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书 

建议项目名称 

(中文)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工

程纤维试验方法 

建议项目名称 

(英文) 

Test method for engineering 

fibers used in mortar and concrete 

制定或修订 ☑制定 ☐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采用程度 ☐IDT ☐MOD √NEQ 采标号  

国

际

标

准

名

称 

（

中

文

） 

1、ASTM C1116（2015）纤维增强混凝

土的标准规范 

2、ASTM D7508/D7508M 用于混凝土

的聚烯烃短切纤维规范 

3、BS EN 14889（2006）混凝土合成纤

维 

4、BS EN 14649（2005）预制混凝土制

品 — 水泥及混凝土中玻璃纤维残留

强度试验方法（SIC 试验） 

5、BS EN 15422（2008）预制混凝土产

品—砂浆和混凝土增强用玻璃纤维的

标准 

6、ASTM C1550 （2012）纤维混凝土

圆饼试验 

7、ASTM D3822 （2007）纤维强度和

模量的测试 

8、ASTM C1609（2010） 纤维混凝土

无切口梁试验 

9、BS EN 14651（2008） 纤维混凝土

切口梁试验 

10、ASTM C1609/C1609M-10 纤维增

强混凝土弯曲性能的标准试验方法（三

点荷载梁法） 

国

际

标

准

名

称 

（

英

文

） 

1、ASTM C1116 (2015)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Fiber-Reinforced Concrete 

2、ASTM D7508/D7508M Specification for 

Polyolefin Chopped Strands for Use in Concrete 

3 、BS EN 14889（2006）Fibres for concrete 

—Part 2: Polymer fibres — Definitions, 

specifications and conformity 

4、BS EN 14649（2005）Precast concrete products 

- Test method for strength retentionof glass fibres 

in cement and concrete (SIC TEST) 

5、BS EN15422（2008）Precast concrete products 

- Specification of glassfibres forreinforcement of 

mortars and concretes 

6、ASTM C1550（2012）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Flexural Toughness of Fiber Reinforced 

Concrete (UsingCentrally Loaded Round Panel) 

7、ASTM D3822 （2007）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Tensile Properties of Single Textile Fibers 

8、ASTM C1609（2010）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Flexural Performance of Fiber-Reinforced 

Concrete (Using Beam With Third-Point 

Loading 

9、BS EN 14651（2008）Test method formetallic 

fibre concrete — Measuringthe flexural tensile 

strength 

10、ASTM C1609/C1609M-10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flexural performance of  

Fiber-Reinforced Concrete (using  beam with 

third-point loading) 

 

ICS 分类号 91.100.99 中国标准分类号 Q10 

牵头单位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

究院有限公司等 
计划起止时间 2018-2020 

建议项目归口管理的分技术委

员会名称及代码 
 

相关需要征询意见的领域委员

会名称及代码 
 

填表人姓名 谈永泉 
填表人

电话 
13606138600 邮箱 tanyongquan@126.com 



目的﹑意

义或必要

性 

水泥混凝土和砂浆主要由水硬性胶凝材料、粗细集料、其它外掺材料等组成，

是一种脆性材料，虽然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但抗拉强度、韧性很低。水泥混凝

土和砂浆凝结硬化早期由于失水、沉降、化学收缩、自收缩、温度变化、施工原

因很容易造成混凝土早期裂缝的出现，后期由于干缩、温差、荷载和变形等原因

也易使混凝土在薄弱部位出现裂缝。随着混凝土高强和高性能的出现，其固有的

早期裂缝以及脆性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而在水泥基中加入不连续的纤维是提高

混凝土的韧性、耐冲击性、抗渗性的有效途径。目前在工程中的常用纤维按原材

料种类可以分为：钢纤维、合成纤维、耐碱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等。 

但目前我国关于水泥混凝土、砂浆用工程纤维没有统一的试验标准。这给产

品生产方、检测方、设计方以及使用方造成很多不便。为了促进水泥混凝土和砂

浆用工程纤维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推动纤维增强水泥混凝土行业的

技术进步，建议制定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工程纤维统一试验方法标准。 

国内外情

况简要说

明 

国内标准： 

1、涉及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纤维的设计及施工规范：JG/T 3064《钢纤维混凝

土》、GB 5020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JGJ/T 221 纤维混凝土应用

技术规程、CECS 38：2004《纤维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 13：2009《纤维

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等 

2、涉及产品执行标准：YB/T 151《混凝土用钢纤维》、GB/T 21120《水泥混

凝土和砂浆用合成纤维》、GB/T 23265《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短切玄武岩纤维》、

GBT 18370-2001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GBT 20310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浸胶纱试

样的制作和拉伸强度的测定。 

国内关于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工程纤维的试验方法，分布在各类纤维的产品

标准和相关的设计及施工规范里。各标准由于归口的技术部门不同等因素，关于

纤维的试验方法及衡量准则不尽相同，造成了对纤维的质量评定结果相去甚远，

这阻碍了纤维增强水泥混凝土行业的健康发展。 

国外标准： 

国外关于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纤维的试验方法见本表“国际标准”栏。相对

于国内的标准，国际标准针对不同品种的纤维及纤维混凝土制定了系列试验方法

标准，可以借鉴。但对国内的产品生产方、检测方、设计方、使用方而言，检索

及引用这些标准有诸多不便。 

标准主要

技术要素

及参数说

明 

1、纤维的性能指标 

a)钢纤维、合成纤维、耐碱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等外形检测方法。 

b)纤维的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包括钢纤维的抗拉强度等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合成纤维的断裂强度、初始模量、断裂伸长率、耐碱性能等性能的试验方法；

耐碱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的拉伸强度、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耐碱性能等性

能的试验方法。 

2、掺纤维的水泥混凝土或砂浆性能指标 

纤维分散性、混凝土和砂浆裂缝降低性能、混凝土或砂浆抗压强度比、混凝

土或砂浆抗渗性能比、纤维混凝土韧性性能比、纤维混凝土耐抗冲击性能比、纤

维混凝土抗硫酸盐侵蚀、纤维混凝土抗冻性等性能的试验方法。 

标准制定

后如何在

市场中发

挥作用 

标准制定后，将为目前混凝土和砂浆用工程纤维的生产方、检测方、设计方、

使用方提供统一的工程纤维性能试验标准。有利于水泥混凝土和砂浆用工程纤维

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推动纤维增强水泥混凝土行业的技术进步，为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 



已联络的

有意参加

标准制定

的单位清

单 

扬州大学、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余姚市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南通大学、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横店集团上海俄金玄武岩纤维

有限公司、上海哈瑞克斯钢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纺纤建科技有限公司、宁

波时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维特耐新材料有限公司、泰安同伴纤维有限

公司、北京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等。 

涉及专利

的名称、

专利号以

及授权说

明 

（如不涉

及专利填

“无”） 

无 

分技术委员会意见 

 

 

 

主任委员签字 

（附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技术委员会意见 

 

 

主任委员签字 

（附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领域委员会意见 

 

       领域委员会收到项目建议书后，在本领域内征询全体委员意见，全体委

员表决同意立项。 

主任委员签字 

（附委员会章） 

                                    2018 年 3月 16日 

其他相关领域委员会意见 

 

 

 

主任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CSTM 标准委员会意见 

 

 

 

CSTM 标准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请另附《拟定工作组成员名单》（见附表）和项目相关检测、验证或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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