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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孔结构随养护制度和龄期的变化机理
韩 松，刘 丹，张 戈，安明喆，余自若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北京 100044)
摘 要：基于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早期收缩发展的特殊规律，通过化学结合水和内部湿度测量，初步判断硬化浆体孔结
构的特殊变化；通过压汞法(MIP)和氮吸附法(BET)测量特征龄期硬化浆体的孔结构，揭示了养护条件和水化龄期对超低水胶
比复合胶凝材料早期孔结构的影响规律；并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和透射电子显微镜深入研究了孔结构变化的微观机理。结果
表明：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密封养护的早期收缩值大于干燥条件，随着龄期的增加，硬化浆体内部 20~30 nm 的凝胶单
元间孔逐渐增大并增多，而早期生成 3~12 nm 的凝胶粒子间孔逐渐减少，部分小于 3 nm 的凝胶微晶间孔也受到了压缩。这
一作用的驱动力是水化中后期的自干燥作用，水化硅酸钙凝胶在二次水化和后期水化作用下，形成了球状的压缩凝胶单元，
尺寸由 50 nm 缩至 20~40 nm，引起凝胶粒子间孔的压缩和凝胶单元间孔的增加。孔结构的变化不会显著影响材料的力学性能、
抗渗性能和耐久性能，但改变了硬化浆体的早期收缩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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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Curing Effect on Pore Structure of Hardened Cementitious Composites with Ultra-low Water
to Binder Ratio
HAN Song, LIU Dan, ZHANG Ge, AN Mingzhe, YU Ziruo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cial rule of early shrinkage of cementitious composites with ultra-low w/b (water-binder) ratio, the
chemical combined water and internal humidity were measured, and the pore structure of hardened slurry was investigated at different
hydration time and curing conditions. The pore structure of hardened slurry at characteristic hydration time was determined by
mercury intrusion porosimetry and BET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alysis.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pore structure change was
analy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m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arly shrinkage of
cementitious composites with ultra-low w/b ratio after sealed curing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ry condition. The pores between
20–30 nm in hardened slurry gradually increase, and the pores between 3–12 nm particles gradually reduce with the increase of
hydration time. Some of the inter-crystallite pores (i.e., <3 nm) are also compressed. The driving force is confirmed as a self-drying
effect of hydr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s. CSH gel is compressed to ball-shaped units, which shrink from 50 nm to 20–40 nm.
The shrinkage increases the pores between the gel units, and decreases the pores between the gel particles. The change of pore
structure does not affec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permeability and durability of hardened cementitious composites, but it changes
the early shrinkage of the hardened slurry.
Keywords: ultra-low water/binder ratio; pore structure; curing; hydration time; hydrated calcium silicate gel

随着工程结构对混凝土材料的力学性能和耐久
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混凝土材料往往采用复合胶凝
材料且水胶比越来越低[1]。超高性能混凝土、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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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混凝土等采用紧密堆积设计的超低水胶比复合
胶凝材料也逐渐出现。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和
密实堆积是混凝土材料设计的重要趋势。然而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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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体系，各方面特性与普通混凝
土已经有显著差异，如本研究组长期关注的超高性
能混凝土(UHPC)，其耐久性能已经与普通混凝土有
数量级的差别，超高耐久性源于孔结构的变化，超
高性能混凝土中主要孔隙为小于 50 nm 的无害孔，
对耐久性基本无影响[2]。因此，大量文献简单地认
为超高性能混凝土一类的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
结构十分致密，较少有研究深入探讨其孔结构随养
护制度和龄期的变化规律。
现有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压汞法对水泥基材料的
孔结构进行表征[3]，在常用的水胶比如 0.4~0.5 条件
下，探讨了养护对孔结构的影响规律。但由于超低
水胶比的复合胶凝材料体系配合比基于紧密堆积设
计，大部分硬化浆体的最可几孔径接近压汞法的精
度下限，通常难以给出确凿的变化规律与微观机理
分析。部分研究[4]通过测量标准养护下超低水胶比
复合胶凝材料的孔结构，认为孔隙率与孔径基本不
随龄期变化[5]。另有部分研究认为，随着龄期发展，
硬化浆体的孔隙率会有增加。有研究使用 0.17 水胶
比密封养护的复合胶凝材料在 1、7、28、180 d 时
刻测量孔结构，发现 7 d 孔径最小，28 d 孔径反而
有增大[6]。随着水胶比的降低，UHPC 浆体的孔隙
率有显著下降，但当水胶比为 0.16 左右时，已经降
到了非常低的程度，可能会因为内部自干燥造成重
新增加[7]。有些研究基于 UHPC 做了相应的孔结构
试验，但认为是随着龄期增加，平均孔径不断下
降[8]。部分研究[9]关注低水胶比混凝土在不同的养护
条件下孔结构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低温养护会导
致低水胶比胶凝材料孔结构粗化。有研究[10]探明低
水胶比混凝土在不同蒸养条件下的孔结构变化，认
为养护温度的升高也会导致低水胶比胶凝材料内部
孔隙粗化，但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养护
温度，未对养护湿度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综合来
看，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孔结构随养护制度和
龄期的变化规律，现有研究还存在较大分歧。
掌握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孔结构变化规
律，不仅对耐久性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还对材料
的收缩特性有重要影响[11]。本研究组前序的研究工
作发现，孔结构的变化是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
早期收缩的关键影响因素[12]。本研究中硬化浆体孔
结构问题的提出，源于活性粉末混凝土早期收缩测
量中与普通混凝土中规律相反的试验结果。因此，
掌握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孔结构随养护龄期
和养护制度的变化规律，对材料体积稳定性研究十

分重要。并针对不同养护条件下的超低水胶比复合
胶凝材料，进行了早期收缩、化学结合水、内部湿
度测量，推断可能是孔隙结构的变化导致早期收缩
试验结果与普通水泥浆体差异较大。进一步通过压
汞试验(MIP)和氮吸附试验(BET)，对比了特征时刻
硬化浆体的孔结构，确定了养护条件和水化龄期对
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早期孔隙特征的影响规
律。并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透射电子显微
镜(TEM)深入研究了孔结构变化的微观机理。

1 实验
1.1

制备
采用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细度 3 400 cm2/g，
初凝时间 160 min，终凝 220 min。熟料的主要矿物
组成见表 1。选用平均粒径 0.31μm 的硅粉，化学成
分见表 2。细骨料选用粒径 0.16~1.25 mm 的级配石
英砂。减水剂选用国内某厂生产的氨基磺酸盐系减
水剂，褐色粘稠液体，减水率 29%，固体含量 31%，
轻微缓凝不引气；拌合水均为饮用水。

表 1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的主要矿物组成
Table 1 Primary mineral composition of 42.5 ordinary
Portland cement
w/%
C3S

C2S

C4AF

C3A

f-MgO

f-CaO

60.5

18.1

8.9

7.4

1.8

0.9

w is mass fraction.

表 2 硅粉的化学组成
Table 2 Primary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ilica fume
SiO2

Fe2O3

82.22

1.81

w/%

Al2O3 CaO MgO SO3 Alkalis Content Mass loss
0.97

0.36

1.31 0.27

1.09

1.45

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配合比根据本研究
组常用的活性粉末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设计[13]，基于
最紧密堆积理论进行计算，水泥 706 kg/m3，石英砂
1 255 kg/m3，硅粉 160 kg/m3，减水剂 74 kg/m3，水
122 kg/m3，钢纤维 122 kg/m3。制得的活性粉末混凝
土标准养护下的 28 d 抗压强度为 115 MPa，蒸汽养
护 72 h 的抗压强度为 165 MPa。在化学结合水、压
汞试验以及 SEM 和 TEM 等微观试验中，使用的是
去除钢纤维和石英砂的净浆，以最大程度符合制样
的要求。
1.2 方法
早期收缩试验参照 GB/T 50082—2009《普通混
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试件尺寸
为 100 mm×100 mm×400 mm，不同养护条件的试件
自成型时刻起即开始进行收缩测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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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ZX-215HAT 型高精度振弦式应变计，通过内埋
的方式连续测量材料早期收缩，每隔 24 h 读取 1 次
试件的收缩值直至 28 d 结束。根据本研究组前期的
研究工作，该方法能够准确测量特殊养护条件下的
试件早期收缩值[14]。配合使用 SHT75 温湿度传感器
测量立方体试件的内部湿度变化，成型 100 mm×
100 mm×100 mm 的立方体试块，在试件中心内埋
SHT75 温湿度传感器，使用 SCTH2001 数据采集器，
从浇筑时刻起，每隔 24 h 读取硬化浆体内部湿度变
化。化学结合水选取 1、3、7、14、28 d 典型时间，
采用中止水化的样品，在 60℃真空干燥至恒重，准
确称取 10.0 g 样品，在 1 050 ℃烘至恒重，通过两
次质量差值计算样品的化学结合水量。
选用压汞法和氮吸附法分别测量超低水胶比复
合胶凝材料的孔隙率。制备小尺寸净浆试件并分别
进行干燥养护和密封养护，分别至 4、14、28 d 时
刻，用钳子掰取样品进行测试。压汞试验采用
AutoPore Ⅳ9500 型全自动压汞仪，孔径测量范围
4 nm~360 μm。在硬化水泥浆体中，大于 10 μm 的
孔一般认为是成型缺陷或制样过程中的损伤裂缝，
因此在数据处理时仅截取 10 μm 以下的孔隙进行分
析；氮吸附试验采用 Micro-meritics 公司生产的
Tristar II 3020 型氮吸附分析设备，孔径测量范围
0.6~200 nm。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场发射投射电子
显微镜(TEM)研究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孔隙
形态。样品制备与压汞法相同，在 4 d 龄期和 28 d
龄期分别使用 FEI Quanta200F 型环境扫描电子显微
镜在 SEM 模式下进行观测。TEM 制样则需进一步
处理掰取的样品，取 5 g 左右样品在研钵中加入大
量丙酮溶液并碾压以终止水化，然后放入超声震荡
仪处理 10 min，使浆体分散成悬浮液，用加样枪分
4 次取总量 1 mL 悬浮液，使颗粒沉淀在带有微栅支
持膜的铜网上，立即使用 Tecnai G2 F20-200 kV 场
发射透射电子显微镜进行观测。

2 结果与讨论
2.1 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浆体早期收缩规律
引发的孔结构探讨
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孔隙特性的问题是由
早期收缩研究引发的。在研究活性粉末混凝土(超高
性能混凝土)的早期收缩过程中，选取了典型的超低
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体系，在不同养护条件下进行
了 28 d 的收缩测量，结果如图 1 所示。由于采用了

2017 年

超低水胶比，并采用了紧密堆积理论进行配合比设
计，胶凝材料用量也远大于普通混凝土，因此超低
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早期收缩较高，
密封养护和干
–6
燥养护 28 d 收缩值高达 901.3×10 和 803.6×10–6。干
燥养护的样品在 5 d 内的收缩快速发展，但在 7 d
左右即趋于平稳；密封养护的样品的收缩在 11 d 开
始超过干燥养护的样品并一直增加，28 d 内的收缩
值比干燥养护高出 100×10–6，这一规律与普通浆体
的早期收缩完全相反。

Fig. 1

图 1 不同养护条件下浆体 28 d 内的收缩值
28 d-shrinkage of hardened slurry in different curing
conditions

硬化浆体 28 d 内的收缩根据产生原因可以分为
3 部分[15]：胶凝材料水化引起的化学收缩(εa)、外部
干燥作用引起的干燥收缩(εb)、水化引起的自干燥作
用引发的干燥收缩(εc)。浸泡养护的试件虽然在 3~
14 d 期间内部湿度有一定下降，但其内部湿度一直
高于其他两种养护方式，可近似看作消除了干燥收
缩和自干燥引起的收缩，仅有化学收缩即(εa)；密封
养护的试件由于没有出现外部干燥作用，其收缩值
为(εa+εc)；而干燥养护的试件收缩值为(εa+εb+εc)。其
中 εa 主要由复合胶凝材料水化程度决定，εb 主要由
硬化浆体内部湿度决定，εc 受到水化程度和内部湿
度双重因素决定，因此，依照早期收缩试验条件配
套进行了内部湿度测量和化学结合水测量，结果如
图 2 所示。
根据内部湿度试验结果，在成型 7 d 内浸泡样
品和密封样品内部湿度下降速度几乎相同，干燥养
护样品下降速度最快，说明即使浸泡养护也难以补
偿水化引起的自干燥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超低水胶
比复合胶凝材料基于最密实堆积理论进行配合比设
计，硬化浆体非常密实，渗透性很低，外部的养护
水无法快速渗透至足够深度，而湿度传感器埋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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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心，周边胶凝材料的水化环境与密封样品几
乎相同，在本研究组前序研究中已经发现类似的现
象。7 d 之后养护水逐渐到达浸泡养护样品中心，内
部湿度逐渐回升。对比干燥养护和密封养护，干燥
养护样品内部湿度下降更快，说明 εb 部分应是干燥
养护大于密封养护。根据化学结合水试验结果，28 d
内胶凝材料水化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浸泡样品、密
封样品、干燥样品，因此，εa 密封养护大于干燥养
护。但根据浸泡养护得知 εa 的值应当低于 200×10–6，
且主要是在 7 d 龄期内。然而密封养护样品在 5~21 d
期间收缩值由 545.8×10–6 增加至 867.0×10–6，增加
值超过 320×10–6，远超出化学收缩增加可能带来的

(a) Relative humidity

Fig. 2

· 1597 ·

变化；与此同时，干燥养护的试件收缩仅从
746.7×10–6 增加至 774.8×10–6，变化不到 30×10–6；
这一系列差异的结果导致密封养护试件的总收缩在
10 d 后超过了干燥样品，即使考虑到 εa 密封养护大
于干燥养护，其差异也一定低于 200×10–6；因此，
可以推断密封样品的 εc 明显大于干燥样品。根据毛
细孔压力引起的收缩应力计算公式，其他参数都相
同的情况下，只可能是孔隙特征出现了显著的差异。
据此推断，基于密实堆积设计的超低水胶比的复合
胶凝材料体系，密封养护可能导致比干燥养护更多
的内部孔隙。这一推断已经与普通混凝土材料中的
规律相反。

(b) Chemical bond water

图 2 不同养护条件下 28 d 内的相对湿度与化学结合水量变化
Chemical bond water and relative humidity of hardened slurry cured in different curing conditions for 28 d

2.2 不同养护条件下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浆
体内部孔隙发展规律
为了验证养护条件对内部孔隙特征的影响规律，
在收缩曲线上选取了 3 个特征时刻(4、14、28 d)。4 d
为干燥样品，明显高于密封样品，14 d 是两者交叉的
位置，也是密封样品的收缩值快速增加的时刻，28 d
是密封样品最终高于干燥样品的时刻，
使用压汞法进
行孔结构测量，结果如图 3、表 3 所示。4 d 龄期时
刻，
密封养护试件和干燥养护试件的孔隙分布差别非
常小，积分曲线基本重合，临界孔径和平均孔径完全
一致。然而 14 d 龄期时刻，从微分曲线和积分曲线
上明显看出两者的差异，微分曲线中，密封样品的主
峰比干燥样品要靠右，说明孔隙的直径更大；但小尺
寸的孔隙量有所降低；
平均孔径和中值孔径都是密封
样品高于干燥养护，但干燥养护样品的临界孔径更
大；说明此时，密封养护和干燥养护样品中孔结构的
特征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差异。28 d 龄期时刻，2 个样

品的孔结构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积分曲线差异显
著。密封试件的总孔隙率在 14 d 时刻低于干燥养护
试件，在 28 d 时刻却远高于干燥养护试件，说明密
封养护确实会增大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体系后
期的孔隙率，也会增加大孔的比例。
对同一养护条件下不同龄期的试件进行孔结构
测试，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在不同
养护条件下，随着龄期不断增加，超低水胶比复合
胶凝材料体系内部的孔隙率均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
规律，而最可几孔径却不断增大，说明大尺寸的孔
隙显著增加而小尺寸的孔隙不断减少，这一发展规
律与普通混凝土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孔的尺寸来看，
硬化浆体内部的孔直径基本在 40 nm 以内；硬化浆
体在 28 d 龄期会出现大量 20~40 nm 的孔隙，并且
3~12 nm 的孔逐渐减少直至基本消失。这两方面的
复合作用导致 4 d 到 14 d 龄期的胶凝材料总孔隙率
出现波动；但到 28 d 时刻，总孔隙率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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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吴中伟对混凝土内的孔等级划分理论，小于
50 nm 的孔对耐久性基本无影响，只有大于 200 nm
的孔才会影响混凝土的渗透性能。因此，随着龄期
的增加，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中的孔隙率虽然
增加，稍大的孔逐渐出现，但依然不会影响材料的

2017 年

密实度，材料仍然可以被认为十分密实，材料的渗
透性和耐久性基本没有变化。也正因如此，这一规
律较少被研究人员所关注。但这一过程对材料的干
燥收缩值有显著影响，导致了密封养护的超低水胶
比复合胶凝材料早期收缩要大于干燥养护。

(a) 4 d

(b) 14 d

(c) 28 d

(d) 4 d

(e) 14 d

Fig. 3

(f) 28 d

图 3 不同养护条件下复合胶凝材料孔结构对比
Pore structures of hardened slurry in different cur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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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孔隙结构特征参数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pore structure
Pore size/nm

Sample

Total porosity/%
Median

Mean

Critical

4-d dry

13.3

11.5

12.24

19.57

4-d sealed

16.2

11.5

12.24

19.50

14-d dry

14.7

12.6

26.29

15.94

14-d sealed

20.4

13.3

17.09

14.66

28-d dry

25.2

15.4

21.08

17.37

28-d sealed

34.8

23.7

32.40

20.38

2.3 氮吸附法验证硬化浆体内部孔隙特征变化规律
由于压汞方法常被多方学者质疑，并且在 10 nm
左右部分的孔已经接近其测试下限，因此，我们使用
BET 方法来验证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内部孔隙
特征的变化规律。BET 方法测量精度为 1~100 nm，
测量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内部 1~40 nm 的孔

(a) Dry curing

(c) Dry curing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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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所得结果更加可靠。验证不同养护制度下不同
龄期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内部的孔隙分布，结
果如图 5 所示。氮吸附试验结果再次验证了压汞试
验得到的结论。在两种养护制度下随着龄期的增
加，硬化浆体中 20~40 nm 的孔隙逐渐增大并增多，
而早期 3~12 nm 尺寸的孔隙逐渐减少直至消失；3~
12 nm 是 Jennings 模型中典型的 CSH 凝胶粒子间
孔的尺寸，说明这一过程中胶凝材料内部的凝胶粒
子间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8 d 时刻硬化浆体中主
要的孔隙尺寸为 20~40 nm，另外，还有部分小于
3 nm 的孔隙。根据 Jennings 模型，小于 3 nm 的孔
隙为凝胶微晶间孔，但由于其尺寸接近 BET 测量
的分辨率下限，无法准确分析其相对量。李克非等
在研究不同养护制度下的水泥基材料孔结构时[16]，
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即随着养护时间的增加，硬
化浆体总孔隙率有所提高，并出现了其他尺寸的孔
隙，约为 80 nm，并将其解释为封闭孔打开的过

(b) Sealed curing

(d) Sealed curing

图 4 复合胶凝材料孔结构随龄期的变化(压汞法)
Pore structures of hardened slurry in different hydration time (by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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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7]。与该研究中采用 0.3、0.4、0.5 水胶比不同，
本研究在 0.2 超低水胶比并采用密实堆积设计的浆
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此时硬化浆体渗透性极
低，很难解释为封闭孔打开的过程，并且新生成孔
隙的孔径远小于李克非研究组的研究结果，与普通
水泥浆体有显著差异。初步判定可能与水化产物的

(a) Dry curing

Fig. 5

2017 年

形态变化有关。超低水胶比和密实堆积设计的复合
胶凝材料浆体，水化产物形态与普通浆体有较大差
异，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水化产物微观形貌进行
分析，以确认硬化浆体孔隙变化的微观机理，探明
不同养护制度下浆体产生孔结构和早期收缩差异
的根本原因。

(b) Sealed curing

图 5 复合胶凝材料孔结构随龄期的变化(BET 法)
Pore structures of hardened slurry in different hydration time (by BET)

2.4 基于 SEM 与 TEM 研究硬化浆体孔隙的变化
机理
为了进一步研究硬化浆体孔隙的变化机理，使
用 SEM 和 TEM 研究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水化
产物的微观形貌变化，并尝试在图像中寻找相应尺
寸的孔隙。然而结果表明在 SEM 试验中受到分辨率
限制，很难观察到显著的 50 nm 以下的孔隙，如图
6 所示。硬化后的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结构非
常致密，几乎观察不到孔隙的存在。现有基于 UHPC
水化产物微观形貌的研究已经证实[18]，在 SEM 下
没有典型形貌的 CH 和 AFt 或 AFm，图 6 中致密的
CSH 凝胶是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主要水化产

物，还包含部分未水化的水泥颗粒。使用 SEM 无法
探明 4、14、28 d 水化产物的形貌差异。在 28 d 龄
期的样品中进一步放大，几乎达到 SEM 的极限分辨
率，如图 7 所示。可以观察到高密的 CSH 凝胶呈现
大量颗粒挤压粘接状态，并且观察到不连通的直径
为 20 nm 左右的孔隙。很多基于 RPC 或 UHPC 微
观研究中出现的“云雾状”CSH 凝胶，如果进一步
放大，就可以看到这种直径几十纳米的颗粒挤压粘
接的形貌，孔隙出现在颗粒与颗粒粘接不紧密的部
位，这种形貌的孔隙在早期的浆体中是观察不到的。
但由于 SEM 的分辨率限制，无法进一步确认这些孔
隙的更多特征。

图 6 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水化产物的 SEM 照片
Fig. 6 SEM photographs of hydration products in hardened sl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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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8 d 水化产物孔结构的 SEM 照片
SEM photographs of pores in hydration products at
28 d

TEM 分辨率明显高于 SEM，更加适合进行
CSH 凝 胶 结 构 相 关 的 微 观 形 貌 研 究 [19] 。 使 用
TEM 观察不同龄期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水
化产物的微观形貌，结果如图 8 所示。左侧为水
化 4 d 浆体，右侧为水化 28 d 的浆体。早期浆体
中 CSH 凝胶的结构与 28 d 时刻有显著差异。根
据 CSH 凝胶形貌分类，4 d 时刻生成的是纤维状
或箔状的 CSH 凝胶，与普通混凝土相似。但由
于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是根据最密实堆积
理论进行配合比设计的，其内部可供 CSH 凝胶
生长的空间明显少于普通混凝土材料，因此，经
过一段时间狭小空间中的后期水化和二次水化，
后期生成的 CSH 凝胶呈现明显的颗粒状，颗粒
直径 20~40 nm，与 SEM 下观察到的“云雾状”
CSH 凝胶相互吻合。
借助水化产物与硬化浆体孔结构的相关基础

(a)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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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水化产物形成
过程和孔结构变化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目前学术
界较为认可的水泥水化产物与孔结构变化模型有
Powers 模型和 Jennings 模型[20]。Powers 模型对普
通混凝土材料水化产物的孔结构解释较好，而
Jennings 模型更加侧重对水化产物微结构，尤其是
CSH 凝胶微观结构的阐述。本研究中的超低水胶
比复合胶凝材料的配合比已经与 Powers 模型相差
较大，而且孔结构测量结果也与 Powers 模型涉及
尺寸相差较大，因此，主要借助 Jennings 模型探讨
CSH 凝胶微观结构的变化与孔结构之间的关系。
Jennings 模型首先将 CSH 凝胶相关的孔隙分
为 4 个层次：凝胶微晶内孔(<0.6 nm)、凝胶微晶
间孔(1~3 nm)、凝胶粒子间孔(3~12 nm)、凝胶单
元间孔(12 nm 以上)。在前序研究工作中 [21]，已经
将 TEM 中 的 褶 皱 状 CSH 凝 胶 内 部 的 孔 隙 与
Jennings 模型中的孔隙进行一一对应 [22]。如图 9
所示。当水化环境中的空间较大时，生成的 CSH
凝胶多为自由方向的箔状，空间较小时，则逐渐
压缩成定向的纤维状，实际上也是箔状褶皱定向
排列的结果。普通混凝土中，随着龄期增加，疏
松的箔状凝胶逐渐转化为密实的纤维状凝胶，孔
隙也逐渐细化，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是胶凝材料的
水化，必要条件是浆体内有足够的孔隙或者空间
能够填充。然而在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水化
过程中，在颗粒密实堆积的作用下，水化产物的
生长空间进一步减小，基本生成的都是纤维状的
凝胶(图 8a)，在二次水化和后期水化的作用下，
纤维状的凝胶进一步压缩，空间限制使其形成了
球状的压缩产物(图 8b)。

(b) 28 d

图 8 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水化产物的 TEM 照片
Fig. 8 TEM photographs of hydration products in hardened sl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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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res in Jennings model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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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rresponding pores in TEM

图 9 Jennings 模型中孔隙及 CSH 凝胶中孔隙的 TEM 照片
Pore structures in Jennings model and TEM photographs of CSH micro-morphology

根据 Jennings 对 CSH 凝胶微观结构的阐述，凝

件，这一作用会增大密封养护条件下硬化浆体的

胶单元尺寸 50 nm 左右，但此时，进一步压缩的球

早期收缩值，可能带来更大的开裂风险。这一作

状凝胶单元尺寸缩至 20~40 nm，此时，褶皱状的

用的微观机理是 CSH 凝胶在水化自干燥的驱动

CSH 凝胶团聚为球状，并减少了褶皱之间的孔隙，

下，由箔状或纤维状的产物压缩形成了球状产物

导致凝胶粒子间孔(3~12 nm)显著减少。球状的凝胶

并相互粘接，凝胶单元的尺寸从 50 nm 降低至

单元互相粘接，凝胶单元之间的孔隙开始大量增加，

20~40 nm，压缩作用导致 3~12 nm 的凝胶粒子间

尺寸约为 20 nm。这一过程与压汞法、BET 法孔隙

孔显著减少，同时形成了大量的 20 nm 凝胶单元

结构测量结果和 TEM 下的 CSH 凝胶形貌变化基本

间孔。这个尺寸的孔隙并不会引起材料的力学性

吻合。

能、抗渗性能和耐久性能大幅度变化，但可能影

这一作用的驱动力很可能是超低水胶比复合胶

响硬化浆体的早期收缩发展规律。对于超低水胶

凝材料水化加速期的自干燥作用。由于超低水胶比

比并采用密实堆积设计的复合胶凝材料硬化浆

胶凝材料本身对养护水需求较高，而颗粒密实堆积

体，密封养护条件下的早期收缩甚至比干燥条件

又使得早期形成的水化产物非常致密，渗透性非常

下更加严重，在实际应用中须注意成型的尺寸，

低，即使外部养护也难以渗入硬化浆体内部。加上

尽量减少内部难以养护部分的体积，以降低早期

活性矿物掺合料的二次水化进一步消耗水，使得水

收缩引起的开裂风险。

化加速期材料内部的水分消耗加速，压缩凝胶单元
的同时生成了部分新的孔隙，该孔隙的尺寸在 TEM

3 结论

和孔结构试验中得到确认，直径约为 20 nm。浆体

1) 采用最密实堆积理论设计的超低水胶比复

的自干燥速率由胶凝材料水化速率决定，因此，密

合胶凝材料体系，在不同养护条件下早期收缩的发

封养护的样品胶凝材料水化程度较高，中期水化速

展规律与普通混凝土有显著差异。由于材料的内部

率较快，其压缩凝胶单元的驱动力也大于干燥养护

孔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造成了自干燥作用引起的毛细

的样品，可能造成更多的凝胶单元间孔，产生更

孔压力改变，密封养护反而会比干燥条件下出现更

大的毛细孔压力促使硬化浆体出现更大的早期收

大的早期收缩值，与普通混凝土材料相反。密封养

缩值。

护和干燥养护 28 d 总收缩值分别为 901.3×10–6 和

综合上述探讨，对于超低水胶比并采用密实

803.6×10–6。

堆积设计的复合胶凝材料体系，密封养护的试件

2) 明确了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的孔结构变

内部孔隙率和最可几孔径都大于干燥条件的试

化规律。随着龄期的增加，硬化浆体内部 20~4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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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凝胶单元间孔逐渐增大并增多，而早期生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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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运, 王起才, 张戎令, 等. 不同养护条件下低水胶比混凝土抗

3~12 nm 的凝胶粒子间孔逐渐减少，部分小于 3 nm

氯离子渗透性及孔结构试验研究[J]. 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6,

的凝胶微晶间孔也受到了压缩。

13(5): 842–847.

3) 基于 Jennings 模型，结合 SEM 和 TEM 微
观分析，揭示了硬化浆体孔结构变化的微观机理。

DUAN Y, WANG Q C, ZHANG R L, et al. J Railway Sci Eng (in
Chinese), 2016, 13(5): 842–847.
[10] BA M F, QIAN C X, GUO X J, et al. Effects of steam curing on

在超低水胶比复合胶凝材料水化过程中，由于颗

strength and porous structure of concrete with low water/binder

粒密实堆积，水化产物的生长空间减小，早期生

ratio[J]. Construct Build Mater, 2011, 25(1): 123–128.

成大量纤维状的高密 CSH 凝胶，在二次水化和后
期水化引起自干燥作用的驱动下，形成了球状的
压缩凝胶单元，尺寸由 50 nm 缩至 20~40 nm。压
缩作用导致 3~12 nm 的凝胶粒子间孔显著减少，

[11] 韩松, 安明喆, 郭瑞, 等. 陶粒内养护高性能混凝土抗裂性能研
究[J]. 建筑材料学报, 2015, 18(5): 742–748.
HAN S, AN M Z, GUO R, et al. J Build Mater (in Chinese), 2015,
18(5): 742–748.
[12] 韩松, 涂亚秋, 安明喆, 等. 活性粉末混凝土早期收缩发展规律

同时形成了大量的 20 nm 尺寸的凝胶单元间孔。

及其控制方法研究[J]. 中国铁道科学, 2015,36(1): 40–47.

这个尺寸的孔隙基本不会影响材料的力学性能、

HAN S, TU Y Q, AN M Z, et al. China Railway Sci (in Chinese),

抗渗性能和耐久性能，但影响了硬化浆体的早期
收缩发展规律。

2015, 36(1): 40–47.
[13] WANG H, HAN S, AN M Z, et al. Development of microcosmic
study on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 materials[J]. Mater Rev, 2014, 28:
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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