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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土壤粒度

的测定方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土壤粒度的筛分沉降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本标准验证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土壤与水科学系、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实验室、

河北华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实验室、河北省地矿局第十一

地质大队实验室、河北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和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所实验室。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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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粒度的测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土壤粒度的吸液管法和比重计法。

本标准适用于土壤粒度的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土壤粒度 determination of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又称土壤颗粒组成或机械组成，是指土壤中不同粒径矿物质颗粒的组合比例，以各级颗

粒所占质量百分数表示。

3.2

斯托克斯定律 Stokes’s Law

不同粒径的颗粒在重力作用下，其下降速度与球体（土粒）的半径平方（r2）成正比，

与分散介质的黏滞系数成反比。

4 方法原理

将通过 2 mm 筛孔的风干土样制成悬浊液。粒径大于 0.063 mm 的颗粒由一定孔径的筛

子筛分；小于 0.063 mm 的颗粒则依据斯托克斯（Stokes）定律，采用吸液管法或者比重计

法测定。根据各级颗粒质量计算其百分含量，并在半对数纸上绘制土壤粒径累积分布曲线（见

图 3），从而确定土壤粒度。

5 干扰和消除

5.1 有机质和盐类（尤其是像石膏等难溶性盐类）会产生絮凝，影响样品测定，可加入分

散剂消除絮凝影响。

5.2 氧化铁和碳酸盐（尤其是碳酸钙、碳酸镁）会干扰土粒分散，影响测定，可加入连二

亚硫酸钠及乙酸钠去除氧化铁的干扰，用过量盐酸溶液去除碳酸盐的干扰。



2

6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分析时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试剂，实验用水为新制备的蒸馏水

或去离子水。

6.1 过氧化氢：ω（H2O2）=30%。

6.2 盐酸：ρ(HCl)=1.18 g/ml。

6.3 冰乙酸（CH3COOH）。

6.4 消泡剂：2-辛醇[CH3(CH2)5CH(OH)CH3]、乙醇（CH3CH2OH）。

6.5 六偏磷酸钠[(NaPO3)6]。

6.6 无水碳酸钠（Na2CO3）。

6.7 草酸钠（Na2C2O4）。

6.8 氢氧化钠（NaOH）。

6.9 氯化钙（CaCl2）。

6.10 连二亚硫酸钠（Na2S2O4）。

6.11 乙酸钠（CH3COONa）。

6.12 盐酸溶液：c=1 mol/L。

取 85 ml盐酸（6.2），用水稀释至 1000 ml。

6.13 草酸钠溶液：c（1/2Na2C2O4）=0.5 mol/L。

称取 33.5 g草酸钠（6.7），加入 700 ml水，加热溶解，冷却后用水稀释至 1000 ml。

6.14 氢氧化钠溶液：c=0.5 mol/L。

称取 20 g氢氧化钠（6.8）溶于适量水中，用水稀释至 1000 ml。

6.15 分散剂溶液

称取 33 g六偏磷酸钠（6.5）和 7 g无水碳酸钠（6.6），溶于适量水中，用水稀释至 1000

ml。贮存于棕色瓶中，有效期为 1个月。

该分散剂溶液 pH值约为 9.8，适用于大多数土壤。对加入该溶液后仍产生凝聚的土壤，

根据其 pH加入不同的分散剂：中性土壤加 25.00 ml草酸钠溶液（6.13），酸性土壤加 25.00 ml

氢氧化钠溶液（6.14）。

6.16 氯化钙溶液：c=1 mol/L。

称取 111 g氯化钙（6.9）溶于适量水中，用水稀释至 1000 ml。

6.17 连二亚硫酸钠溶液：ρ=40 g/L。

称取 40 g连二亚硫酸钠（6.10）溶于适量水中，用水稀释至 1000 ml。

6.18 乙酸钠溶液：c=0.3 mol/L。

称取 24.62 g乙酸钠（6.11）溶于适量水中，用水稀释至 1000 ml。

7 仪器和设备

7.1 恒温室或恒温水浴：20~30℃，±0.5℃。

7.2 振荡设备：转速为 30±2 r/min的翻转式振荡装置。

7.3 鼓风干燥箱：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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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电热板。

7.5 离心机：转速不低于 1000 r/min。

7.6 分析天平：感量为 0.0001 g。

7.7 洗筛：孔径为 0.063 mm。

7.8 金属土壤筛：孔径分别为 2 mm、0.60 mm、0.212 mm，禁止使用圆孔筛。

7.9 玻璃量筒：容量 1000 ml，配橡胶塞或搅拌器（7.13）。

7.10 称量瓶：玻璃或金属材质，50 ml。

7.11 离心管：有机材质，具防漏盖，500 ml；也可使用 1000 ml锥形瓶。

7.12 吸液管（见图 1）：容积为 25 ml，需与球阀或等效装置（7.14）配套使用。

图 1 吸液管

新购置的吸液管在使用前要对其容积进行准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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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彻底清洗和干燥吸液管，吸水进入其中并充满。将吸液管中的水放至已知质

量的称量瓶（7.10）中，称重（精确到 0.0001 g）。根据水的质量（mc），计算吸液管容积（Vc）。

上述操作重复三次，取平均值，精确到 0.05 ml。

吸液管容积按公式（1）计算：

�� =
��

�
（1）

式中：Vc——吸液管容积，ml；

mc——吸液管所取水的质量，g；

ρ——在试验温度下，水的密度，g/ml，见表 2。

7.13 搅拌器：金属或抗腐蚀的塑胶材质，也可采用带橡胶塞的玻璃棒，见图 2。

图 2 搅拌器

7.14 球阀或等效装置。

7.15 比重计：刻度范围为 0~60 g/L，精度为 0.5 g/L。

比重计在使用前，要根据所附证书进行有效深度 z的校准。

7.16 一般实验室常用仪器和设备。

8 样品

8.1 样品采集和保存

土壤样品的采集和保存按照 HJ/T 16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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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试样的制备

按照 HJ/T 166的相关规定，将土壤样品放置于搪瓷盘中，摊成 2~3 cm的薄层，实时地

压碎、翻动，捡出碎石、砂砾、植物残体等异物。

将风干的样品倒在有机玻璃板上，用木锤、木滚等再次压碎，捡出异物，过 2 mm 土壤

筛（7.8）。

9 分析步骤

9.1 预处理

9.1.1 称样

称取适量（ms，精确到 0.01 g）土样（8.2）于离心管或锥形瓶（7.11）中。取样量根据

土壤类型确定，砂土约 60 g，黏土约 20 g，中间类型土壤取样量按比例估算。

对于有机质、可溶性盐和石膏、氧化铁和碳酸盐等含量较低的土样，称样后可直接筛分

（9.2）；含量较高以致干扰测定时，按照 9.1.2~9.1.4进行预处理。

9.1.2 去除有机质

可采用以下 2种方式去除样品中的有机质。

方式 1：使用离心管时，在管中加入约 30 ml水，使样品完全浸润，再加入 30 ml 过氧

化氢（6.1），搅匀，泡沫较多时，加入适量消泡剂（6.4）消泡。继续加水，至体积在 150~200

ml，静置过夜后离心（推荐条件：转速不小于 1000 r/min，离心 15 min），弃去上清液。重

复以上步骤，直至上清液无色或接近无色。

注 1：上清液离心效果较差时，加入 25 ml 氯化钙溶液（6.16），充分搅拌，加水至 250 ml，静置后离

心（条件同上），弃去上清液。再加入 250ml水重复清洗步骤，直至植物的木质化残留物颜色变浅。

方式 2：使用锥形瓶时，在瓶中加入约 30 ml水，使样品完全浸润，再加入 30 ml 过氧

化氢（6.1），搅匀，泡沫较多时，加入适量消泡剂（6.4）消泡。待反应稳定后放置过夜，置

于电热板（7.4）上小心加热。用消泡剂（6.4）消泡，并不断搅拌。保持样品湿润，必要时

可加入适量水，使悬浊液保持微沸状态，直至起泡现象消失。如仍有未分解的有机物，停止

加热，冷却后继续加入过氧化氢（6.1）进行重复处理，直至植物的木质化残留物颜色变浅。

将处理好的样品转移到离心管中，溶液体积控制在 150~200 ml，离心（条件同方式 1），弃

去上清液。

9.1.3 去除可溶性盐和石膏

在上述离心管（9.1.2）中加入 250 ml水，盖上盖子，于振荡器（7.2）上振荡 1 h 后，

离心（条件同 9.1.2），弃去上清液。重复上述过程，直至上清液电导率小于 40.0 mS/m。

9.1.4 去除氧化铁和碳酸盐

在经过上述处理的样品（9.1.3）中，按 1：40固液比分别加入连二亚硫酸钠溶液（6.17）

和乙酸钠溶液（6.18），加冰乙酸（6.3）调节 pH至 3.8，振荡过夜，离心（条件同 9.1.2），

弃去上清液。

根据碳酸盐质量分数，继续加入适量盐酸溶液（6.12），再加水至 250 ml，于 80℃水浴

中加热 15 min，并不断搅拌。静置过夜后离心（条件同 9.1.2），弃去上清液。重复上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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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上清液电导率小于 40.0 mS/m。

注 2：碳酸盐质量分数小于 2%时，加 25 ml盐酸溶液（6.12）；碳酸盐质量分数大于 2%时，每 1%碳酸

盐加入 4 ml盐酸溶液（6.12），再加入 25 ml盐酸溶液（6.12）。

9.2 筛分

9.2.1 分散土样

将经过预处理的样品转移至锥形瓶（7.11）中，加适量水，使溶液体积控制在 150~200 ml，

再加入 25.00 ml分散剂溶液（6.15）。瓶口放一小漏斗，置于电热板（7.4）上加热，微沸 1 h，

煮沸过程中要经常摇动锥形瓶，以防土粒沉积于瓶底结成硬块。

注 3：也可将加入分散剂的溶液置于离心管中，于振荡器（7.2）上振荡 18 h。

9.2.2 湿筛分

将洗筛（7.7）放在大玻璃漏斗里，并置于量筒中。将分散好的样品（9.2.1）全部转移

至洗筛上，用洗瓶冲洗样品直至滤液不再浑浊，冲洗水的总体积不能超过 1000 ml。向量筒

中加水至 1000 ml，制成悬浊液。

注 4：当土壤难以过筛时，可事先在筛板上滴几滴分散剂溶液湿润筛孔，有助于过筛。

注 5：可用带橡胶套的玻璃棒或塑料棒搅动筛网上的悬浊液，以减缓筛孔堵塞。

将洗筛上的样品冲洗至蒸发皿中，在电热板上蒸干后，移入烘箱，于 105~110℃下烘 6 h，

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依次过 0.60 mm 及 0.212 mm 土壤筛（7.8），并分别称重（精

确到 0.0001 g）。

9.3 沉降

将盛有土壤悬浊液（9.2.2）的量筒置于恒温环境（7.1）中至少 1 h。使用水浴时，确保

水浸没到 1000 ml刻度处。将量筒以不少于 30次/min 的频率，振荡 2 min；也可用搅拌棒垂

直搅拌悬浊液 1 min，上下各 30次，确保没有样品残留在管壁上。

量筒直立的瞬间或者刚停止搅拌时，开始计时。如有泡沫，可加入 1~2滴消泡剂（6.4）

消泡。

沉降完成后，根据需要，选择吸液管法或比重计法进行下一步测定。

9.4 吸液管法

9.4.1 分散剂质量校准

吸取 25.00 ml分散剂溶液（6.15）至玻璃量筒（7.9）中，加水至 1000 ml，充分混合，

在恒温环境（7.1）下放置至少 1 h。用吸液管（7.12）从量筒中吸满溶液，放至已知质量的

称量瓶（7.10）中，在电热板上蒸干后，移入烘箱，于 105~110℃下烘 6 h，置于干燥器中冷

却至室温后，称重（mr，精确到 0.0001 g）。

9.4.2 吸液

将制备好的土壤悬浊液（9.3）按表 1规定时间静置后用吸液管（7.12）吸液。

在吸液前约 15 s，关闭阀门，将吸液管自悬浊液中央垂直插入至液面下 100 ± 1 mm处。

操作时尽量避免扰动悬浊液，且上述操作要在 10 s内完成。

打开阀门，使吸液管充满样品后，将其自悬浊液中完全取出。取样操作需在 10 s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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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将吸液管安全球颈内的悬浊液通过导出管排入废液瓶，并用水冲洗至安全球颈内无悬浊

液残留。

表1 悬浊液静置时间

（取样深度为100 ± 1 mm，假定土壤密度为2.65 g/cm3）

粒径

时间

温度(℃)

0.063 mm 0.020 mm 0.006 mm 0.002 mm

min s min s min s h min s

20 0 28 4 39 51 35 7 44 17

21 0 27 4 32 50 21 7 33 9

22 0 27 4 25 49 10 7 22 30

23 0 26 4 19 48 2 7 12 18

24 0 26 4 13 46 54 7 2 7

25 0 25 4 8 45 52 6 52 51

26 0 24 4 2 44 51 6 43 35

27 0 24 3 57 43 52 6 34 46

28 0 23 3 52 42 53 6 25 58

29 0 23 3 47 41 58 6 17 38

30 0 22 3 42 41 5 6 9 45

9.4.3 称重

把已知质量的称量瓶（7.10）置于吸液管下方，打开阀门，将其中的悬浊液转移到称量

瓶中。用水冲洗吸液管内壁至无悬浊液残留，将冲洗水也放入称量瓶中，在电热板上蒸干后，

移入烘箱，于 105~110℃下烘 6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重（ms1，精确到 0.0001 g）。

清洁附着在吸液管外部的残留物，根据表 1给出的时间，按照同样的步骤，吸取不同粒

径的样品，称重（msx，精确到 0.0001 g）。

注 6：根据需要确定所取颗粒粒径，0.063 mm和 0.002 mm为必测粒径。

9.5 比重计法

9.5.1 分散剂校准溶液的制备

吸取 25.00 ml分散剂溶液（6.15）至玻璃量筒（7.9）中，加水至 1000 ml，充分混合，

制成分散剂校准溶液，置于恒温环境（7.1）中。

9.5.2 测量

把比重计（7.15）缓慢垂直浸入制备好的土壤悬浊液（9.3）中（稍低于浮动的位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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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其自由浮动），在 0.5 min、1 min、2 min 和 4 min时从弯月面上边缘读取比重计读数，

记录为 m'（g）。

读数后轻轻取走比重计，用水冲洗、晾干，置于含分散剂校准溶液的量筒（9.5.1）中，

按同样方法读数，记录为 mo'（g）。重新把比重计插入土壤悬浊液中，在沉降 8 min、30 min、

8 h、24 h时分别读数，记录为 m'（g）。

9.5.3 土壤水分换算系数 K 的测定

称取 10 g土样（8.2）于已知质量的称量瓶（7.10）中，称重（m1，精确到 0.01 g），于

105~110℃下烘 6 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重（m2，精确到 0.01 g）。

10 结果计算与表示

10.1 吸液管法结果计算

1000 ml悬浊液中各级颗粒质量按公式（2）~（4）进行计算：

��ᠣ�耀�ᚼ�ᠣ�ᠣ� =
����a������耀�

��
（2）

��ᠣ��耀ᚼ�ᠣ�耀� =
����a��耀�����

��
（3）

���ᠣ��耀 =
����a�������

��
（4）

式中：m0.020~0.063——粒径在 0.020 mm~0.063 mm之间的颗粒的质量，g；

m0.002~0.020——粒径在 0.002 mm~0.020 mm之间的颗粒的质量，g；

m<0.002——粒径<0.002 mm 的颗粒的质量（扣除分散剂的质量），g；

msx——第 x次移液时，吸液管内样品的固态物质质量，g；

mr——分散剂校正质量，g；

VC——吸液管容积，ml。

各级颗粒百分含量按公式（5）~（11）进行计算：

��ᠣᠣ�ᚼ耀ᠣ�� =
��ᠣᠣ�ᚼ耀ᠣ��

��
× ���% （5）

��ᠣ耀�耀ᚼ�ᠣᠣ� =
��ᠣ耀�耀ᚼ�ᠣᠣ�

��
× ���% （6）

��ᠣ�ᠣ�ᚼ�ᠣ耀�耀 =
��ᠣ�ᠣ�ᚼ�ᠣ耀�耀

��
× ���% （7）

��ᠣ�耀�ᚼ�ᠣ�ᠣ� =
��ᠣ�耀�ᚼ�ᠣ�ᠣ�

��
× ���% （8）

��ᠣ��耀ᚼ�ᠣ�耀� =
��ᠣ��耀ᚼ�ᠣ�耀�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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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ᠣ��耀 =
���ᠣ��耀

��
× ���% （10）

�� = ��ᠣᠣ�ᚼ耀ᠣ�� ���ᠣ耀�耀ᚼ�ᠣᠣ� ��� ����ᠣ��耀 （11）

式中：ω0.60~2.00——粒径在 0.60 mm~2.00 mm之间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212~0.60——粒径在 0.212 mm~0.60 mm之间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063~0.212——粒径在 0.063 mm~0.212 mm之间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020~0.063——粒径在 0.020 mm~0.063 mm之间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002~0.020——粒径在 0.002 mm~0.020 mm之间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002——粒径<0.002 mm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m0.60~2.00——粒径在 0.60 mm~2.00 mm 之间的颗粒的质量，g；

m0.212~0.60——粒径在 0.212 mm~0.60 mm 之间的颗粒的质量，g；

m0.063~0.212——粒径在 0.063 mm~0.212 mm之间的颗粒的质量，g；

mt——土壤各级颗粒总质量（过 0.063 mm 筛的与沉降的各级土壤颗粒质量之和），g。

注 7：该计算方法中土壤各级颗粒总质量 mt为去除有机质、可溶性盐和石膏、氧化铁和碳酸盐后的各

级颗粒质量总和，而不是 9.1.1中称量的土壤质量 ms。

各级颗粒累积百分含量参照公式（12）~（16）进行计算：

��耀ᠣ�� = ��ᠣᠣ�ᚼ耀ᠣ�� � ��ᠣ耀�耀ᚼ�ᠣᠣ� � ��ᠣ�ᠣ�ᚼ�ᠣ耀�耀 ���ᠣ�耀�ᚼ�ᠣ�ᠣ� � ��ᠣ��耀ᚼ�ᠣ�耀� ����ᠣ��耀 （12）

���ᠣᠣ� = ��ᠣ耀�耀ᚼ�ᠣᠣ� � ��ᠣ�ᠣ�ᚼ�ᠣ耀�耀 ���ᠣ�耀�ᚼ�ᠣ�ᠣ� � ��ᠣ��耀ᚼ�ᠣ�耀� ����ᠣ��耀 （13）

���ᠣ耀�耀 = ��ᠣ�ᠣ�ᚼ�ᠣ耀�耀 � ��ᠣ�耀�ᚼ�ᠣ�ᠣ� ���ᠣ��耀ᚼ�ᠣ�耀� � ���ᠣ��耀 （14）

���ᠣ�ᠣ� = ��ᠣ�耀�ᚼ�ᠣ�ᠣ� ���ᠣ��耀ᚼ�ᠣ�耀� � ���ᠣ��耀 （15）

���ᠣ�耀� = ��ᠣ��耀ᚼ�ᠣ�耀� � ���ᠣ��耀 （16）

式中：ω<2.00——粒径<2.00 mm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60——粒径<0.60 mm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212——粒径<0.212 mm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063——粒径<0.063 mm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ω<0.020——粒径<0.020 mm的颗粒的百分含量，%。

10.2 比重计法结果计算

土壤水分换算系数 K按公式（17）进行计算：

� = �耀−��
��−��

（17）

式中：m1——风干土及称量瓶质量，g；

m2——烘干土及称量瓶质量，g；

mw——称量瓶质量，g；

K——土壤水分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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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计的真实读数按公式（18）进行计算：

� = �� ���� （18）

式中：m——比重计真实读数，g；

m'——观察的比重计读数，g；

mo'——含分散剂校准溶液量筒中的比重计读数，g。

颗粒粒径按公式（19）进行计算：

��
耀 = �ᠣ����a�� � ����� （19）

式中：dp——颗粒粒径，mm；

η——在试验温度下，水的黏滞系数，g/m·s，见表 2；

z——有效深度，mm；

ρs——颗粒密度，假设为 2.65 g/cm3；

ρw——悬浊液密度，1.00 g/cm3；

g——重力加速度，981 cm/s2；

t——沉降时间，s；
表 2 水的密度及黏滞系数

温度（℃） 密度ρ（g/ml） 黏滞系数η（g/m·s）

20 0.9982 1.002

21 0.9980 0.978

22 0.9978 0.955

23 0.9975 0.933

24 0.9973 0.911

25 0.9970 0.891

26 0.9968 0.871

27 0.9965 0.852

28 0.9962 0.833

29 0.9959 0.815

30 0.9957 0.798

各级颗粒累积百分含量按公式（20）进行计算：

� = �
��×�

× ���% （20）

式中：ω——各级颗粒累积百分含量，%；

m——比重计真实读数，g；

ms——土壤取样质量，g；

K——土壤水分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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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结果表示

测定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最多保留 3位有效数字。最终结果要以各级颗粒累积百

分含量为纵坐标，以其对应的颗粒粒径为横坐标，在半对数坐标纸上绘制成土壤粒径累积分

布曲线（见图 3）。

图 3 土壤粒径累积分布曲线示意图

11 精密度

11.1 吸液管法精密度

七家实验室采用吸液管法，分别对 3种不同类型（砂土、壤土、黏土）的土壤样品进行

了 6次重复测定，各级颗粒测定结果如下：

粒径在 2~0.6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01%~35%、0.01%~35、12%~32%，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51%、74%、41%，重复性限为 0.3%、0.3%、0.3%，再现性

限为 0.9%、0.7%、0.5%；

粒径在 0.6~0.212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3.7%~20%、1.4%~72%、0.01%~27%，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68%、56%、32%，重复性限为 0.6%、0.5%、0.3%，再现性

限为 2.8%、0.9%、0.4%；

粒径在 0.212~0.063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95%~3.7%、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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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40%、45%、51%，重复性限为 3.5%、3.4%、2.0%，

再现性限为 54.3%、26.8%、4.5%；

粒径在 0.063~0.002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48%~8.8%、0.59%~3.5%、

0.51%~2.7%，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52%、11%、8.9%，重复性限为 4.2%、3.8%、

2.8%，再现性限为 59.4%、21.6%、18.2%；

粒径<0.002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1.1%~42%、2.6%~16%、1.4%~7.0%，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49%、49%、30%，重复性限为 2.7%、1.7%、2.6%，再现性

限为 12.3%、15.1%、19.6%。

11.2 比重计法精密度

七家实验室采用比重计法，分别对 3种不同类型（砂土、壤土、黏土）的土壤样品进行

了 6次重复测定，各级颗粒测定结果如下：

粒径在 2~0.6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01%~35%、9.7%~100%、12%~21%，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58%、65%、35%，重复性限为 0.3%、0.3%、0.3%，再现性

限为 0.9%、0.7%、0.5%；

粒径在 0.6~0.212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3.7%~22%、7.0%~31%、0.01%~35%，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39%、82%、35%，重复性限为 0.3%、0.3%、0.3%，再现性

限为 1.3%、1.0%、0.4%；

粒径在 0.212~0.063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95%~3.7%、1.6%~15%、

3.8%~22%，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37%、50%、77%，重复性限为 3.9%、4.8%、2.2%，

再现性限为 47.0%、28.1%、8.1%；

粒径在 0.063~0.002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0.43%~6.4%、1.1%~3.0%、

0.75%~2.7%，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44%、12%、12%，重复性限为 4.0%、4.2%、

3.4%，再现性限为 53.5%、22.7%、23.9%；

粒径<0.002 mm：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3.1%~14%、2.1%~11%、2.2%~7.9%，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39%、39%、30%，重复性限为 2.4%、2.3%、3.3%，再现性

限为 9.7%、13.6%、19.6%。

12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每批样品（不多于 20个）至少测定一个平行样，各级颗粒测定结果的绝对偏差不能超

过表 3限值。

表 3 绝对偏差限值

土壤粒径（mm） 绝对偏差（%）

2.000-0.063 <4.5

0.063-0.002 <3.0

<0.0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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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注意事项

13.1 吸液管法操作复杂，精度较高；比重计法操作相对简单，适用于大批样品测定，可根

据测定目的选择方法。

13.2 在试样制备时，应使用木锤、木滚、木棒等压碎样品，禁止使用玛瑙、金属、玻璃等

硬材质的工具碾压样品；严禁使用研磨机等机械设备磨碎样品。

13.3 量筒应放置在昼夜温差小处，避免阳光直射导致悬浊液涡流，影响土粒自由沉降。

13.4 搅拌悬浊液时，上下速度要均匀，搅拌棒向下要触及量筒底部，向上时金属片不能露

出液面，否则会使空气压入悬浊液，产生涡流，影响土粒开始时的沉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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