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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骨料预湿程度对混合骨料混凝土抗冻性能影响
孔丽娟 1，高礼雄 1，葛 勇 2
(1. 石家庄铁道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石家庄 050043；2.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哈尔滨 150090)
摘 要：研究了轻骨料预湿程度对不同水胶比混合骨料混凝土 28 d 和 90 d 抗冻性能以及界面区微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风干轻骨料自身的多孔
结构在混凝土内部起到了“引气”的作用，同时其强烈的吸水作用使得界面层厚度约为预湿轻骨料的 2 倍，结构也较致密，故其配制的混凝土抗冻性
最优。随着轻骨料预湿程度的增加，骨料引气及吸水作用均减弱，故混凝土抗冻性逐渐降低，但预湿轻骨料后期较强的返水作用可使其附近水泥石中
的有害孔含量减少，显微硬度提高，界面结构得到持续改善，特别是当水胶比较低时对提高混凝土长期抗冻性能有利。当水胶比较高时，由于水泥石
结构比较疏松，此时轻骨料在冻压下导致内部较高的含水率对混凝土抗冻性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即使饱和预湿的轻骨料配制的低水胶比混合骨料混
凝土，其抗冻性仍优于同条件下的普通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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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Pre-Wetting on Frost-Resistance of Combined
Aggregate Concrete
KONG Lijuan1，GAO Lixiong1，GE Yong2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2.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90, China)
Abstract: The frost-resistance of combined aggregate concrete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pre-wetting degrees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LWA) and water-binder ratios at 28 d and 90 d was investigated. The microstructure of LWA and the interfacial zone were examined,
and the effect of LWA pre-wetting on frost-resistance of concret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rous air-dry LWA can
play the role of “air-entraining”, and the strong water absorbing effect can make the thickness of interfacial zone of about two times of
that of prewetted LWA, as well as the densification of the interfacial paste. The frost-resistance of concrete prepared with air-dry LWA
was superior. The air-entraining and water-absorbing effect of LWA both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LWA pre-wetting degree, thus
leading to the gradual decrease of concrete frost-resistance. However, the strong water-releasing effect of pre-wetted LWA in later age
could improve the interfacial structure that decreased the volume content of harmful pores and increased the micro-hardness of the
interfacial paste, which could favor the long term frost-resistance of concrete, especially for concrete with a lower water binder ratio.
For concrete with a higher water-binder ratio, the high water content of pre-wetted LWA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ncrete
frost-resistance,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loose cement paste structure and frost-heave force. Even for the saturation pre-wetted LWA,
the frost-resistance of combined aggregate concret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concrete at a lower water binder ratio.
Key words: lightweight aggregate; pre-wetting; frost-resistance; interfacial zone; microhardness

轻骨料在混凝土生产时与普通骨料的不同之处
是要对其进行预湿处理，最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降低坍落度经时损失。后来
逐渐发现轻骨料的预湿处理对于混凝土的力学性
能、体积稳定性和耐久性能都具有重要的作用[1–4]。
故近年来在混凝土中用轻骨料代替部分粗、细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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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而成的混合骨料混凝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研
究和重视[5]，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结构自重，另一方
面则是为了利用预湿轻骨料的自养护作用对混凝土
性能的改善。但不同预湿处理的轻骨料在不同龄期、
不同水胶比混凝土内部吸返水作用的发挥程度，进
而对混凝土内部微观结构以及宏观性能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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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尚不清楚。为此，研究了轻骨料预湿程度对混合
骨料混凝土中轻骨料界面区水泥石的孔结构、显微
硬度以及混凝土抗冻性能的影响规律。

1 实

学

报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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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轻骨料性能指标
Properties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LWA)

Packing density/ Apparent den(kg·m–3)

验

sity/(kg·m–3)

757

1 251

Porosity/%

Crushing

Water absorp-

strength/MPa

47.6

7.8

tion at 1 h/%
7.1

1.1

原材料
试验用原材料包括：哈尔滨水泥厂的天鹅牌
P·O 42.5 水泥；哈尔滨第三发电厂的Ⅰ级粉煤灰；
轻骨料为哈尔滨宾县的 5～16 mm 连续级配的普通
型页岩陶粒；5～20 mm 连续级配的石灰岩碎石，视
密度为 2 640 kg/m3 ；细度模数为 2.9 、含泥量为
1.05%、视密度为 2 610 kg/m3、级配合理的中砂；
UNF–5 高效减水剂。各种原材料性能指标均满足相
关国家标准的要求。表 1 为轻骨料的性能。

Table 2
Series
DP

配合比
水胶比分别为 0.31(D 系列)和 0.47(G 系列)的普
通混凝土(P)以及轻骨料与碎石以 1:1 体积比混合的
混合骨料混凝土(H)配合比见表 2，调整减水剂的掺
量，控制混凝土拌合物坍落度为 30～50 mm。轻骨
料预湿处理分别采用风干(G)、预湿 1 h(S)和饱和预
湿(B)3 种方式。

表 2 混凝土配合比
Mix proportions of concrete
Mix proportion/(kg·m–3)

Water binder ratio
0.31

1.2

Water

Cement

Sand

160

425

650

Crushed stone

w(UNF–5)/%
LWA

1 061

DHG

0.31

160

425

650

531

GP

0.47

160

278

687

1 154

GHG

0.47

160

278

687

577

267

290

Fly ash
98

1.40

98

1.40

64

0.45

64

0.45

Notes: The mass of LWA is that of air-dry; UNF–5—Water reducing agent.

1.3 试样制备与测试方法
参照 GBJ 82—1985《普通
1.3.1 抗冻性能试验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性能试验方法》中抗冻性
能试验的“快冻法”进行。因掺加了轻骨料的混凝
土在冻融过程中由于轻骨料吸水，质量往往表现为
增加，故仅采用相对动弹性模量作为评定指标，当
其下降至 60%以下时认为试件破坏。
轻骨料结构：将轻骨料破碎后，
1.3.2 微观试验
采用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
观察骨料内部的孔结构。
界面区结构：首先将粗骨料与不同水胶比水泥
净浆拌合，然后装入φ 100 mm × 100 mm 的圆柱形模
具中成型， 24 h 后脱模，将试件放入标准养护室
[(20±2) ℃，相对 RH>95%]，养护至规定龄期。在
中间部位切取 15 mm 厚的薄片，抛光后采用上海尚
光公司产的 HXS–1000 显微硬度测定仪测定陶粒与
水泥石界面区硬度。破开试样将骨料、水泥石界面部
分制成约 1 cm × 1 cm × 1 cm 的小块，采用 SEM 进行
线扫描能谱分析。剥掉粗骨料后，选取骨料表面 3
mm 以内的水泥石，采用压汞测孔仪测定其孔结构。

2 结果与讨论
2.1

混凝土抗冻性能
水胶比分别为 0.31 和 0.47 的普通混凝土以及不
同预湿程度轻骨料配制的混合骨料混凝土 28 d 和 90
d 抗冻试验结果见图 1 和图 2。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对于陶粒与碎石以
1:1 体积比混合配制的混合骨料混凝土，随着轻骨料
预湿程度的增加，混凝土抗冻性逐渐降低。当水胶
比为 0.31 时，未预湿轻骨料配制的混凝土 DHG 在
养护 28 d 后，经历了 98 个冻融循环，相对动弹性
模量达到了 60%的破坏标准，其抗冻性比预湿 1 h
及饱和预湿轻骨料配制的混凝土 DHS 和 DHB 的抗
冻性分别提高了 38%和 75%。随着养护龄期的增长，
90 d 时 DHG，DHS 和 DHB 达到破坏时的冻融次数
分别增长为 125，106 和 91 次，相对 28 d 时抗冻性
依次提高了 28%、49%和 63%。可见预湿轻骨料持
续的返水作用对提高低水胶比混凝土后期抗冻性有
利。不过即使对于抗冻性最不利的饱和预湿轻骨料
配制的混合骨料混凝土 DHB 其抗冻性仍优于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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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轻骨料预湿程度对混凝土 28 d 抗冻性能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LWA prewetting degree on 28 d-frost resistance of concrete

胶比条件下的普通混凝土 DP，见图 1a 和图 2a。
当水胶比为 0.47 时，未预湿轻骨料配制的混凝
土抗冻性仍优于预湿轻骨料配制的混凝土，且
GHG，GHS 和 GHB 的 90 d 抗冻性较 28 d 的提高幅
度分别为 42%，44%和 27%，可见当水胶比较高时，
饱和预湿轻骨料内部较高的含水率对混凝土抗冻性
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且随着龄期的增长预湿轻骨
料后期的自养护作用对混凝土抗冻性的改善甚微，
90 d 时 GHB 的抗冻性已低于同水胶比条件下的普
通混凝土 GP，见图 1b 和图 2b。
2.2 混凝土微观结构
通过对轻骨料破碎后的形貌
2.2.1 轻骨料结构
观察，发现其内部含有大量封闭的小孔，部分孔连
通形成比较大的通路(见图 3)，这些空间在混凝土中
起到了类似“引气”的作用，可以使混凝土抗冻性
显著改善。但经预湿后的轻骨料内部的部分孔隙吸
水，造成“储备孔”数量减少，“引气”作用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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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轻骨料预湿程度对混凝土 90 d 抗冻性能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LWA prewetting degree on 90 d-frost resistance of concrete

Fig.3

图 3 轻骨料内部结构的 SEM 照片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photograph of
LWA internal structure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混凝土抗冻性。
低水胶比混凝土内部不同预
2.2.2 界面区结构
湿程度轻骨料界面区及基体水泥石的 28 d 显微硬度
测试结果见图 4，图 4 中每个点为 10 个试验点的平
均值。从图 4 可以看出：各组试样界面区的显微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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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图 4 轻骨料预湿程度对界面区显微硬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LWA prewetting degree on microhardness of
interfacial zone

度均高于水泥石基体。28 d 龄期时，DHG 的显微硬
度要高于其它两组预湿轻骨料配制的试样，并且由
于干轻骨料在混凝土内部较强的吸水作用造成界面
区局部水胶比较低，过渡区范围可延伸至 100 μm 左
右；预湿轻骨料界面区显微硬度降至距骨料表面 60
μm 处已与基体相当，见图 4a。随着龄期的增长，
DHG 界面区的显微硬度增幅很小，而预湿轻骨料界
面区的显微硬度则提高了 15 MPa 左右，90 d 时 DHS
和 DHB 的显微硬度已接近或超过 DHG，DHB 的界
面过渡区范围也扩展至 80 μm。
由于轻骨料是富 Si 相，而水泥石是富 Ca 相，
故由轻骨料表面至水泥石必然有一个元素含量明显
变化的区域，这区域就是两者之间的界面区[6]。借
鉴此法，利用线扫描技术对 28 d 龄期时的 DHG 和
DHS 试样界面处 Si 和 Ca 元素的相对含量变化进行
了测定，见图 5。图 5a 中扫描线为 Si 元素，图 5b
中扫描线为 Ca 元素。由于 Ca2+会发生迁移，渗入
到轻骨料内部，所以依据 Ca2+含量的变化不能准确

报

2011 年

图 5 不同预湿程度轻骨料界面元素线扫描分析
Element line scanning of interfacial zone around different
prewetting degree of LWA

确定界面起点。相比之下 Si2+的迁移比较困难，因
此，以由轻骨料至水泥石方向上 Si 元素的突然降低
作为判断界面起点的依据，分析 Si 元素由高变低直
至稳定所经历的区间长度，测试水泥石与轻骨料之
间的界面宽度。
可能由于取样时的敲击使得试样 DHG 的界面
处有微裂缝出现，见图 5a，但从线扫描的 Si 元素含
量变化结果可知，未预湿轻骨料与水泥石之间的界
面层厚度约为 50～60 μm，预湿 1 h 轻骨料配制的试
样 DHS 界面层厚度仅约为 20～30 μm，这与图 4a
中显微硬度测定的界面区范围相近。两种研究方法
均证实了未预湿轻骨料 28 d 时强烈的吸水作用对于
界面区的影响。
从轻骨料附近的低水胶比水泥石 28 d 和 90 d 孔
结构试验结果，见表 3。28 d 时随着轻骨料预湿程
度的增加，骨料附近水泥石的孔隙率依次增加，
DHB 的总孔体积虽最大，但 10～50 nm 的无害孔或
少害孔居多，DHS 中大于 100 nm 的有害孔含量最
多；随着龄期的增长，到 90 d 时 DHG 的孔隙率最
大，且孔结构并无明显改善，DHS 和 DHB 的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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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表 3 孔结构特征参数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pore structure
Pore volume content/%

Series

Curing age/d

Porosity/%

Total pore volume/(L·g–1)

10–50 nm

50–100 nm

100–1 000 nm

>1 000 nm

DHG

28

14.86

94.9

68.9

5.3

10.2

15.6

DHS

28

15.89

105.4

61.8

8.2

16.3

13.7

DHB

28

16.61

111.2

68.9

9.0

9.2

12.9

DHG

90

14.11

89.4

68.6

5.0

10.3

16.1

DHS

90

13.20

80.7

68.9

6.6

8.8

15.7

DHB

90

13.75

86.7

79.6

2.9

3.6

13.9

体积明显较少，特别是 DHB 中大于 100 nm 的有害
孔含量降低显著。这是未预湿轻骨料较强的吸水和
饱和轻骨料较强的返水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随着
龄期的增长，预湿轻骨料后期在混凝土内部的自养
护作用对于孔结构的改善逐渐得到发挥，且预湿程
度越高，改善作用愈明显。
2.2.3 轻骨料吸返水示意图
从图 6 和图 7 可以
看出，未预湿轻骨料早期的吸水作用强烈，在轻骨
料周围形成了一个较宽、较致密的界面层，但其返
水作用较弱，到后期界面层并无明显改善。对于预
湿处理过的轻骨料，其早期吸水作用较弱，形成的
界面层也较薄不够致密，但其后期返水能力较强，
持续的自养护作用使得后期时其界面层宽度及结构
已与未预湿轻骨料相当。
综上可以看出，轻骨料对混凝土抗冻性的影响
取决于轻骨料自身以及界面结构两者的双重影响。
Fig.7

Fig.6

图 6 未预湿轻骨料吸返水示意图
Water absorbing and releasing diagrammatic sketch of
dry LWA

图 7 预湿轻骨料吸返水示意图
Water absorbing and releasing diagrammatic sketch of
prewetted LWA

未预湿轻骨料配制的混凝土抗冻性较优，一方面是
由于轻骨料的多孔结构在混凝土内部起到了类似
“引气”的作用，可缓解冻胀对混凝土的破坏；另
一方面其在混凝土内部强烈的吸水作用使得界面层
的范围更宽，结构也更加致密。对于预湿轻骨料，
由于内部孔隙吸水，会使得其“引气”作用变弱，
并且早期较弱的吸水作用也使得界面区范围较窄，
结构相对较疏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混凝土的
抗冻性；但随龄期的增长，预湿轻骨料后期释放的
水分对界面区水泥石起到自养护作用，使得界面区
强度提高，孔结构细化，从而增强了混凝土抵抗受
冻破坏的能力，这仅是在水胶比较低的情况下的状
况。若水胶比较高，由于水泥石结构比较疏松，此
时轻骨料在冻压下导致内部较高的含水率对混凝土
抗冻性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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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干轻骨料自身的多孔结构在混凝土内部
起到了“引气”的作用，同时其强烈的吸水作用使
得界面区范围较宽，约为预湿轻骨料的两倍，从孔
结构和显微硬度的研究结果可看出界面层结构也更
为致密，故用其配制的混凝土抗冻性最优。
2) 随着轻骨料预湿程度的增加，骨料引气及吸
水作用均减弱，故混凝土抗冻性逐渐降低，但预湿
轻骨料后期较强的返水作用可使得其附近水泥石中
的有害孔含量减少，显微硬度提高，界面结构得到
持续改善，特别是当水胶比较低时作用更突出，故
对提高混凝土长期抗冻性能有利。在本研究条件下，
即使用饱和预湿的轻骨料配制低水胶比的混合骨料
混凝土，其抗冻性仍优于同条件下的普通混凝土。
3) 当水胶比较高时，预湿轻骨料的自养护作用
不显著，且由于水泥石结构比较疏松，此时轻骨料
在冻压下会导致内部较高的含水率，这些均对混凝
土的抗冻性不利，故当配制高水胶比混凝土时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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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控制轻骨料的预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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