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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水化硅酸钙凝胶(C-S-H)的几种主要结构模型，重点阐述了纳米尺度的凝胶模型及其发展。在纳米凝胶模型中 C-S-H 是由最小结构单
元近似为直径小于 5 nm 的胶束堆积而成。根据胶束堆积密度的差异，C-S-H 分为高密度和低密度 2 种不同的凝胶相。总结了现代微观测试手段对 C-S-H
纳米模型的验证结果，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水化硅酸钙凝胶；纳米结构；凝胶模型
中图分类号：TU 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454–5648(2010)04–0754–09

RESEARCH PROGRESS ON NANOSTRUCTURE OF CALCIUM SILICATE HYDRATE
YAO Wu，HE Li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 Tongji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structure models of calcium silicate hydrate (C-S-H) gel was introduced, with emphasis on the colloid model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which constructs at a nanometer scale. In the nanostructural colloid model, the C-S-H gel is packed by the
basic building globules with the size of less than 5 nm. These building blocks flocculate to form larger units and microstructures,
which are two distinctive gel phrases, named as high density C-S-H and low density C-S-H,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microscopic experiments, which have verified the authority of colloid model, have been summariz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study in this aspect are also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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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所周知，水化硅酸钙(calcium silicate hydrate，
C-S-H)结构难以确定，部分源于其成分和结构的复
杂性，部分源于其低结晶度。C-S-H 结构模型的发
展历来都建立在假定和间接试验结果的基础之上，
其中较著名的有固溶(Solid-Solution)模型、Taylor 模
型、R-G(Richardson & Groves)模型和介观结构模型
等。
1.1 固溶模型(Solid-Solution Model)
固溶模型最初由 Fujii 等 [1] 提出，该模型将
C-S-H 视作由雪硅钙石(tobermorite)和氢氧化钙(CH)
所形成的固溶体，CH 位于 tobermorite 的层状结构
中。这一理论使得一些热力学定量计算问题得到了
解决，但是并未提及类似区域钙与硅的摩尔比对其

微观结构的影响。
1.2 Taylor 模型
Taylor[2] 认为， C-S-H 具有杂乱无章的层状结
构，其间大多数是类似羟基硅钙石(jennite)的结构，
其余在结构上类似于 1.4 nm 的 tobermorite。在上述
两种类型的层状结构中，[SiO4]4–四面体均会部分丢
失而使得结构发生改变。[SiO4]4–四面体链具有三元
重复结构，[SiO4]4–四面体按照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
上下两排，其中上排的[SiO4]4–四面体不与 Ca–O 相
连，称之为桥[SiO4]4–四面体。桥[SiO4]4–四面体缺失
时，便形成 2，5，8，…，3n–1 个[SiO4]4–四面体聚
合体的短链化合物。Taylor 模型可以解释很多晶体
化学的观测结果，尤其证实了钙与硅的摩尔比在局
部范围内比值存在强烈波动。在该理论下，C-S-H 凝
胶被视为纳米非均质体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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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模型
在 R-G 模型[5]中，无序层状结构的概念被承袭
下来，但模型更多关注于离子和分子的本质和相对
含量，而并非它们排列的方式。该模型认为 C-S-H
是由钙硅组分、Ca(OH)2 和水分子组成的固溶体，
并认为 Al 和其它正 3 价离子可以取代[SiO4]4–四面
体上的 Si，由此产生的电荷不平衡由层间的 Ca2+或
其 它 碱 金 属 离 子 中 和 。 R-G 模 型 很 好 地 解 释 了
C-S-H 凝胶层状结构中的无序特性，而且可以用于
描述局部钙与硅的摩尔比、含水量和平均硅链长度。
然而 R-G 模型对局部结构特性少有涉及，也不能用
于分析结构无序性与成分起伏变化之间的内在联
系。
1.4 介观结构模型
Xu 等 [6] 和 Viehland 等 [7] 通过透射电镜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对 5 年龄期的白
水泥净浆试样进行观察，首次发现在 C-S-H 凝胶的
内部产物中存在介观结构。这一介观结构由无定型
基体、镶嵌在其中的成分变化的纳米晶区域和短程
有序区组成，纳米晶区域在 5 nm 左右，在这一局部
范围内 C-S-H 的组成是均匀的，短程有序区的范围
小于 1 nm，它们的结构和组成是可变的。TEM 还观
测到同时存在类似 tobermorite 和 Jennite 结构单元。
这一结论也就证实了 Taylor 提出的纳米非均质模
型。Xu 和 Viehland 等在养护 8 周的白水泥净浆试
样中也同样发现了纳米晶区的存在，虽然 2 个试样
的龄期不同，但其存在的中介结构却是等同的，纳
米晶区的尺寸范围也几乎是一样的。因此，基于上
述观察结果分析得出结论，纳米晶区在水化反应前
8 周内发展迅速，但是纳米晶区在内部水化产物中
的开始形成时间仍然不清楚。
Zhang 等[8]采用高分辨电子显微镜(high-resolution
electron microscope，HREM)研究了 2 种最常见的水
泥基材料：普通水泥净浆和水泥砂浆试样。在养护
28 d 的水泥净浆试样中观测到纳米晶区，晶区的形
状和尺寸各异，尺寸约为 5 nm，与 Xu 等[6]和 Viehland
等[7]的研究结论非常吻合。同时在养护 7 d 的净浆中
也发现了纳米晶区，说明了纳米晶区形成于 7 d 龄
期之前。在砂浆试样中同样发现有纳米晶区的存在，
说明 C-S-H 凝胶内部水化产物中出现纳米晶区是一
般现象而并非偶然。养护 7 d 的试样中纳米晶区所
占的体积分数小于 28 d 的试样。不仅如此，同一个
试样中的不同区域内纳米晶区所占的体积分数也存
在显著差异。虽然 7 d 试样与 28 d 试样纳米晶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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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和尺寸差异难以区分，但却能观测到晶区层间
距的变化，且与龄期相关，说明水化产物的纳米结
构是随时间变化的。

2 C-S-H 纳米结构凝胶模型(CM-I)
近年来纳米力学在试验和理论领域的发展为材
料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尤其是诸如纳
米硬度等试验测试技术的产生，为材料微观力学性
能的探测提供了无限的可能。Constantinides 等[9]的
研究表明：C-S-H 凝胶的硬度呈双峰分布模式，恰
被 2 条 Gauss 曲线包络，由此可得出存在 2 种 C-S-H
凝胶相的结论。两种凝胶相的平均硬度分别为
(21.7±2.2) GPa 和(29.4±2.4) GPa。两种凝胶相各自所
占的体积分数有赖于原材料的组成，但平均硬度模
数并不随原材料的组分而发生变化，而是 2 种凝胶
相的固有参数。 Mondal 等 [10] 运用原子力显微镜
(atomic force microscope，AFM)和纳米压痕技术分
析了水泥基材料局部的纳米力学性能和界面区的弹
性模量，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区域范围内 C-S-H 凝胶
结构存在 40～700 nm 尺寸不等的球状颗粒。不同区
域的水泥浆体微结构中其弹性模量也不一样，未水
化水泥颗粒周围浆体的模量相对较高，而浆体界面
区的弹性模量总体上较低。
C-S-H 纳 米 结 构 的 凝 胶 模 型 (CM-I) 最 先 由
Jenning[11]提出。由于水泥基材料在长度范围内存在
非均质性，从而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的密度和比表
面积数值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凝胶模型的提
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不同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
性。该模型认为 C-S-H 凝胶最小结构单元(globue 胶
束)近似为直径小于 5 nm 的球状体(见图 1)。这些球
状体堆积在一起形成 2 种不同堆积密度的结构，称
作高密度水化硅酸钙凝胶(high density calcium silicate hydrate，HD C-S-H)和低密度(low density，LD)
水化硅酸钙凝胶(LD C-S-H)。这两种堆积形态大体
上与 Richardson 等[12]定义的“内部水化产物”和“外
部水化产物”形貌相对应。LD C-S-H 在开放的毛细
孔体系中形成，主要形成于水化反应早期和中期，
而 HD C-S-H 则集中在水化后期微结构的狭小受限
区域中形成。
HD C-S-H 凝胶被界定为直径 5 nm 的胶束紧密
堆积的结构(见图 2)。在 HD C-S-H 结构中最大凝胶
孔的孔径小于 1 nm，与小角中子散射试验中使用的
中子束的束斑直径相似，因此，入射到 HD C-S-H
凝胶中的中子束无法探测 HD C-S-H 结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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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D C-S-H 二维示意图
Fig.1 2D schematics of LD C-S-H
RH–Relative humidity; LD C-S-H–Low density calcium silicate hydrates;
2D–Two dimension.

盐

学

HD–High density.

也测试不到其内表面区域。HD C-S-H 结构是紧密堆
积的，它的基本组成非常稳定，不受加热、干燥、
龄期的影响。在干燥过程中，只有当相对湿度低于
50%时，水分才会丢失，而且丢失的水分在重新湿
润的情况下还可以再重新进入到结构当中。

2010 年

以单个水泥颗粒的水化来衡量水化过程，即：
为 C-S-H 凝胶从水泥颗粒表面向外生长，相邻水泥
颗粒向外延伸的水化产物层相遇，相互交错生长而
变密实，使得堆积密度增大形成高强度相将水泥浆
体胶结在一起。此时形成的 LD C-S-H 凝胶的堆积
密度大约为 64%，与球形颗粒随机紧密堆积密度
一致。 [13] 颗粒表面的水化产物层还会持续无阻碍
地向毛细孔空间内生长，但所形成的 LD C-S-H 将
在中间状态停留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这些中间过渡
区域由于堆积密度较低，不承担抵抗荷载的作用，
但是它们在填充毛细孔空间减少渗透性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
当水泥浆体在室温湿润的条件下水化时，最初
形成的 C-S-H 凝胶相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在
几十纳米尺度范围内存在堆积密度起伏，平均堆积
密度大约为 50%。这实际上是能保持力学稳定状态
的最小的堆积密度。因此这种结构相对比较容易改
变和重组。这种可变结构可能对应着 5～10 GPa 纳
米硬度峰值。此时 C-S-H 结构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
存在体积分形结构，且其结构受到干燥、养护温度
和龄期的强烈影响。
当试样处于高温养护或干燥状态时，C-S-H 胶
束本身固有的性质并不改变，发生变化的仅是胶束
的堆积密度。由于 LD C-S-H 结构不稳定，在干燥
情况下容易产生不可逆的收缩，在高温养护的条件
下其渗透性也会增加。[14]

3

图 2 水化反应后期形成的 HD C-S-H 二维示意图[11]
Fig.2 2D schematic of HD C-S-H that forms during the late
stage[11]

报

C-S-H 纳米结构凝胶模型的修正模
型(CM-II)

以胶束堆积密度为基础提出的 CM-I 模型为硬
度和模量的表征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 CM-I 模型
并没有阐明荷载作用下的干燥收缩和徐变过程中凝
胶发生的变化。干燥和徐变过程中的不可逆变形必
然伴随着结构的改变或胶束的重新排列，相应的堆
积形式也会发生改变，但模量却没有发生与之一致
的变化。此外，CM-I 模型也没有说明凝胶结构中水
分子结合的紧密程度，以及当水脱离或重新进入凝
胶孔时结构会如何发生变化。
Jennings[15]从热力学平衡的角度探讨了最小的
凝胶孔中水的状态，对 CM-I 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提出了 CM-II 凝胶模型。鉴于 LD C-S-H 凝胶相对
开放的结构，在干燥过程中变化最大，同时也是徐
变过程中的变形相， CM-II 模型着力探讨了 LD
C-S-H 凝胶相的纳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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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M-I 模型中，C-S-H 凝胶由紧密堆积的胶
束组成，这些胶束本身具有层状的结构形式。在
CM-II 模型中，C-S-H 凝胶仍然由小胶束聚集堆积
而成，但胶束并不是早前所认定的球形，而是存在
分形特征，如图 3 所示。在 C-S-H 中含水的区域包
括层间空间、胶粒内孔(intra globule pores，IG，尺
寸≤1nm)、小凝胶孔(small gel pores，SGP，尺寸为
1～3 nm)和大凝胶孔(larger gel pores，LGP，尺寸为
3～12 nm)，每个区域中存在的水都有其特定的热力
学特性。不可逆收缩和徐变与 LGP 和 SGP 结构变
化有关。胶粒在压力作用下会重新排列。在干燥、
加热及试件老化的过程中，LGP 的数量会下降，SGP
会重新排列，从而其中束缚的水的含量也会相应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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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等 [16] 采 用 小 角 中 子 散 射 (small-angle
neutron scattering，SANS)测试方法，探讨了 C-S-H
凝胶的结构随龄期、干燥和再湿润条件下的变化，
认为龄期和外界条件并没有改变水泥浆体的基本纳
米结构特征，只是凝胶结构更加密实，从而对进一
步的不可逆变形不敏感。胶束直径为 (4.29±0.09)
nm，体积分形指数接近 2.6。当干燥到相对湿度 54%
以下，体积分形结构保持湿润状态，毛细孔压力将
凝胶压实，释放出较大的颗粒间空间，增加了胶粒
的平均密度。由于水泥浆体中不可收缩固相的存在，
干燥同时又增加了胶束和毛细孔体系的比表面积。
当干燥到相对湿度 33%以下时，毛细孔压力消
失，单个胶束表面的单层吸附水对 SANS 测试结果
影响很大。此时可以认为在这样低的相对湿度下，
水的分离压力减少，使得邻近颗粒相互靠近接触，
从而比表面积大大减少。
随着水化时间的增加，狭小受限空间内水化程
度加深和毛细孔压力使得胶束堆积密实，C-S-H 凝
胶抵抗结构重排列的能力也增加，而并非过去认为
的硅链聚合度增加。

4 现代检测手段对 C-S-H 纳米结构凝
胶模型的验证

图3

含有小凝胶孔的胶束堆积状态和凝胶老化过程的示意
图[15]
Fig.3 Packing of globules showing SGP and the aging process
schematically represented as progressing[15]

高分辨显微技术为 C-S-H 凝胶的纳米结构提供
了很多定性的信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
C-S-H 凝胶是由类似块状的微小颗粒组成。[17] 从
TEM 和 AFM 的观测结果来看，[18] 这些小颗粒横
向尺寸只有几个纳米，竖向尺寸也只有十到十几个
纳米。TEM 看到的水泥浆体中形成的 C-S-H 凝胶的
形貌证实了长久以来的假设，即 C-S-H 凝胶存在 2
种不同的结构，内部水化产物和外部水化产物，[19]
或 HD C-S-H 和 LD C-S-H。[10,19] 然而 C-S-H 凝胶
的孔结构随干燥条件的变化是显微成像技术、气体
吸附和其他测试技术共同面临的问题。事实上，纳
米尺度上的主导水化产物——凝胶孔在 TEM 图像
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4.1 小角散射技术的应用
小角散射(small-angle scattering, SAS)技术利用
中子或 X 射线为探测源，检测非均质无序材料的显
微和纳米结构。对于那些通过衍射手段无法探测的
无定型材料，如水化硅酸钙凝胶，小角散射技术则
显示出其优势。另外，SAS 技术可以在样品自然状
态下进行检测，而无需干燥或其它处理，从而避免
了制备过程对样品结构本身带来的损伤。[20]

· 758 ·

硅

酸

散射强度是由微观结构参数通过 Fourier 变换
转变而来，因而原则上小角散射技术可以用来分析
物相的尺寸分布、体积分数和形貌。对于水泥浆体
这种复杂的微观结构，可以通过构建微观模型来得
到定量的参数。例如：Porod 散射公式就可以用来
测量单位体积内样品中散射相的比表面积，从而可
以表征水化产物和孔体系之间的比表面积。近来利
用小角散射技术测定比表面积的结果显示，干燥水
泥浆体的比表面积为 100～150 m2/cm3(即 70～100
m2/g)。[15,21–22] 比表面积随养护时间的增长略有上
升，当浆体水灰比较高时，比表面积也比较大。
Allen[23] 将表面分形和体积分形参数应用到微
观结构模型中，可以在更宽的长度范围内模拟散射
数据。该模型认为水泥浆体的外部水化产物由
C-S-H 凝胶的胶束随意堆积而成，是一种密度相对
较低的结构。胶束的尺寸为 4～ 5 nm，堆积胶束间
的空间即为凝胶孔。需要注意的是模型中的分形结
构与层状或薄片状的形貌是不对等的，也即 C-S-H
凝胶的层状化学结构并没有延伸到胶束以上的尺度
范围。
在理解和构建 C-S-H 凝胶模型的过程中另一个
需要探明的因素就是各种尺度的孔隙中水的作用。
毛细孔中存在类似流动态的水，及以 OH–形式存在
于 C-S-H 凝胶和 CH 中的水，但是对于尺寸仅有几
个纳米的凝胶孔中的水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近年
来小角 X 射线散射(small-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和小角中子散射(small-angle neutron scattering，SANS)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水状态下的 C-S-H
凝胶的结构组成接近 C1.7SH4。通过平衡干燥法将相
对湿度降到 11%，使自由水全部脱离，只留下胶束
表面部分吸附水，此时 H2O 与 SiO2 的摩尔比下降到
2.1。如若在真空中强烈干燥，使胶束内部物理结合
水也部分脱离，则 H2O 与 SiO2 的摩尔比下降到 1.4。
另外通过 H2O 和 D2O 的中子对比散射试验得出，在
脱离全部自由水和胶束表面吸附水，
但胶束内部物理
结合水全部保留的状态下，C-S-H 凝胶相的结构组成
为 C1.7SH1.8，体积密度为 2.60 g/cm3，这些试验数据
为 C-S-H 凝胶构建模型提供了重要的信息。[24]
因为 SANS 是在样品自然状态下直接进行测
试，通过对比同一样品在干燥前和干燥再湿润后的
测试结果，可以知道由于干燥带来的结构变化。近
来在此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11] 当相对湿度在 50%
以下时，毛细孔压力会压缩 C-S-H 凝胶，增加凝胶
密度。干燥和再湿润过程会减小比表面积，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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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对湿度在 50%以下时，这是因为颗粒间的平均
间距减少了。
另外，SANS 的研究[25]结果还表明，短期内的
高温养护会引起 C-S-H 凝胶的局部堆积密度增加，
比表面积下降，类似于干燥环境带来的效果。此外，
在 20 ℃延长养护时间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这些
结果说明，时间、温度和干燥等因素均会导致 C-S-H
凝胶纳米胶束的空间位置和堆积密度的改变，从而
导致水泥浆体宏观性能的变化。
4.2 核磁共振技术的应用
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技
术用来分析物相中原子尺度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在
水泥化学的研究中同样显示出其独到之处。与
SANS 一样，NMR 同样可以用来检测自然状态下的
样品。该项测试技术的理论基础为大多数原子核都
存在一个非零的自旋状态。通过原子核旋转的速率
与静态的磁场产生共振，或对摆动磁场产生反应，
来反映毗邻的原子核与周围介质间的相互作用。核
磁共振技术在水泥化学中应用最多的是用 29Si 来监
测水化产物中[SiO4]4–四面体的聚合状态。NMR 也
可以用来测定由于组成和养护条件不同而导致的水
化产物中硅链平均长度的差异。
核磁共振技术在水泥化学中的另一个重要应用
为通过测定 1H 弛豫时间来判断水化浆体中的孔结
构。1H 的弛豫时间是由水分子的物理和化学环境决
定的，透过 1H 的弛豫时间就可以知道浆体中孔的信
息。2 种常用的弛豫时间为 T1 纵向弛豫时间和 T2
横向弛豫时间。
当质子碰到孔隙表面时就会产生弛豫
现象。如果扩散速率比弛豫速率快，就可以检测到一
个特定的弛豫速率，该速率与孔表面/体积比有关。[26]
Halperin 等[27]通过测定样品中自由水的 T2 弛豫
时间得到了总的比表面积以及比表面积在水化过程
中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在水化 6～48 h 期间比
表面积增长迅速，在 100～1 000 h 比表面积几乎保
持恒定，与之前 SANS 的研究结论[28]一致。这一结
果说明，水泥浆体的比表面积受水化产物生成速率
的影响，在 C-S-H 凝胶的成核和生长迅速。由 NMR
测得的干燥浆体的最大比表面积为 280 m2/g ，比
SANS 的测试结果高出很多。此种差异性可以认为
是 C-S-H 凝胶在不同长度尺度范围内的复杂形貌造
成的。[22]
近年来，McDonald 等通过二维 T1–T2 关联试验
测定了孔径分布，并确定了水在凝胶孔和毛细孔网
络中的交换作用。[29–31] 此外，这些试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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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凝胶孔和毛细孔体系分为 2 大类：0.9～1.4
nm 和 7～30 nm。
4.3 纳米压痕技术的应用
水泥基材料在一个较大的尺度范围内显现出非
均质特性，这种多尺度的非均质性最终决定了水泥
基材料的机械性能(如：刚度、强度等)和劣化性能
(如：裂缝、缺陷等)。弹性模量是水泥基材料力学
行为的主要指标，也是数学建模时不可或缺的重要
参数。应用传统的材料力学试验方法很难测得直径
为十几到几十微米范围内材料的弹性模量。纳米压
痕技术是近年来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测试材料细观
力学性能的新方法，用于测定材料在纳米尺度上的
硬度和弹性模量，并在测定晶体和复合材料界面区
力学性能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2]
将纳米压痕方法应用于水泥基材料研究的合理
性在于：水泥基材料的各项化学组分均有其特定的
化学平衡状态，即某项化学组分溶入混合固相的可
能性要比该组分从固相内溶出的可能性小，该平衡
态与材料的稳定态相关。因此，如若能在某种尺度
上打破水泥基材料的非均质性，使得固体材料保持
自身的化学平衡态，这样便有可能准确评估材料的
微观力学性能乃至宏观性能。[10]
由于组成关系的非线性本质加上众多的物相特
性，使得在压痕试验中分析多相材料塑性变形变得
更加复杂。不少研究学者提出利用 P-h 曲线分析方
法，计算得出材料的弹性性能(如：弹性模量 E)、抗
变形性能(如：硬度 H)和塑性性能(如：屈服应力 σy
和应变硬化指数 n)。[33–36]
图 4 和图 5 是 C-S-H 的纳米压痕试验结果。溶
蚀是指将成型好的试件浸泡在 6 mol/L 的硝酸铵溶
液中进行脱钙处理。由图 4 和图 5 可见，无论是弹
性模量还是硬度的测试结果均呈现出明显的双模式
分布结构，因而可以认为水化产物中存在 2 种不同
的 C-S-H 凝胶。
低密度 C-S-H 凝胶相的平均弹性模量 Ea 为
(21.7±2.2) GPa；高密度 C-S-H 凝胶相，平均弹性模
量 Eb 为(29.4±2.4) GPa。值得注意的是，Acker 采用
不同的水泥基材料和压痕设备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果：Ea = (20±2) GPa；Eb = (31±4) GPa。这充分说明
2 种 C-S-H 凝胶相的弹性模量属于水泥基材料在纳
微米尺度上的本质属性，并不会因为水泥基材料组
成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经过溶蚀处理后，低密度 C-S-H 凝胶相的残余
平均弹性模量 Ea 为(3.0±0.8) GPa(原始模量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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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纳米压痕弹性模量测试结果[37–38]
Fig.4 Elastic nanoindentation results[37–38]

图 5 纳米压痕硬度测试结果[9]
Fig.5 Hardness nanoindentation results[9]

高密度 C-S-H 凝胶相的残余平均弹性模量 Eb 为
(12.0±1.2) GPa(原始弹性模量的 41%)。这意味这 LD
C-S-H 比起 HD C-S-H 更容易受到化学溶蚀作用的
影响。
压痕测试直方图恰好能够用 2 条 Gauss 曲线代
替，可以认为曲线下方包络的面积与 2 种 C-S-H 凝
胶的体积分数有关。从图 4 中可以看出，HD C-S-H
相大约占总凝胶相的 30%，LD C-S-H 相大约占总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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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相的 70%。比较图 4 和图 5 中 2 种凝胶相的体积
分数，可以知道其相对比例几乎不受化学溶蚀作用
的影响。
4.4 场发射扫描电镜技术的应用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FESEM)的最大特点是具备超
高分辨扫描图像观察能力，尤其是采用最新数字化
图像处理技术，提供高倍数、高分辨扫描图像，是纳
米材料粒径测试和形貌观察的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研
究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图 6 为采用 FESEM 观察到的水泥浆体水化数小时
及 10 d 龄期的 C-S-H 凝胶的形貌。从图 6 可以看出：
水化龄期对形成的 C-S-H 凝胶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水化反应早期形成的 C-S-H 凝胶结构(见图 6a)
疏松，存在大量的凝胶孔和毛细孔。“最小结构单
元”为柱状或准球状颗粒，粒径为 20～50 nm。这
些颗粒分布在凝胶状的“溶液”中，且按照特定的
方式堆积在一起，形成凝絮状的结构；水化反应后
期形成的 C-S-H 凝胶结构致密(见图 6b)，存在的孔
隙以凝胶孔为主，其“最小结构单元”为粒径为 20～
40 nm 的球状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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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在 C-S-H 纳米凝胶模型中，最小结构单元近似
为直径小于 5 nm 的胶束。这些胶束堆积在一起形成
2 种不同堆积密度的结构，HD C-S-H 和 LD C-S-H。
LD C-S-H 在开放的毛细孔体系中形成，主要形成于
水化反应早期和中期，而 HD C-S-H 则集中在水化
后期微结构的狭小受限区域中形成。然而除了硬度
模数和比表面积等参数外，是否还有其它更易于定
量表征这两种凝胶相的参数？另外，在不同的龄期，
2 种凝胶相的相对比例会按照何种规律变化，对强
度、耐久性等宏观性能又有何影响等问题都有待深
入研究。
HD C-S-H 凝胶是一种紧密堆积的结构，性质稳
定，不易受温度、相对湿度及龄期等环境因素的影
响，但 LD C-S-H 凝胶相呈现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
在几十纳米尺度范围内存在堆积密度起伏，很容易
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结构改变和重组、
甚至塌陷。水泥基材料的各种复杂变化(如：徐变、
体积稳定性等)均与 C-S-H 凝胶相在机械荷载和相
对湿度变化情况下的黏弹性响应有关。因此，迫切
需要探索 C-S-H 凝胶相在各种环境作用下纳米尺度
微观结构发生的变化，从而从深层次机理上解释徐
变、干缩等现象。
从工程应用的角度，添加矿物掺合料既能节省
生产成本，又可以改善水泥混凝土的性能，因而矿
物掺合料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矿物掺合料参与二次
水化反应生成的 C-S-H 凝胶与水泥自身水化反应生
成的 C-S-H 凝胶在微观结构层次上有何差异，以及
这种差异如何影响水泥基材料的性能，是合理利用
矿物掺合料、优化水泥基材料结构和性能所需要进
一步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能够在多尺度范围内将微观结构与宏观
性能或行为联系起来、构建合理的物理和数学模
型，需要对水泥基材料不同尺度，尤其是微纳米尺
度的结构有充分的认识，获得足够多的可以用于
精确构建模型的定量参数，从而促进水泥基材料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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