6.3.1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为4.2匀质性所有项目和4.3中的干燥成膜时间。

6.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4.2、4.3中规定的所有项目。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b) 当工艺、原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超过三个月，恢复生产时;
    d) 新产品试制，需定型鉴定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行业管理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9)供需双方合同规定，或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
6.4 判定规则

    全部检验项目检验合格，则该批产品判为合格。若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经加倍取样对该项目

进行复检且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否则判为不合格品。

7 包装、出厂、运输及贮存

7.j 包装

    液体产品应采用清洁、有密封盖的塑料桶或金属桶包装，每桶净重20kg-200kg:固体产品用有塑
料袋衬里的编织袋包装，净重为25kg, 50kg。其净重允许偏差为12%,
    包装桶(袋)上应标有:产品名称、牌号、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生产日期、出厂编号(批号)、净重、

产品含量或浓度、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有无毒性、腐蚀性及易嫩性状况等。

7.2 出厂

    出厂产品应附上产品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应包括主要特性及成分、有无毒性、腐蚀性
及易燃性状况、贮存条件及期限、使用条件及方法、注意事项等。产品合格证应包括生产厂名、产品名
称及型号、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及使用有效期、检验结果及检验人员签章。

7.3 运输及贮存
7.3.1产品运输中应防止暴晒、雨淋及冰冻，装卸时应轻装轻卸，并应遵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7.3.2脱模剂应存放在专用仓库或固定的场所，并妥善保管，以易于识别和便于检查、提货.贮存期
限为自生产之日起不超过一年。超过贮存期限，产品应重新检验，合格的仍允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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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脱模剂脱模性 能试验方法

A. 1仪器设备

A.1.1  60L混凝土强制式搅拌机.

A.1.2 混凝土标准振动台。

A.1.3混凝土收缩试模:100 mm x 100 mm X 515 mm或100 mm X 100 mm X 400 mm,
.̂1.4天平:称量1009,感量0. 1g.

AZ 试验方法

A. 2. 1 混凝土制备

    混凝土配比参照GB 8076-1997的规定，具体为:水泥用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用量330 kg/m'

士5 kg/m'，砂用细度模数2.6-2.9的中砂，石子粒径5 mm-20二，采用二级配，砂率36%--40 ，用水
量应使混凝土坍落度达到40 mm士10 mm.
    混凝土搅拌采用60 L搅拌机，成型混凝土的全部材料一次投入，捧和量不少于15L.不大于45 L,

搅拌3 min，出料后人工翻拌2--3次。

    混凝土坍落度的测定，按GB/T 50080进行。

    各种混凝土材料和试验环境均应保持在温度20℃土50C:相对湿度50 士10%的条件下。
A.2.2 试件成型
A. 2. 2. 1 试模

    成型前将试模清理干净，在模子内涂刷脱模剂，涂刷量为厂家的推荐用量。
A. 2. 2. 2 ，试件成型

    按GB/T 50081的规定进行试件成型，试件顶面用抹刀抹平，成型后清理干净模子外缘，并水平放置.
.̂2.3 试件数f
    成型试件一组，每组试件为三块.

A. 3 养护

    采用标准养护，养护24 h脱模。

.̂4试件检验

.̂4. 1 外观

    目测。

.̂4.2混凝土粘附t测定

    用铲刀铲下粘附在底模工作面的混凝土料，收集后用天平称量，计算单位面积的粘附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