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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尽管现行的 GB/T 24722-2009《路面标线用玻璃珠》在控制玻璃

珠的质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玻璃珠技术的不断发

展，该标准在某些方面已显滞后，主要表现为： 

1）玻璃珠的型号缺失 

目前雨夜玻璃珠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工程现场，需增加该类玻璃

珠的型号，并对其技术要求做出规定。 

2）技术指标需优化，部分指标缺失 

如玻璃珠的外观要求需进一步细化，以区别不同折射率玻璃

珠、雨夜玻璃珠与非雨夜玻璃珠的外观要求；原标准中未提及有害

物质含量要求，不适应相关环保政策。 

3）部分指标试验方法需优化 

原标准中折射率测试采用贝克线法，测试过程中需要对玻璃珠

进行研磨，对于粒径很小的玻璃珠，研磨费时费力，宜修改采用 BS 

EN 1423:2012“Road marking materials-Drop on materials-Glass beads, 

antiskid aggregates and mixtures of the two”中规定的非研磨浸液法。

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折射率试验可以用更精确、便捷、环保的

方法，如彩虹法来实现，需增加相关测试方法。另外，对于中、高

折射率玻璃珠，可用缺陷玻璃珠的百分数来定量判定其形体质量；

粒径分布也可以用粒径测试仪法来进行测试等。 

基于这些原因，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在国标委综合〔2017〕128

号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将该标准列入修订项目（计划编号

20173843-T-469），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2、协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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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国家交通安全设施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中路高科交通检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作为协作单位，组织专家

协作开展了项目调研及试验可行性论证，为标准的修订提供了许多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保证了标准的修订质量。 

3、主要工作过程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接到标准修订计划任务后，立即着

手进行标准修订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18 年 01 月～2018 年 02 月，成立标准起草组。起草组收

集了路面标线用玻璃珠的相关标准及技术资料。在分析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标准修订的原则、主要依据及标准修订的方法。 

2）2018 年 03 月～2018 年 04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东华、彭雷、苏鹤俊、刘恒权、马学

锋、柯东青、徐东、郭占洋、王晶。上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

下： 

——郭东华负责组织、协调，并参与标准编写工作。 

——彭雷、刘恒权组织参与各省调研工作、负责标准编写工

作。 

——苏鹤俊参与标准编写工作。 

——柯东青、徐东、郭占洋、王晶负责标准试验验证工作，为

确定检验项目或参数的能力提供了大量试验数据。 

——马学锋组织参与各省调研工作，为标准修订提供大量的调

研数据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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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对路面标线用玻璃珠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与用途、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做

出了规定，编制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标准的结构应符合 GB/T 1.1-2009 的相关规定。按照 GB/T 

1.1-2009 要求的编写规则，严格标准中章、节、段等内容的编写。

特别是对于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部分，做到二者前后对应，便于标

准的使用。 

2）提升技术指标的适用性。能够定量的指标，规定定量的要

求，减少定性判定造成的不确定性；对于需优化的指标，根据试验

结果优化技术要求；对于有利于提升标线可视性的指标，综合考虑

路面标线用玻璃珠质量、应用情况，提高其技术要求；对于有利于

环保的指标，提出相关技术要求。 

3）采用先进测量方法。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规定的先进方

法，基于目前国内测试设备状况，尽可能采用先进的测试方法。 

2、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对原标准主要进行的修订包括：相关术语和定义；玻璃

珠的类型；玻璃珠粒径表示方法；产品用途；外观技术要求；缺陷

玻璃珠最大百分数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成圆率的技术要求；密

度的技术要求；试验工作温度；铅、砷、锑含量的技术要求及试验

方法；测试粒径分布的粒径测试仪法；折射率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要求。 

1）相关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面撒玻璃珠、预混玻璃珠、镀膜玻璃珠的定义，将防水

涂层修改为防湿涂层，增加了缺陷玻璃珠、雨夜玻璃珠的术语和定

义。 

2）玻璃珠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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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玻璃珠在潮湿及连续降雨夜间条件下提供的视认效果不

同，将其分为雨夜玻璃珠和非雨夜玻璃珠，其中雨夜玻璃珠为新增

型号玻璃珠，规定为 4 号珠。目前国内雨夜珠的生产厂家主要包

括：江西盛富莱定向反光材料有限公司、绵阳光耀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安徽拓力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三个公司生产的雨夜玻璃

珠的粒径分布如下： 

企业 玻璃珠粒径/m 玻璃珠质量百分比/% 

绵阳光耀新材
料有限责任公

司 

1200 残留 0～10
850～1200 30～90
600～850 10～30
600 通过 0～10

江西盛富莱定
向反光材料有

限公司 

1400 残留 0

600～1400
50～85

安徽拓力工程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0610 型，18-30 目，
600-1000/m / 

0812 型，16-20 目，
850-1180/m / 

1015 型，14-18 目，
1000-1400/m / 

可以确定，目前国内雨夜玻璃珠的粒径范围在 600-1400m 之

间，中间粒径范围内的保留率尚无法确定，一般情况下，最下层筛

网玻璃珠的保留率一般规定为 0～5，最上层规定为 0，据此确定了

雨夜玻璃珠的粒径分布。 

此外，为了今后选定出更适宜的可以进一步提高标线反光性能

的玻璃珠，除了 1 号、2 号、3 号、4 号玻璃珠外，参照 BS EN 

1423:2012“Road marking materials—Drop on materials—Glass beads, 

antiskid aggregates and mixtures of the two”、EN 1424:1997/A1:2003

“Road Marking Materials - Premix Glass Beads”，本标准提供了一

套预混、面撒玻璃珠的参考选用规则，规定在满足 GB/T 16311《道

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光度性能的前提下，可选用其他

粒径级配的面撒或预混玻璃珠。 

3）玻璃珠粒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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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相关标准普遍按某型号规格筛网上或筛网之间玻

璃珠的保留或通过质量百分比来表示玻璃珠的粒径，本标准按此规

定对粒径的表示方法进行了修改。 

4）产品用途 

考虑到目前国内使用的雨夜玻璃珠多为核壳结构，其外层高折

射率玻璃珠与内核的附着力目前没有适宜的技术指标来衡量，为了

增加标线的持久反光性能，不推荐单独使用雨夜玻璃珠，在“4.2 产

品用途”一节中，增加了雨夜玻璃珠宜与非雨夜玻璃珠配合使用的

要求。 

5）外观技术要求 

原标准中规定玻璃珠应为无色，考虑到中、高折射率玻璃珠，

以及雨夜玻璃珠的外观实际常为白色、淡黄色，本标准修订为：玻

璃珠应为无色、白色或淡黄色。 

目前使用的雨夜玻璃珠主要为核壳集合体形式，在显微镜或投

影仪下的形状与单一形状的玻璃珠存在明显区别，本标准对相关形

状要求做出了规定。 

6）缺陷玻璃珠最大百分数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新增了缺陷玻璃珠最大百分数的技术要求，同时规定了试验方

法。 

7）成圆率的技术要求 

原标准未明确何种型号玻璃珠具有成圆率要求，本次修订对此

进行了明确。 

8）密度的技术要求 

原标准规定玻璃珠的密度应在(2.4～4.3)g/cm3 的范围内，对于部

分折射率 1.9 以上的高折射率玻璃珠，密度可达 4.6 g/cm3，为此将

其密度修订为(2.4～4.6)g/cm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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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试验工作温度 

考虑到折射率的测试标准温度为 20℃，试验工作温度由 21℃～

25℃变更为 20℃～25℃。 

10）铅、砷、锑含量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标准参照 BS EN 1423:2012“Road marking materials-Drop on 

materials-Glass beads, antiskid aggregates and mixtures of the two”限

定玻璃珠中铅、砷和锑的含量为不高于 200mg/kg，同时规定依据正

在制定的 JT/T ××××-××××《路面标线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对其进

行测试。 

11）测试粒径分布的粒径测试仪法 

对于粒径分布的测量，标准中规定的仲裁法为比较成熟的筛分

试验方法，同时，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已有较为成熟的“粒径测试仪”

可用于微小颗粒的粒径测试，标准中规定了可使用符合要求的粒径

测试仪测量玻璃珠的粒径，进而估算粒径分布。 

12）折射率试验方法 

对于玻璃珠的折射率测试，当玻璃珠的粒径很小时，采用原标

准规定的贝克线法研磨费时费力，本标准修改采用了 BS EN 

1423:2012 中规定的方法。 

目前，国内已经有了成熟的二次彩虹法玻璃珠折射率测试仪，

利用二次彩虹法，可避免浸液法使用的浸液具有毒性的问题，本标

准引入了该类测试方法。同时为了避免发生争议，规定浸液法为仲

裁试验方法。 

13）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规则部分主要明确了组批、抽样判定原则的要求。 

14）标志、包装、运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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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包装的形式，规定可用“桶”作为包装，并在标志、包

装、运输修改增加了相关要求。 

修订后的标准相对于原标准主要变化见表 1。 

表 1 修订后的标准相对于原标准主要变化 

分类 条款/内容 说明 

增加项目 

3.4 缺陷玻璃珠 新增术语和定义 

3.5 雨夜玻璃珠 新增术语和定义 

4.1.4 根据玻璃珠在潮湿及连

续降雨夜间条件下提供的视

认效果不同，分为雨夜玻璃

珠和非雨夜玻璃珠。 

新增产品分类 

4.1.5 根据粒径分布不同，增

加了 4 号玻璃珠 
4 号玻璃珠为雨夜玻璃珠，增加相

关粒径分布要求 

4.1.5 注：增加了适宜粒径分

布玻璃珠的参考选用规则 

为了推动技术进步，选定出更适宜

的可以进一步提高标线反光性能的

玻璃珠 
4.2.4 4 号玻璃珠为雨夜玻璃

珠，宜与非雨夜玻璃珠配合

使用 
与目前的实际应用情况相一致 

5.2 缺陷玻璃珠最大百分数

（技术要求） 
明确中、高折射率玻璃珠中缺陷玻

璃珠最大百分数的技术要求 

5.10 铅含量（技术要求） 满足相关环保政策的要求 

5.11 砷含量（技术要求） 满足相关环保政策的要求 

5.12 锑含量（技术要求） 满足相关环保政策的要求 

6.4 缺陷玻璃珠最大百分数

（试验方法） 
满足测试要求 

6.5.2 粒径测试仪法 
国内外已有较为成熟的“粒径测试

仪”可用于微小颗粒的粒径测试 

6.8.2 二次彩虹法 
设备成熟，可实现无毒、高准确度

测量 

6.12 铅含量（试验方法） 满足测试要求 

6.13 砷含量（试验方法） 满足测试要求 

6.14 锑含量（试验方法） 满足测试要求 

附录 B 其他粒径分布的玻璃

珠选用规则及试验方法 

为了推动技术进步，选定出更适宜

的可以进一步提高标线反光性能的

玻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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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BS EN 
1423:2012、EN 1424:1997/A1:2003 

变更项目 

1 范围中取消了“雨夜标线

所使用的反光珠可参照执

行” 
标准中已增加了雨夜玻璃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或

修订相关引用标准 
与该章之后所引用的标准对应 

3.1 面撒玻璃珠 
修改了定义，使之与修订后的 JT/T 
280《路面标线用涂料》中的定义

一致 

3.2 预混玻璃珠 
修改了定义，使之与修订后的 JT/T 
280《路面标线用涂料》中的定义

一致 

3.3 镀膜玻璃珠 修改了定义 

表 1  玻璃珠粒径表示方法 

国内外相关标准普遍按某型号规格

筛网上或筛网之间玻璃珠的保留或

通过质量百分比来表示玻璃珠的粒

径 
5.1 外观要求 
玻璃珠外观修改为无色、白

色或淡黄色。规定在显微镜

或投影仪下，单一形状玻璃

珠应为透明的球体，光洁圆

整，玻璃珠内无明显气泡或

杂质，集合体形状玻璃珠应

表面整洁，无明显突出物。 

与实际情况相符 

5.4 成圆率 
明确了要求成圆率的玻璃珠

型号 
规范成圆率技术要求的表述方法 

5.5 密度 
密度由(2.4～4.3)g/cm3 变更为

(2.4～4.6)g/cm3 
优化技术指标 

5.9、6.11 
防水涂层要求修改为防湿涂

层要求 
定义更加准确 

6.1 样品数量由 1kg 变更为

2kg。 
标准新增和变更方法后，样品使用

量增加 
6.2 试验工作温度由 21℃～

25℃变更为 20℃～25℃ 
考虑到折射率的测试标准温度为
20℃ 

6.3 外观检查 
明确了中、高折射率玻璃

珠，以及雨夜玻璃珠，用放

大倍数不小于 100 倍的显微

中、高折射率玻璃珠，以及雨夜玻

璃珠用原标准要求的放大倍数不小

于 10 倍的显微镜或投影仪观察

时，效果不如 100 倍的显微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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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进行观察 

6.8.1 浸液法 
采用了 BS EN 1423:2012 中

规定的方法 

无需对玻璃珠进行研磨，优化了测

试方法 

7 检验规则 
修改了检验项目；增加了出厂检验

的出厂要求、组批、抽样判定原则

8.1 标志、8.2 包装、8.3 运输

原标准规定包装为袋子，也可使用

桶装形式的包装，相关标志、包

装、运输规定需进行修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技术经济论证或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参考了国家交通安全设施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历年有关路面标线用玻璃珠的检测数据。本标准可用于路面标线

用玻璃珠的质量控制，性能良好的玻璃珠可以增强标线的逆反射性

能，从而提高道路通行的安全性。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最新的如下标准：欧洲标准 BS 

EN 1423:2012“Road marking materials-Drop on materials-Glass beads, 

antiskid aggregates and mixtures of the two ” 、 欧 洲 标 准 EN 

1424:1997/A1:2003 “ Road Marking Materials - Premix Glass 

Beads”、美国标准 AASHTO M 247-13“Glass Beads Used in 

Pavement Markings ” 、 澳 大 利 亚 / 新 西 兰 标 准 AS/NZS 

2009:2006/Amdt 1:2007“Glass beads for road-marking materials”、日

本工业协会标准 JIS R3301-2014《交通色漆用玻璃微珠》、GB/T 

33503  《含铅玻璃化学成分分析方法》、GB/T 6003.1《试验筛 技术

要求和检验 第 1 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JT/T 495  《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质量检验抽样方法》、JT/T 674 《 玻璃珠选形器》、

JT/T 1035.1-2016  《道路逆反射材料用玻璃珠第 1 部分：通则》等，

保证了标准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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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目前已广泛为路面标线用玻璃珠生产、使用、监管等单

位所采用。尽管该标准规定的玻璃珠是路面标线涂料的一个组成成

份，其质量直接影响涂料施划后的标线视认性，但其相关主要产品-

路面标线涂料的标准尚未成为强制性标准，本标准应为推荐性标

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玻璃珠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机械强度和电绝缘性，最独特

的是它的定向反光性能，利用这一性能，玻璃珠被用于路面标线涂

料中，从而保证了标线的可视性，起到了保护道路使用者安全的作

用。 

本标准为国内唯一的有关路面标线涂料用玻璃珠标准，此次修

订，优化了部分检测项目的技术指标，采用了一系列国内外最先进

的测试方法，规范了检验规则等。这些变化，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

玻璃珠的质量，同时推动相关设备、测试技术的进步。建议做好该

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发挥该标准的引领作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现行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