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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应用性能划分，可将凹凸棒石粘土分为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和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

两大类。为将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和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品质分级，更好地管理、合理

开采利用资源，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江苏省盱眙凹凸棒石粘土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 XXXX 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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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粘土矿分级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和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分级的主要指标、分级实

验方法和规则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和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品质分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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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5-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凹凸棒粘土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凹凸棒石粘土矿

凹凸棒石粘土矿是以凹凸棒石为主要组分的一种粘土矿，除凹凸棒石外，常含有蒙脱石、

高岭石、白云石、石英、长石等矿物。其中，凹凸棒石粘土矿中的氧化镁含量应符合

GB29225-2012之规定：用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氧化镁的质量分数不应小于 6%。

3.2 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

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是其粘度等相关指标符合表 1中要求，呈现较好胶体性能的凹凸

棒石粘土矿。

3.3 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

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是其脱色率等相关指标符合表 2中要求，呈现较好吸附性能的凹

凸棒石粘土矿。

4 取样和制样

4.1 仪器、设备及试剂

4.1.1 盘式粉碎机。

4.1.2 对辊破碎机。

4.1.3 真空干燥箱。

4.1.4 马弗炉。

4.1.5 150目标准筛。

4.1.6 玛瑙研钵。

4.1.7 浓硫酸。

4.2 取样规则

4.2.1 矿层取样采用刻槽法。

样槽的布置原则是样槽的延伸方向要与矿体的厚度方向或矿产质量变化的最大方向相

一致，同时，要穿过矿体的全部厚度。样槽断面的形状为长方形。确定断面尺寸的方法采用

类比法。类比法认为当两个矿床的地质特征相类似时，则它们的样槽断面规格也可以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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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做法是选定一个已经勘探的矿床，其取样方法证实是合理的，其地质特征与等待

勘探的矿床的地质特征是相似的，则待勘探矿床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取样方法和样槽断面规

格。凹凸棒石粘土矿样槽尺寸经验值为 10×5～10×10（宽×深，cm）。

4.2.2 矿堆采样采用网格法。

在矿体揭露面上，以样长为网长，以揭露宽度为网宽(或小于揭露宽度)划出方格网(正

方、长方或菱形)。于各网格中心点或网格交点处，刻取体积相等的样块。各点样块合并，

即为一个试样。一般矿堆由 20～50 个点组成一个试样。混合后的试样采用四分法缩分，分

别用于存档和检测。

4.3 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制样方法

4.3.1 矿样破碎至直径小于 5 mm，破碎后的矿样对辊 3次，间隙 2 mm 以下。

4.3.2 样品置于 105 ℃烘箱，烘至水分在 10%～15%（或自然晾晒）。

4.3.3 干燥后样品经研钵研磨，150 目标准筛全通过，备测。

4.4 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制样方法

4.4.1 原矿破碎至直径小于 5 mm。

4.4.2 样品置于 105 ℃烘箱，烘至水分在 15 %～20 %（或自然晾晒）。

4.4.3 在干燥后的矿样中加入浓硫酸，其中浓硫酸用量为矿样质量分数的 2 %，对辊 3次，

间隙 2 mm 以下。

4.4.4 对辊后的矿样置于 360 ℃马弗炉中焙烧 30 min。

4.4.5 焙烧后矿样经研钵研磨，150 目标准筛全通过，备测。

5 分级和要求

5.1 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

表 1 胶体级凹凸棒石粘土矿级别划分及要求

矿区品级
粘度

(mPa.s)

水分

(%)

凹凸棒石

含量(%)

含砂量

(%)

特级 ≥2500 ≤37 ≥20 ≤8

一级 ≥2000，＜2500 ≤37 ≥20 ≤8

二级 ≥1500，＜2000 ≤37 ≥20 ≤8

三级 ≥1000，＜1500 ≤37 ≥20 ≤8

四级 ≥500，＜1000 ≤37 ≥20 ≤8

注：表中所述水分测定指的是对未经处理的原矿样品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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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

表 2 吸附级凹凸棒石粘土矿级别划分及要求

矿石品级 脱色率（%） 水分（%）
凹凸棒石

含量(%)

特级 ≥90 ≤37 ≥20

一级 ≥80，＜90 ≤37 ≥20

二级 ≥70，＜80 ≤37 ≥20

三级 ≥60，＜70 ≤37 ≥20

注：表中所述水分测定指的是对未经处理的原矿样品进行测试。

6 试验方法

6.1 粘度的测定

6.1.1 方法提要

在一定测试环境温度下，取一定量试样与一定量水混合，置于高速搅拌机上高速搅拌一

定时间后，在旋转粘度计上测得试样悬浮液的粘度。

6.1.2 仪器

6.1.2.1 高速搅拌机，在负载情况下转速 11000r/min±300r/min，具有波纹形搅拌叶片，

悬浮液杯深 180mm，顶端内径 97mm，底端内径 70mm。

6.1.2.2 旋转粘度计，NDJ-5S/8S 型数显粘度计(或同类型)。

6.1.3 试样

按第 4章规定方法制备。

6.1.4 测试步骤

6.1.4.1 调节测试环境温度 25℃±2℃。

6.1.4.2 称取 28.0g 试样（精确至 0.1g），置于高速搅拌机的悬浮液杯中，加入 372g 水，

将悬浮液杯置于高速搅拌机上，在 11000r/min±300r/min 转速下搅拌 20min。

6.1.4.3 立即将试样悬浮液倒入旋转粘度计的粘度杯中，根据试样悬浮液的粘度，选择合适

的粘度计“转子”和“转速”，根据仪器要求待示数稳定读取读数，即为试样的粘度值（mPa·s）

（凹凸棒石粘土一般采用 3 号转子，30r/min 转速）。

粘度值计算至个位数。

6.1.4.4 允许差

取平行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测试结果。平行测试结果的相对差值应不大于 5%。

6.2 脱色率的测定

按 GB29225 执行。

6.3 水分的测定

按 GB29225 执行。

6.4 含砂量的测定

6.4.1 方法提要

取一定量凹凸棒石粘土试样，加入一定量六偏磷酸钠和水，在高速搅拌器上高速水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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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后，通过 0.075mm 试验筛。筛余物干燥后称量为试样的含砂量。

6.4.2 仪器设备

6.4.2.1 高速搅拌器：在负载状态下转速 11000r/min±300r/min,具有波纹型搅拌叶片，悬

浮液杯深 180mm, 顶端内径 97mm，底端内径 70mm。

6.4.2.2 分析天平：精度 0.0001g。

6.4.2.3 试验筛：筛孔直径 0.075mm，符合 GB/T6003.1 标准要求。

6.4.2.4 蒸发皿。

6.4.2.5 电热干燥箱：调温范围为 0℃～300℃，控温器灵敏度±1℃。

6.4.2.6 干燥器：ø160nm，内置变色硅胶。

6.4.3 试剂材料

六偏磷酸钠（化学纯）

6.4.4 测试步骤

6.4.4.1 称取 10g（精确至 0.0001g）凹凸棒石粘土试样，加入已盛有 350mL 水（含 0.2g

六偏磷酸钠）的悬浮液杯中，在高速搅拌器上搅拌 30min±1min。

6.4.4.2 搅拌水化分散以后，将悬浮液杯中的试样全部转移至 0.075mm 试验筛中，用洗瓶洗

净悬浮液杯和搅拌器叶片，再用洗瓶水流冲洗筛网 2min，冲洗时反复移动水流，防止试样

溅出。

6.4.4.3 将试验筛上的筛余物小心冲洗至已知质量的蒸发皿中。将蒸发皿置于 105℃±5℃

电热干燥箱中烘干 2h 后，取出蒸发皿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精确至 0.0001g）。

6.4.5 测试结果的计算

以筛上物质量所占试样总质量的质量分数（%）表示试样的含砂量（X），按公式（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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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X——含砂量，质量分数（%）；

m1——蒸发皿和筛余物质量，单位为克（g）；

m2——蒸发皿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含砂量以两次有效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计算至一位小数。

6.5 凹凸棒石含量的测定

6.5.1 方法提要

矿物晶体对 X 射线的衍射效应，取决于晶体内部结构，不同矿物晶体产生不同的 X射线

衍射图。如试样内含有几种不同矿物相，则各矿物相产生具有本身特征的 X 射线衍射系列峰。

凹凸棒石属层链状结构的含水富镁铝硅酸盐粘土矿物，X射线衍射分析的主要特征面网间距

有: d(110)1.04 nm、d(200)0.64 nm、d(040)0.44 nm、d(121)0.41 nm、d(400)0.32 nm、

d(061)0.25 nm 等，其中 d(110)1.04 nm 可作为与其他矿物区别的特征标志。凹凸棒石粘土

的主要矿物成分为凹凸棒石、蒙脱石、白云石、水云母、蛋白石、石英等，可根据 d(110)1.04

100X 21





m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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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 衍射峰的出现及其强度进行凹凸棒石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凹凸棒石的 X 射线衍射标准图谱，如图 1。

图1.凹凸棒石粘土X射线衍射图谱

6.5.2 仪器设备

6.5.2.1 X 射线衍射仪。

6.5.2.2 分析天平：精度 0.0001 g。

6.5.2.3 电热干燥箱：调温范围为 0 ℃～300 ℃，控温器灵敏度±1 ℃。

6.5.2.4 干燥器： ø240 mm，内置变色硅胶。

6.5.2.5 玛瑙研钵：ø70 mm。

6.5.3 试剂材料

人工合成刚玉纯品：纯度＞98％。

6.5.4 工作曲线

采用凹凸棒石标准物质（GBW（E）070055）和刚玉纯品，按试样的压片制备方法，配制

一套不同含量的凹凸棒石标准矿物系列，再按测试步骤同样操作，得到凹凸棒石标准曲线。

凹凸棒石标准矿物系列制备和使用后，存放在干燥器中备用。

6.5.5 测试步骤

6.5.5.1 凹凸棒石含量分析峰的选择

在凹凸棒石的 X 射线衍射图中，最强的衍射峰为 d(110)1.04 nm，中等强的衍射峰为

d(200)0.64 nm、d(040)0.44 nm、d(121)0.41 nm、d(400)0.32 nm、d(061)0.25 nm，还有

一些弱衍射峰。选择最强衍射峰 d(110)1.04 nm 作为凹凸棒石的特征含量分析峰。

6.5.5.2 内标物质的选择

内标法是一种适应性较好的 X射线衍射定量分析方法，选择人工合成刚玉作为凹凸棒石

含量分析的内标物质，其具有结构稳定、纯度高的优点。刚玉的特征 X 射线衍射峰选择

d(113)2.086 nm。取一定量刚玉纯品与一定量试样混合，测定试样凹凸棒石(110)晶面衍射

峰强度与刚玉(113)晶面衍射峰强度相比较，就可由凹凸棒石矿物系列标准曲线求得试样中

凹凸棒石的含量。

6.5.5.3 试样的压片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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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样和内标物质刚玉纯品置于 105 ℃±3 ℃电热干燥箱中干燥 2 h，取出，放在干燥

器中冷却备用。称取 0.6 g(精确至 0.0001 g)试样和 0.2 g(精确至 0.0001 g)刚玉纯品置于

玛瑙研钵中，立即研磨混匀。将研磨混合物立即放入 X 射线衍射仪制样装置中，用玻璃片压

平，制成试样片。

6.5.5.4 测试

将装有试样的试样装置放入 X 射线衍射仪中，按仪器设定的测试条件，测定试样的 X

射线衍射图，由凹凸棒石标准曲线求得试样中凹凸棒石的含量。

6.5.6 结果计算

X射线衍射仪配有矿物定量分析的内标法软件程序。在测试过程中，在取得试样的 X 射

线衍射图谱的同时，可取得试样中凹凸棒石含量(％)的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取个位数。

凹凸棒石含量以两次有效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计算至个位数。两次测定

结果的允许差，在分析结果≥15％时，绝对差值不大于 2％；在分析结果＜15％时，绝对差

值不大于 3％。

6.6 精度要求

各项测试结果的计算精确位数和平行测定值差见表 3，并按 GB/T 8170 规定进行修约，

在不超过平行测定值差时，取算术平均值。

表 3 精确位数和平行测定值差

项目 计算精确位数 平行测定值差（%）

脱色率 0.1 1.0

水分 0.1 0.5

7 检验规则

7.1 产品出厂。

凹凸棒石粘土原矿运出矿区时应详细记录该批次矿的品级、重量、粘度/脱色率、水分。

7.2 取样量。

每批不得少于 16 个点，每个点取样量约为 100g，合并混合作为试样。采用四分法缩分，

取其中二份，分别装入洁净的容器中，一份检验，一份留存备查。

7.3 判定规则。

如果矿区试样经检测后，检测结果处于上述分级要求的临界值上，对矿区品级判定有影

响，可从该批次产品中再次抽取两倍的样品进行复检，取几次实验的平均值。供需双方检测

结果不一致时，由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江苏省凹土材料产品检测技

术重点实验室）检测，其数据为裁定数据。

8 标志、运输和储存

8.1 标志。

在对应的矿区范围内应使用标识牌，明确标明该矿区凹凸棒石粘土的品质等级、各项实

验室检测参数、适用范围，应使用凹凸棒石粘土专用运输车，并在运输车相应部位做出相关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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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运输和储存。

凹凸棒石粘土原矿在运输过程中应注意轻装轻放，有遮盖物，避免雨淋、散落。应储存

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