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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率对硬化水泥净浆微观力学性能及徐变行为的影响
魏 亚，梁思明，高 翔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安全与耐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摘 要：采用连续刚度测试研究应变率对硬化水泥净浆微观力学性能及徐变行为的影响，结合扫描电镜技术分析水泥净浆的
微观结构对连续刚度测试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 30 μm 压入深度的连续刚度测试可以得到水泥净浆均匀的力学性能，
当压入深度(荷载)大于临界最小深度(荷载)时，测试得到的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基本保持不变，反映了水泥净浆均匀的力学性
质；在 0.01 s–1~0.50 s–1 应变率范围内，应变率变化对硬化水泥净浆弹性模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但压痕硬度随着应变率的增
大而增大，且二者具有幂型函数关系；应变率影响持载阶段的接触徐变函数，应变率越大，持载阶段的接触徐变函数越大，
这与应变率越大时加载阶段的徐变发展越不充分有关。为了准确测试水泥净浆的微观徐变，需尽可能减小加载阶段的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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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 Rate Effect on Micro-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Creep Behavior of Hardened Cement Paste
WEI Ya, LIANG Siming, GAO Xiang
(Key Laboratory of Civil Engineering Safety and Durability of China Education Ministry;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strain rate effect on the elastic modulus, indentation hardness, and micro creep of hardened cement paste was
investigated via continuous stiffness measurement.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indentation zone was determin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effect of microstructure on the mechanical and creep propertie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mogeneou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pastes can be measured via continuous stiffness measurement with a maximum depth
of 30 μm. When the indentation depth (force) is greater than the critical minimum depth (force), the measured elastic modulus and
indentation hardness will remain nearly a constant, reflecting the homogeneou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pastes. Within the
strain rates ranging from 0.01 s–1 to 0.50 s–1, the strain rate has a negligible effect on the elastic modulus. However, the indentation
hardness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the strain rat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can be well expressed by an empirical power law equation.
Strain rate also affects the contact creep function during the holding stage. The greater the strain rate,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creep
function is, which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reep will develop less during the loading stage at a greater strain rate.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minimize the loading time to ensure correct measurement of the creep property.
Keywords: hardened cement paste; mechanical properties; micro creep; continuous stiffness measurement; strain rate

水泥基材料是土木工程中运用最广泛的建筑材
料。除了承受静荷载作用，水泥基材料还会受到爆
炸、冲击、地震等动荷载作用。已有的研究结果表
明，水泥基材料是一种应变率敏感性材料[1–3]，不同
应变率下水泥基材料具有不同的力学性能，因此充
分掌握水泥基材料在不同应变率下的力学性能和变
形对保障混凝土结构的安全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在

过去几十年中，有关水泥基材料应变率效应的研究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也取得一定的
研究成果。欧洲混凝土协会在已有宏观试验结果的基
础上，提出用不同应变率下混凝土材料的强度和弹性
模量等力学性能的动态增大系数来表征应变率的影
响[4]，但不同应变率下峰值应力处的临界应变和极
限应变的变化规律尚无定论 [5] 。由于混凝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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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由多种物相组成的非均质材料，传统宏观测试方
法不利于阐明应变率影响的作用机理。材料的宏观
力学行为与其微观结构组成有密切的联系，因此，
从微观尺度上研究应变率对水泥基材料的力学和变
形性能的影响，对揭示应变率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
意义。
纳米压痕试验是目前测试材料微观力学性能的
唯一技术手段。相比于宏观测试，纳米压痕试验具
有测试时间短、精度高等优点，目前已经被国内外
学者用于水泥基材料力学和徐变性能的研究[6–9]。根
据测试原理的不同，可以将纳米压痕试验分为准静
态和动态纳米压痕试验。传统的准静态纳米压痕测
试利用卸载曲线获得接触刚度，每个压痕试验只能
获得最大压痕深度处的硬度和模量。目前准静态测
试方法在水泥基材料中运用较为广泛。连续刚度测
试是一种动态测试方法，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得到
恒定应变率下不同压深(荷载)处的弹性模量和压痕
硬度等力学性能。目前该方法在金属、聚合物等材
料应变率效应研究中运用较多[10]，但在水泥基材料
应变率效应研究中未见报道。
采用连续刚度测试研究应变率对硬化水泥净浆
微观力学性能和徐变行为的影响，结合扫描电镜技
Table 1

术分析水泥净浆的微观结构对连续刚度测试结果的
影响。试样的水灰比为 0.3、0.4 和 0.5，连续刚度测
试中的最大压入深度为 30 μm，应变率分别为 0.01、
0.05、0.10 s–1 和 0.50 s–1，同时采用扫描电镜采集得
到压痕影响区域的背散射电子(BSE)图像以分析压
痕影响区域微观结构组成对连续刚度测试结果的影
响，最后分析和讨论应变率对硬化水泥净浆弹性模
量、压痕硬度和徐变行为的影响。

1 实验
1.1

制备
所用的水泥为 P.I.42.5 基准水泥，水泥的化学组
成和物理性质见表 1。试样的水灰比分别为 0.3、0.4
和 0.5。水泥加水搅拌均匀后，装入20 mm×100 mm
的塑料试管内进行密闭养护，养护温度为(20±1) ℃。
其中，0.3 水灰比试样的龄期为 1 a，0.4 和 0.5 水灰
比试样的龄期为 4 a。用切割机从样品中间切出高度
约为 20 mm 的圆柱状试样，用抛光机进行打磨和抛
光处理，时间分别为 4 min 和 4 h。原子力显微镜观
测结果显示抛光后试样表面边长为 50 μm 正方形区
域的粗糙度值小于 90 nm，可满足压入深度为 30 μm
连续刚度测试的要求。

表 1 水泥的化学组分及物理性质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ement

Mass fraction/%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SO3

Na2O

LOI

22.00

4.40

3.43

61.75

2.49

2.83

0.56

1.7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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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gravity
3.14

Specific surface
area/(m2·kg–1)
350

连续刚度测试

式中：M 为等效质量；D=Di+Dc 为等效阻尼，Di 和

连续刚度测试(CSM)是一种动态压痕测试方

Dc 分别为系统和试样的阻尼；K=Ks+S 为等效刚度，

法，相比于只能获得最大压入深度处接触刚度的

Ks 和 S 分别为系统和试样的刚度；z(t)=z0ei(wt-Φ)为荷

传统准静态纳米压痕测试，CSM 提供了另一种接

载 F(t)=F0eiwt 作用下产生的位移，z0 和 F0 分别为简

触刚度的测量方法。其测试原理是将一个相对较

谐荷载幅值和位移幅值，Φ 为位移滞后荷载的相位

高频率的简谐力叠加在准静态荷载上，简谐力的

角，w 为角频率。

振幅远小于准静态荷载，简谐力的振幅通过反馈

基于 CSM 的动力学模型，由式(1)可以得到试
样的接触刚度 S 如下[11]：

系统控制调节使其在压入过程中产生的简谐位移
振幅保持为一常数。通过简谐力振幅与简谐位移
振幅的比值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位差可计算得到
不同压入深度(荷载)处的接触刚度，进而获得不同
压入深度(荷载)处的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CSM
系统可简化为图 1 的力学模型，其运动方程可表
达为 [10]：
Mz(t )  Dz (t )  Kz (t ) = F (t )

(1)

1


1
1 
S=

(2)

2
 ( F0 / z0 ) cos  ( Ks  Mw ) Kf 
式中，Kf 为设备框架的刚度。
接触深度 hc 可由下式计算得到[12]：
P
hc = h  0.75
(3)
S
式中：h 为压入深度；P 为作用在压头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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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连续刚度测试的动力学模型
Fig. 1 Schematic dynamic model of continuous stiffness
measurement

Fig. 2

对于理想的 Berkovich 压头，接触面积 Ac 可表
达如下[13]：

1.3

24.56hc2

Ac =

(4)
[13]

根据 Oliver-Pharr 原理 由式(5)和式(6)计算可
得到 M 和 H。对于各向同性的匀质材料，弹性模量
E 可由式(7)计算得到[13]。

M=
H=

π S
2

Ac

Pmax
Ac

1 1   2 1   i2
=

M
E
Ei

(5)
(6)
(7)

式中：β 为压头的校正系数；ν 为测试材料的 Poisson
比，对于水泥基材料，可取为 0.25；Ei 和 νi 分别为
压头材料的弹性模量和 Poisson 比，对于本研究采
用的金刚石压头，Ei=1 141 GPa；νi=0.07。
采用 Nano Indenter G200 设备进行连续刚度
测试，试验采用 Berkovich 压头，荷载量程 0~10 N，
分辨率为 1 mN。 CSM 试验的简谐位移振幅和频
率分别设置为 2 nm 和 45 Hz，
最大压入深度为 30 μm，
当加载达到最大压入深度后保载 10 s，然后卸载至

10 %最大荷载处保载 100 s 以修正热漂移。由于所
有试验均在热漂移率小于 0.05 nm/s 时才开始测
试，单个压痕点的测试时间小于 1 500 s，即热漂
移产生的压入深度误差不大于 75 nm，且 CSM 试
验的压入深度较大，因此不考虑热漂移的影响。
应变率分别设为 0.01、0.05、0.10 s–1 和 0.50 s–1

4 个水平，每个应变率水平选取 6 个压痕点。测试
过程中典型的荷载 (P) 和压入深度 (h) 曲线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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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连续刚度测试中的 P-h 曲线
Measured P-h curve during continuous stiffness
measurement

背散射电子(BSE)图像分析
BSE 图像分析技术是一种研究水泥基材料微观
结构组成和水化反应程度的有效方法[14–15]。在完成
连续刚度测试后，为了分析水泥净浆微观组成结构
对 CSM 测试结果的影响，采用 Quanta 200 FEI 场发
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在高真空模式下获取各个试
样压痕点的 BSE 图像，加速电压为 15 kV，工作距
离为 10~15 mm，每张图像的放大倍数为 500 倍，
视野范围为 554 μm×412 μm，分辨率为 2 048×1 886
像素。

2 结果与讨论
2.1

微观结构组成对均匀力学性能的影响
图 3 为 CSM 试验中两种典型压痕点的 BSE 图
像。根据灰度值大小，可以将水泥净浆的物相划分
为孔隙相、水化产物相和未水化水泥颗粒相，三者
的灰度值依次增大。其中一类压痕点的初始接触点
位于水化产物相上(图 3a)，另一类压痕点的初始接
触点位于未水化水泥颗粒相上(图 3b)。由图 3 可知，
对于最大压入深度为 30 μm 的 CSM 试验，压痕区
域的边长为 170 μm 左右，大于水泥净浆中夹杂的最
大尺寸，且压痕区域包含了孔隙相、水化产物相和
未水化水泥颗粒相，因此 CSM 试验结果反映了水
泥净浆混合相的力学性质。
纳米压痕试验测试得到的力学性能是压头下方
影响区域内材料的综合作用结果。图 4 为在 0.05 s–1
应变率下水灰比为 0.3 水泥净浆的弹性模量与压入
深度(荷载)的关系曲线。由图 4 可知，弹性模量与
压入深度(荷载)的关系曲线可分为两类：对于初始
接触点位于未水化颗粒相的情况，当压入深度(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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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时，压头下方的影响区域较小，主要反映了未
水化水泥颗粒相的弹性性质。但随着压入深度(荷载)
的增大，测试得到的弹性模量逐渐减小，其原因与
测试影响区域的增大使得孔隙相和水化产物相的影
响逐渐增大有关。之后随着压入深度(荷载)的继续
增大，弹性模量基本保持为稳定值。对于初始接触
点位于水化产物相的情况，弹性模量在压入深度(荷

(a) Indenter tip located on hydration product

2017 年

载)较小时反映了水化产物相的力学性质，但随着压
入深度(荷载)的增大，弹性模量略有增大。尽管初
始接触点不同，但两类 CSM 试验得到的弹性模量
趋于相同的稳定值。由图 4 可知，无论初始接触点
位于哪一种物相上，当压入深度(荷载)大于 7.9 μm
(1.5 N)时，测试得到的弹性模量基本保持不变，为
23.8 GPa，可反映水泥净浆均匀的力学性质。

(b) Indenter tip located on clinker

图 3 水灰比为 0.3 水泥净浆典型的 BSE 图像
Fig. 3 Typical BSE images of indented zone in hardened cement paste with w/c (water-cement) ratio=0.3

(a) E-h curves

Fig. 4

(b) E-P curves

图 4 水灰比为 0.3 水泥净浆的弹性模量与压入深度(荷载)的关系
Variation of elastic modulus with indentation depth (force) for cement paste with w/c ratio=0.3

图 5 为 0.05 s–1 应变率下水灰比为 0.3 水泥净浆
的压痕硬度与压入深度(荷载)的关系曲线。类似于
弹性模量的测试结果，压痕硬度与压入深度(荷载)
的关系曲线同样可分为两大类，且当压入深度(荷载)
大于 10.1 μm(1.9 N)时，所有压痕点的压痕硬度趋于
相同的稳定值，为 0.66 GPa。
将同一应变率水平下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达
到稳定时的临界最小压入深度(荷载)定义为

hh(Ph) 。 hh(Ph) 反映了纳米压痕试验测试得到水泥
净浆均匀力学性质所需的最小压入深度 (荷载 )。图
6 和图 7 分别总结不同应变率下弹性模量和压痕
硬度的 hh(Ph)与水灰比的关系。由图 6 和图 7 可知，
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的 hh(Ph) 均随着水灰比的增
大而增大。
对于非均质材料，当压痕区域与非均质材料的
代表体积单元的特征尺寸相当时，压痕试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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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性质反应材料均匀的力学性能。代表体积单元
的特征尺寸越大，则力学性能达到稳定时的 hh(Ph)
也越大。由于水灰比越高，水泥净浆中各物相分布
越分散，相对距离增大，即代表体积单元的特征尺
寸越大，因此，相应的 hh(Ph)也越大。

图 6

弹性模量达到稳定时的最小压入深度(荷载)与水灰比
的关系
Fig. 6 Effect of w/c ratio on the minimum indentation depth
hh (force Ph) to achieve homogeneous elastic modulus
of cement paste

(a) H-h curves

图 7

(b) H-P curves

图 5

水灰比为 0.3 水泥净浆的压痕硬度与压入深度(荷载)
的关系
Fig. 5 Variation of indentation hardness with indentation
depth (force) for cement paste with w/c ratio=0.3

此外，由图 6 和图 7 还可以看到，不同应变率
下压痕硬度的 hh(Ph)要大于弹性模量的 hh(Ph)。该试
验结果与压痕试验的尺寸效应有关，非均质材料的
压痕试验结果只有在压头下方的影响区域与材料的
代表体积单元相当时才会趋于稳定。Larsson 等[16]
通过压痕试验研究发现，相比于材料的弹性性质，
材料的塑性性质需更大荷载作用下才会趋于稳定。
由于压痕试验中压痕硬度与材料的塑性性质有关，
而弹性模量反映了材料的弹性性质，因此压痕硬度
的 hh(Ph)更大。

压痕硬度达到稳定时的最小压入深度(荷载)与水灰比
的关系
Fig. 7 Effect of w/c ratio on the minimum indentation depth
(force) to achieve homogeneous indentation hardness
of cement paste

2.2

应变率对微观力学性能影响
在 0.01~0.50 s–1 应变率范围内，应变率对水泥

净浆微观弹性模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图 8 为不同
应变率下水泥净浆的弹性模量测试结果。由图 8 可
知，当应变率从 0.01 s–1 增大至 0.50 s–1，对于所有
的测试试样，弹性模量的测试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水灰比为 0.3、0.4 和 0.5 水泥净浆的弹性模量平均
值分别为 24.3、21.4 GPa 和 16.7 GPa。显然，水灰
比越高，水泥净浆的孔隙越多，未水化水泥颗粒越
少，因此测试得到的弹性模量越小。
为验证水泥净浆连续刚度测试弹性模量结果的
合理性，依据 GB/T 50081—2016《普通混凝土力学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的测试方法，制作 4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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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m×100 mm 的棱柱体净浆试件，在密闭方式下
养护至相应的龄期，采用电阻应变片测试其弹性模
量。连续刚度测试方法得到的水泥净浆微观弹性模
量(Emi)和按 GB/T 50081-2016 测试方法得到的宏观
弹性模量(Ema)结果对比如图 9 所示。由图 9 可知，
水泥净浆的 Emi 与 Ema 基本吻合，证实连续刚度测
试方法的合理性。值得注意的是，水泥净浆的 Emi
比 Ema 略大 10%，其原因可能与试件内部气孔对宏
观弹性模量测试结果的影响更显著有关，由于连续
刚度测试方法得到的是微区力学性能的测试结果，
试件成型时引入的气孔对其测试结果的影响相对
较小。

2017 年

关系可采用幂型函数来表征。各水灰比试样的拟合
参数总结如表 2 所示。

Fig. 10

图 10 不同应变率下水泥净浆的压痕硬度
Measured contact hardness of cement paste under
different strain rate

 H 

 H0 

n

 = B 

(8)

式中：B 和 n 为常数，可通过试验结果拟合得到；
H0=1 GPa 为参考压痕硬度。
表 2 式 8 幂型函数的拟合参数结果
Table 2 Fitted power-law parameters in Eq.8
w/c ratio

Fig. 8

图 8 不同应变率下水泥净浆的弹性模量
Measured elastic modulus of cement paste under
different strain rate

B/s
n

2.3

–1

0.3

0.4

0.5

0.889

0.729

0.551

0.096

0.068

0.036

应变率对微观徐变行为的影响
徐变是水泥基材料的固有性质之一，影响结构

的变形和应力状态。为了分析应变率对不同水灰比
水泥净浆微观徐变的影响，采用 Vandamme 等[18]提
出的接触徐变函数来表征 CSM 试验持载阶段的徐
变行为，表达式如下：

L(t )  L(0) = L(t ) 

图 9 水泥净浆弹性模量微观与宏观测试结果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elastic moduli of cement pastes measured
by microscopic Emi and macroscopic technique Ema

图 10 为不同应变率下压痕硬度的测试结果。可
以看到，随着应变率的增大，压痕硬度越大。图 10
中虚线为采用式(8)幂型函数的拟合结果，与试验结
果吻合较好，表明水泥净浆的压痕硬度与应变率的

1 2ac h(t )
=
M
Pmax

(9)

式中：ac 为压头的等效压痕半径，在 10 s 的持载阶
段变化较小，可假设其为常数，且 ac=(Ac/π)0.5，Ac
为持载阶段开始时刻的接触面积，可根据式(6)计算
得到；Δh(t)为持载阶段压痕深度的增量；L(t)和 L(0)
分别为持载 t 时刻和持载阶段开始瞬间的接触徐变
柔量，且 L(0)=1/M。
图 11 为 3 组水泥净浆在不同应变率下的平均接
触徐变函数[L(t)-L(0)]a 结果。由图 11 可知，对于同
一试样，应变率越大，水泥净浆的[L(t)-L(0)]a 越大。
由于水泥净浆的徐变发展与受荷时间有关，应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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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CSM 试验加载阶段所需的时间越短，加载阶
段水泥净浆的徐变变形发展越不充分，因此持载阶
段的[L(t)-L(0)]a 越大。为了准确测试水泥净浆的微
观徐变，需要尽可能减小加载阶段的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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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图 11 还可以看到，在相同的应变率水
平下，水灰比为 0.3 水泥净浆的[L(t)-L(0)]a 最大，这
与该水灰比试样的龄期远小于其它 2 个试样的龄期
有关。对于龄期相同的试样，在相同的应变率水平
下，水灰比为 0.5 水泥净浆的[L(t)-L(0)]a 要大于水灰
比为 0.4 的水泥净浆，即水灰比越大，徐变越大，
该试验结果与宏观试验结果一致[19]。

3 结论

(a) w/c ratio=0.3

(b) w/c ratio=0.4

采用连续刚度测试研究了应变率对水灰比为
0.3、0.4 和 0.5 的硬化水泥净浆微观力学性能和徐变
行为的影响，结合 BSE 图像分析水泥净浆的微观结
构及连续刚度测试结果，得到以下的结论：
1) 采用 30 μm 最大压入深度的连续刚度测试
可以获取水泥净浆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均匀的力学
性能。将同一应变率水平下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达
到稳定时的临界最小压入深度(荷载)定义为 hh(Ph)。
当压入深度(荷载)大于 hh(Ph)时，压痕影响区域包含
了孔隙相、水化产物相和未水化水泥颗粒相，测试
得到的弹性模量和压痕硬度基本保持不变，反映了
水泥净浆均匀的力学性质。
2) 在 0.01~0.50 s–1 应变率范围内，应变率变化
对硬化水泥净浆弹性模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即弹
性模量具有率无关性。
3) 在 0.01~0.50 s–1 应变率范围内，硬化水泥净
浆的压痕硬度随着应变率的增大而增大，且二者具
有幂型函数关系。
4) 应变率影响持载阶段的接触徐变函数，应变
率越大，持载阶段的接触徐变函数越大，这与应变
率越大加载阶段的徐变发展越不充分有关。为了准
确测试水泥净浆的微观徐变，需要尽可能减少加载
阶段的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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