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

第 46 卷第 2 期
2018 年 2 月

酸

盐 学

报

Vol. 46，No. 2
February，2018

JOURNAL OF THE CHINESE CERAMIC SOCIETY

http://www.gxyb.cbpt.cnki.net

DOI：10.14062/j.issn.0454-5648.2018.02.08

含白云石微粉水泥砂浆的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凌 康，卢都友，徐江涛，张少华，许仲梓
(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 210009)
摘 要：为评估白云石微粉对水泥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影响，以石灰石微粉为参照，研究了白云石微粉掺量(质量分数)分别
为 10%、20%、30%时，水泥砂浆在质量浓度为 5%硫酸钠溶液中的变形和强度发展规律，并讨论了基于抗蚀系数的含碳酸盐
岩微粉水泥抗硫酸盐侵蚀性能评价方法。结果表明：砂浆试体在 Na2SO4 溶液中的变形过程可分为稳定期、缓慢膨胀期和加
速膨胀期 3 个阶段。除掺 10%白云石微粉试体外，其余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的膨胀率均大于空白样(PC)。与掺石灰石微粉试
体相比，含白云石微粉试体起始膨胀的龄期滞后，同期膨胀小，且两者膨胀差异随龄期延长和掺量增加呈增大趋势。无论在
水中还是在 Na2SO4 溶液中，掺碳酸盐岩微粉砂浆抗压和抗折强度发展趋势均与 PC 类似，但强度均降低，且掺量越大，强度
降幅越大。与在水中养护时强度持续缓慢增长不同，掺碳酸盐岩微粉砂浆强度在 Na2SO4 溶液中经历先快速增长至峰值，而后
降低的过程。与含石灰石微粉试体相比，含白云石微粉砂浆强度达到峰值的龄期滞后且后期强度高。标准规定的 28 d 抗蚀系数
K28 不能确切反映含碳酸盐岩微粉水泥抗硫酸盐侵蚀性能。采用试体起始膨胀或强度达峰值龄期的抗蚀系数可提高判定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白云石微粉；石灰石微粉；硫酸盐侵蚀；膨胀率；强度；抗蚀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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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ate Resistance of Portland Cement Mortars with Dolomite Powders
LING Kang, LU Duyou, XU Jiangtao, ZHANG Shaohua, XU Zhongzi
(College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olomite powder on the sulfate resistance of Portland ce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on the sulfate resistance of Portland cement mortars containing dolomite powder (limestone powder as a reference). The expansion
and strength change of mortars with various replacements of dolomite powder (i.e., 10%, 20% and 30%, mass fraction) were
investigated in 5% sodium sulfate solution. A method based on sulfate-resisting index for evaluating the sulfate resistance of cement with
the carbonate mineral powders was proposed as wel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cess of mortars expan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e., stable period, slow period and accelerate period. The mortars with carbonate mineral powders except for the specimens with
10% dolomite powder give larger expansion than that of PC. Compared to the mortars with limestone powder, dolomite-containing
mortars show a delayed start in expansion and develop a lower expansion at the same age. The difference in expansion is more
pronounced with prolonging immersed immersion in Na2SO4 solu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owder dosages. The mortars with
carbonate mineral powders in either water or sodium sulfate solution develop a similar trend with PC, but have lower compressive and
flexural strengths. The greater replacement of carbonate powders in mortars , the lower values in the strength . The strength of mortars
immersed in water increases, but the strength of mortars in sulfate solution firstly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Compared to the mortars
with limestone powder, the mortars with dolomite powder achieve the maximum strength for a longer time and have a greater strength at
later period. The sulfate resistant index at 28 d K28 specified in the standard can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sulfate resistance of the cement
with carbonate mineral powders. The sulfate resistance index at the age of starting expansion or reducing attaining peak strength could be
appli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Keywords: dolomite powders; limestone powders; sulfate attack; expansion; strength; sulfate-resisti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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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石灰石微粉作为矿物掺合料引入水泥或混凝土
中，具有良好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已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应用。适量的石灰石微粉在水泥混凝土中可优
化颗粒堆积，促进水泥水化，而且可与水泥中的铝
质组分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碳铝酸盐，稳定早期生成
的钙矾石。石灰石微粉的这些物理和化学效应，共

验研究表明
，石灰石微粉可能劣化混凝土抗硫
酸盐侵蚀性能，特别是可能增加低温服役混凝土中
碳硫硅钙石(CaSiO3·CaCO3·CaSO4·15H2O)型硫酸盐
侵蚀发生的风险。然而，目前对白云石微粉在水泥
中的效应认识尚不深入，引入白云石微粉对水泥抗
硫酸盐侵蚀性能的影响鲜有报道。
为探究白云石微粉对水泥基材料抗硫酸盐侵蚀
性能的影响及其评价方法，以石灰石微粉为参照，
研究了含白云石微粉砂浆试体在常温下 5% Na2SO4
溶液中的变形、强度等宏观物理性能随龄期的演变，
并综合变形、强度及抗蚀系数结果讨论了含碳酸盐
岩微粉水泥抗硫酸盐侵蚀性能评价方法。

[1–3]

同改善了水泥基材料的孔结构和早期强度 。
白云石与石灰石类似，是储量丰富且分布广泛
的碳酸盐岩。在寻求水泥混凝土绿色低碳发展的驱
动下，白云石微粉作为矿物填料用于水泥混凝土的
[4–8]

制备同样引起国内外关注 。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比白云石和石灰石微粉对水泥早期水化、强度
[2]

发展、水化产物的影响 ，表明白云石微粉具有与
石灰石微粉类似的效应，同样可加速水泥早期水化、
反应生成碳铝酸盐并改善早期强度。
与石灰石微粉不
同的是，白云石微粉在水泥基材料高 pH 值孔溶液中
的反应活性较高；除碳铝酸盐产物外，随龄期和养护
条件变化，
含白云石微粉水泥体系中还可形成水滑石

1 实验
1.1

原材料
水泥为江南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 P·Ⅱ52.5R
硅酸盐水泥，白云石微粉(DM)和石灰石微粉(LS)均
为市售粉体。表 1 为采用 XRF 测定的水泥、白云石
微粉、石灰石微粉的化学组成以及博格法计算出的
水泥熟料中各矿物含量。为对比石灰石微粉，选用
细度相当的白云石微粉和石灰石微粉，粒度分布如
图 1 所示。

[9–10]

。
产物，进一步改善水泥基材料的孔结构和强度
碳酸盐岩微粉用于水泥基材料，除关注对环境
和材料早期性能的积极效应外，对材料长期性能可
能存在的消极效应也不可回避。一些工程案例和实
Table 1

表 1 原材料化学组成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raw materials

Material

CaO

MgO

SiO2

Fe2O3

Al2O3

PC

65.35

0.60

18.14

2.93

4.28

DM

31.21

21.78

0.89

0.1

LS

54.93

1.08

0.17

0.033

K2O

w/%

SO3

Na2O

LOI

C3A

C3S

C2S

C4AF

0.8

2.9

0.096

3.06

6.7

68.8

12

10.9

0.22

0.05

0.01

0.12

0.006

45.67
0.076

43.17

w is mass fraction; PC—Portland cement; DM—Dolomite powder; LS—Limestone.

图 1 水泥、白云石微粉和石灰石微粉粒度分布
Fig.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PC, DM and LS powders

DM 和 LS 的亚甲基蓝(MB)值均小于 1.4，符合
GB/T 30190—2013《石灰石粉混凝土》的要求。DM
中 CaMg(CO3)2 的含量为 95.5%，LS 中 CaCO3 含量

为 95.4%。用于配制硫酸盐溶液的硫酸钠为化学纯
试剂。
1.2 方法
1) 砂浆线膨胀率测试：白云石、石灰石微粉
分别取代 10%、20%、30%的水泥。PC 为空白样，
DM10 表示掺 10%的白云石微粉(下同)。砂浆试
体尺寸为 25 mm×25 mm×280 mm，水泥、标准砂
和 水 质 量 比 为 1:2.75:0.485 。 试 件 拆 模 后 在
(20±2) ℃、95%RH(相对湿度)的标准养护室中养
护，27 d 后放置于 Na 2 SO4 溶液中浸泡。Na 2 SO4
溶液浓度为 50 g/L，液固比为 5:1。分别在 7、14、
28 d(浸泡在侵蚀溶液中的龄期)时更换溶液，以
后每 1 个月更换 1 次。在溶液中浸泡 7、14、28、
56、90 d 时测量长度变化，以后每隔 3 个月测量
1 次。

· 226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8, 46(2): 224–229

2) 砂浆强度测试：白云石、石灰石微粉分别取
代 10%、20%、30%的水泥。试体尺寸为 40 mm×
40 mm×160 mm，水泥与标准砂质量比为 1:2.5，水
胶比为 0.5。试体分成两组：一组与膨胀率测试相同，
浸泡于 5% Na2SO4 溶液中；另一组置于水中继续养
护。在 0、28、90、180、270、360 d 时分别测试试
体的抗折及抗压强度。
参照抗折、抗压强度值按下式分别计算抗蚀系
数 Kf、Kc：
K (f,c) n 

 (f,c)n
  f,c  w

(1)

式中：(f,c)n 表示试件在 Na2SO4 溶液中浸泡一定龄
期的强度，MPa；(f,c)w 表示同龄期试件在水中养护
的强度，MPa。

2 结果与讨论
2.1

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的膨胀
图 2 为不同掺量 DM、LS 砂浆试体浸泡在 5%
Na2SO4 溶液中的膨胀率随龄期变化曲线。

2018 年

LS 试体在 90 d 后的膨胀率均大于 PC。掺 DM 和
LS 试体膨胀发展规律相似，但两者在出现膨胀的龄
期和所达到的膨胀率方面存在差异。含 LS 试体在
90 d 时即出现膨胀，且膨胀随龄期延长和掺量增
加而快速增大；含 DM 试体出现膨胀的龄期则滞
后于含 LS 试体，且在相同龄期的膨胀率明显小于
同含量 LS 试体，浸泡龄期越长，两种试体膨胀差
异越大。DM30 在 180、360 d 的膨胀率分别为 0.06%
和 0.3%，比同龄期的 LS30 分别降低 0.04%和
0.4%。
2.2 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强度
图 3 为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试体浸泡在水中和
Na2SO4 溶液中的抗压强度随龄期变化曲线。图 3a
表明，在水中养护时，含 DM、LS 砂浆试体较 PC
抗压强度相比均降低，且微粉掺量越高，强度降幅
越大。0 至 180 d，所有试体强度几乎呈线性持续增
长，后期强度增长缓慢或基本保持稳定。含两种碳
酸盐岩微粉砂浆在不同龄期的强度发展略有不同。
预养护 28 d(即图 3 中起始位置 0 d)时，DM 不同掺
量试体的强度均略低于同掺量的 LS 砂浆试体。继
续养护至 90 d 时，含 DM 砂浆强度增进率大于含
LS 试体，且强度均超过后者。90 d 至 180 d，各试
体强度继续增长，但含碳酸盐岩微粉试体强度增加
缓慢，且两种微粉掺量相同的试体 180 d 时的强度
无明显差异。180 d 后，除低碳酸盐岩微粉掺量试
体(DM10，LS10)仍缓慢增长外，其余试体强度基
本稳定。
浸泡在 Na2SO4 溶液中(图 3b)各砂浆试体的抗
压强度在所研究的龄期内均呈现先快速增长而后缓

DM10—Doped 10% DM.

图2

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试体在 5% Na2SO4 溶液中的膨
胀率
Fig. 2 Expansion of mortar bars with carbonate rock powders
immersed in 5% Na2SO4 solution

根据图 2 中试体膨胀随龄期发展及试体间的差
异，试体膨胀发展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稳定期、
缓慢膨胀期和加速膨胀期。90 d 以前，所有试体长
度无明显变化；90 d 至 180 d，部分试体膨胀率随时
间延长而缓慢增大，不同试体出现明显差别；180 d
至 360 d，所有试体均呈现膨胀，部分试体膨胀加快，
各试体间差别进一步增大。
纯水泥砂浆试体(PC)在所研究龄期内膨胀缓
慢，180、360 d 时的膨胀率分别为 0.035%和 0.114%。
DM10 试体同期膨胀率均与 PC 相当，其余含 DM、

慢下降的发展趋势。然而，不同试体强度增长速度
和达到峰值的龄期有明显差异。不同 LS 含量试体
强度均在 90 d 时达到峰值，而 PC 和含 DM 试体在
180 d 时达到峰值，且含 DM 试体后期强度均高于
相同含量 LS 试体强度。
与水中养护(图 3a)相比，浸泡在 Na2SO4 溶液中
的试体在 90 d 前的强度增幅较大，含 LS 试体强度
增幅尤为明显。90 至 180 d，含 DM 试体强度仍持
续增大，LS 试体强度则缓慢降低。360 d 时，含 DM
试体强度均高于同掺量的 LS 试体。
图 4 为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试体浸泡在水中及
Na2SO4 溶液中的抗折强度随龄期变化曲线。总体而
言，无论是在水中(图 4a)还是在 Na2SO4 溶液中(图
4b)，所有试体的抗折强度发展与抗压强度变化趋
势基本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除 DM10 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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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DM 试体 90 d 后的抗折强度均高于相同掺量的
LS 试体。浸泡在 Na2SO4 溶液中时，与抗压强度
在 90 d 前几乎呈线性增长不同，各试体抗折强度

(a) Water

Fig. 3

在 28 d 时即显著增长，随后缓慢增长至峰值。含
LS 试体在 90 d 即达到峰值，早于 180 d 达到峰值
的 DM 试体。

(b) 5% Na2SO4 solution

图 3 不同浸泡条件下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试体的抗压强度随龄期变化曲线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mortars with carbonate rock powders immersed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a) Water

Fig. 4

· 227 ·

(b) 5% Na2SO4 solution

图 4 不同浸泡条件下含碳酸盐岩微粉砂浆试体抗折强度的变化曲线
Flexural strength of mortars with carbonate rock powders immersed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2.3

含碳酸盐岩微粉试体抗蚀系数
图 5 为基于抗折强度计算的不同龄期试体的抗
蚀系数 Kf。可以看出，28 d 时，DM10 试体的 Kf28
与 PC 的相当，其余掺碳酸盐岩粉试体的 Kf28 均略
低于 PC 的。含两种碳酸盐岩微粉试体的 Kf28 均随
掺量增加呈“V”型变化，即碳酸盐岩粉含量为 20%
试体的 Kf 最低。但总体而言，各试体的 Kf28 无明显
差别。随龄期延长，含 LS 试体与 DM 试体的 Kf 随
掺量的变化呈现明显不同。含 LS 试体的 Kf 在 180 d
前均随掺量增加“V”型变化。而继续延长龄期时，
Kf270、Kf360 随掺量增加而减小，即呈“\”型减小。
与含 LS 试体不同，含 DM 试体的 Kf 随掺量的变化
在 180 d 时即由“V”型变为“\”型。

图 5 基于抗折强度的含碳酸盐岩微粉试体抗蚀系数
Fig. 5 Sulfate-resisting index Kf based on flexural strength of
mortars with carbonate rock pow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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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为基于抗压强度计算的不同龄期试体的
Kc。可见各试体的 Kc 随龄期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与
图 5 显示的 Kf 明显不同。一方面，多组掺碳酸盐岩
微粉试体的 Kc28 大于 PC；另一方面碳酸盐岩微粉掺
量为 30%试体在长龄期时呈现更高的抗蚀系数。此
外，各试体 28 d 的 Kc 后期的经时衰减明显小于图 5
所示的 Kf，表明 Kf 比 Kc 更“灵敏”。

图 6 基于抗压强度的含碳酸盐岩微粉试体抗蚀系数
Fig. 6 Sulfate-resisting index Kc based on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mortars with carbonate rock powders

2.4 含碳酸盐岩微粉水泥抗硫酸盐侵蚀性能及评
价方法
膨胀和强度结果均表明，掺加 LS 和 DM 均劣
化 PC 的抗硫酸盐侵蚀性能，尽管降低程度随掺量
变化而略有不同。总体上，含 DM 试体的抗硫酸盐
侵蚀性能优于 LS 试体，而且这种差别有随掺量增
大和龄期延长而变大的趋势。影响水泥基材料抗外
部硫酸盐侵蚀的关键因素包括材料的孔结构和基体
本身的组成。两者分别决定 SO42–离子传输能力和基
[10]

体自身抗侵蚀能力。前期研究结果表明 ，DM 和
LS 掺入均增大砂浆孔隙率并粗化孔径，水中养护
28 d 时，DM30 和 LS30 的孔隙率分别为 10.99%、
10.06%，最可几孔径分别为 11.8 nm 和 11.5 nm。根
据孔结构结果，SO42–离子在 DM 试体中的传输能力
略强于 LS 试体。因此，含 DM 试体的抗硫酸盐侵
蚀性能优于含 LS 试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基体组
成的差异，特别是与水化产物的变化有关，但其确
切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评价水泥基材料抗硫酸盐侵蚀性能采用的指标
包括表观性能、膨胀率、强度损失、质量损失、抗
硫酸盐侵蚀系数等。不同方法采用的试件类型、尺
寸和养护条件有显著差异，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同一
的标准或方法。GB/T 749—2008《水泥抗硫酸盐侵
蚀方法》[19]规定，以 Kf28 判定水泥抗硫酸盐侵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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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图 5 表明，以 Kf28 为判据，掺入碳酸盐岩微粉
后抗蚀系数均略低于 PC，综合图 2~图 4 试体膨胀
和强度的结果，该结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确
切反映碳酸盐岩微粉掺量对试体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的影响。此外，随龄期延长，各试体 Kf 及其相互关
系均发生变化。因此，Kf28 并不能很好预测含碳酸
盐岩微粉水泥长期抗硫酸盐侵蚀性能。
根据图 2~图 4 结果，LS 试体在 90 d 时开始膨
胀且强度达到峰值，若以 Kf90 为判据，则可明显区
别含 LS 各试体抗硫酸盐侵蚀能力差异，且与膨胀
后期变化规律基本吻合。同样，以 Kf180 评价含 DM
试体抗硫酸盐侵蚀性能，则评价结果与后期膨胀结
果一致，并且各试体 Kf180 相互关系不随龄期延长而
变化。综合上述讨论，由于 Na2SO4 溶液对各试体抗
折强度影响的敏感程度不同，基于短期如 28 d 强度
结果的 Kf 不能准确预测含碳酸盐岩微粉水泥的抗
硫酸盐侵蚀能力。而采用试体起始膨胀或强度达峰
值龄期的 Kf 可提高判定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此外，和图 5 相比，基于抗压强度得到的 Kc
均得出相反结论，即掺入碳酸盐岩微粉提高了抗硫
酸盐侵蚀能力，显然与膨胀和强度结果不符。同样
地，随龄期延长，各试体 Kc 及其相互关系也发生明
显变化。因此，Kc 不宜作为评价含碳酸盐岩微粉水
泥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指标。

3 结论
1) 引入 DM、LS 均劣化了硅酸盐水泥砂浆的
抗硫酸盐侵蚀性能。总体而言，含 DM 试体的抗硫
酸盐侵蚀能力优于含 LS 试体，而且这种差别随掺
量增加和龄期延长而变大。
2) 浸泡在 5% Na2SO4 溶液中时，DM 掺量为
10%时几乎不影响砂浆膨胀性能。含 DM 砂浆起始
膨胀龄期为 180 d，滞后于含 LS 试体约 90 d；DM
砂浆同龄期膨胀小于同掺量 LS 试体，且随掺量增
加和龄期延长，两种试体的膨胀率差异呈增大趋势。
180 d 和 360 d 时，DM30 比 LS30 的膨胀率分别低
0.04%和 0.40%。
3) 水中养护和 Na2SO4 溶液中浸泡时，掺碳酸
盐岩微粉砂浆抗压和抗折强度发展趋势均与 PC 类
似，但强度均降低，且掺量越大，强度降幅越大。
与水中养护时强度持续缓慢增长不同，各试体浸泡
在 Na2SO4 溶液中的强度经历先快速增长至峰值而
后降低的过程。与含 LS 试体相比，含 DM 砂浆强
度达到峰值的龄期滞后且后期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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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抗压强度的抗蚀系数判断结果与膨胀
结果相反，不宜用于含碳酸盐岩微粉水泥抗硫酸盐
侵蚀性能评价。GB/T 749—2008《水泥抗硫酸盐侵
蚀方法》规定的基于 28 d 抗折强度的 Kf28，不能准
确预测含碳酸盐岩微粉水泥的抗硫酸盐侵蚀能力，
而采用试体起始膨胀或强度达到峰值龄期的 Kf 可
提高判定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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