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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种性能要求的混凝土组成设计方法
史才军 1，王德辉 1，安晓鹏 2，焦登武 1，李 晃 1
(1.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绿色先进土木工程材料及应用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2；2.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
总院，绿色建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
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种性能要求的混凝土组成设计方法。首先采用混合砂石容重法确定粗、细骨料的最紧密堆积和骨
料间最小空隙率；其次结合 Bowromi 公式和耐久性要求，确定混凝土的水胶比，然后根据骨料间的最小孔隙率和达到所需工
作性或流变特性的骨料表面富余浆体厚度，得到混凝土中浆体量，通过调整减水剂和黏度改性剂来调节混凝土的屈服应力和
塑性黏度，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在此基础上采用单纯型重心设计法设计胶凝材料组成，用最少的实验量建立混凝土性能
与胶凝材料组成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对混凝土不同性能的要求，确定满足要求的胶凝材料组成范围。同时，该方法可用于预
测不同胶凝材料组成制备的混凝土性能。
关键词：组成设计；最紧密堆积；富余浆体理论；单纯型重心设计法；混凝土组成与性能关系
中图分类号：TU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454–5648(2018)02–0230–09

网络出版时间：2017–11–02

Method for Mixture Design of Concrete with Multipl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SHI Caijun1, WANG Dehui1, AN Xiaopeng2, JIAO Dengwu1, LI Huang1
(1. Key Lab for Green & Advanced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Hunan Province,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State Key Lab.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 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Academ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A method for mixture design of concrete with multipl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is proposed. Firstly, the maximal unit
masses of fine and coarse aggregates are obtained through measuring their bulk densities. Considering the Bowromi equation and the
durability requirements, the water-cement ratio are determined. After that, the excess paste thickness achieves the required
workability can 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minimum porosity between the aggregates and then the paste content can be obtained.
By adjusting the dosage of superplasticizer or viscosity modifying agent, the yield stress and viscosity of concrete can be adjusted as
required. The composition of cementitious materials is designed by using simplex centroid design method and the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roperties of concrete are established. In the last, the range of cementitious materials composition can b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concrete. In addition, this method can also be used to predict the performances of
concrete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of cementitious materials.
Keywords: mixture design; least void; excessive paste theory; simplex-centroid design; r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osition and
properties

传统的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是一种计算-试
配法，其计算准则基于逐级填充原理，即水与胶凝
材料组成水泥浆，水泥浆填充砂的空隙组成砂浆，
砂浆再填充石子的空隙组成混凝土，设计的原则基

于假定容重法或绝对体积法。高性能混凝土是满足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和使用对混凝土特性的总体要
求，全面考虑混凝土生产、运输、浇注和后期构筑物
使用等过程的综合性能指标的优异拌合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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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混凝土不仅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同时还需

演变而来，能够通过较少试验量定量评价多组分混

要有优异的工作性能和耐久性，确保混凝土结构在

合物的性能。其设计原则如下：如果有 n 个组分，

不同环境下的可靠性。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高性

那么所需要进行 2n–1 组试验得到相应的等值线图

能混凝土性能会有多个指标要求。与传统混凝土相

和对应的函数公式，以 3 组分为例，则需进行 7 组

比，高性能混凝土在组成设计时，使用矿物掺合料

试验；首先根据约束条件确定各分量的范围，然后

和高效减水剂，这不仅可减少拌合用水量，降低孔

分别选取三角形顶点、三边中点和中心点作为试验

隙率，同时也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混凝土强度

[1–2]

。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Metha 和 Aitcin 等就提
[3–4]

出了应用较为广泛的 Metha-Aitcin 设计方法

数据点，得到每个数据点的性能参数，最后采用软
件 Design Expert 或 MiniTab 在三角形坐标体系内得

，该

到三角形等值线图。通过单纯型重心设计法，

方法认为水泥浆体的体积分数为 35%时对混凝土的

Douglas 等[15]准确预测了水泥-粉煤灰-矿粉三元胶

强度、工作性能、体积稳定性有最佳的平衡作用，

凝体系砂浆的抗压强度，Wang[16]和孙伟[17]等也采用

细骨料和粗骨料的最佳体积比为 65%，细骨料与粗

单纯型重心设计法定量评价和预测了三元胶凝体系

骨料的最佳比例为 2:3。该方法简单，且将辅助性胶

混凝土的强度。除此之外，单纯型重心设计法还能够

凝材料很好地应用至高性能混凝土设计中。但此方

准确的预测蒸压养护条件下钢包渣-熟石灰-石英粉

法中有许多假设，一些假设对不同地区的原料不一

胶凝体系的最佳组成[18]和水泥砂浆不发生碱骨料反

定能适用，且需进行大量的试配，工作量大。美国

应造成膨胀时任意三元胶凝体系的最佳组成[19]。

ACI 的高强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5]，适用于抗压

以 C40 混凝土设计为例，从骨料的比表面积、

强度在 40~80 MPa 之间的非引气普通混凝土，它采

饱和浆体体积以及新拌混凝土的流变参数(屈服应

用一系列不同胶凝材料组成和用量进行试验，从而

力和塑性黏度)等方面出发，采用单纯型重心设计法

[6]

得到合适的配合比。IPT-EPUSP 方法 通过试验测

设计胶凝材料组成，找到一种胶凝材料用量适宜，

试不同坍落度下的干灰浆率(即水泥、细集料于水

满足混凝土工作性、强度、耐久性等多性能的混凝

泥、粗细集料的质量之比)和用水量关系，从而得到

土设计方法。

不同配比与混凝土性能间的关系图，此种方法在巴
西等国广泛应用。Carbonari[7–8]通过不断优化胶凝材
料和骨料间的比例，在粗骨料和细骨料之间存在一

1 组成设计原理
1.1

确定骨料比例组成

个最佳比例。在此比例下，孔隙率最低，胶凝材料

当粗骨料为单级配时，可依据 ASTM C29[20]测

掺入后，超出最小孔隙率的那部分胶凝材料称为富

定不同砂率时混合骨料堆积密度(见图 1)，对试验结

余胶凝材料。通过调整剩余胶凝材料用量确定粗细

果进行拟合，得到粗细骨料比例和堆积密度的关系。

骨料和胶凝材料的用量，该方法原理简单、实用性

当堆积密度最大时，骨料处于最紧密堆积状态，其

较强。

孔隙率最小。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试图通过骨料最紧密堆积
理论和统计方法等进行混凝土组成的设计，得到了
工作和力学性能均较好的混凝土组成[9–11]，也提出
了统计因子模型法和流变法[12]。但这些设计方法大
多数仅针对单一性能，只改变单一因素条件下对混
凝土组成进行设计或优化，需多次试配和测试，才能
得到一些满足有多个性能指标要求的混凝土组成。
有
时在试配过程中目标性能可能此长彼消，
试验工作量
会非常大。另外，胶凝材料用量的确定缺乏具体的
理论依据，仅通过满足流动性要求时的经验用水量
和水灰比推算，容易造成胶材使用量偏大、混凝土
尺寸稳定性和耐久性较差[13]、碳排放高等问题。单
纯型重心设计法是由 Scheffe[14]提出的混料设计方法

w is Mass fraction.

Fig. 1

图 1 堆积密度与砂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apparent density and combination
of coarse and fine aggregates

· 232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8, 46(2): 230–238

2018 年

测出 7 组骨料组成的堆积密度，将 7 组堆积密度值

当粗骨料为双级配时，采用单纯型重心设计法
设计 7 组不同粗细骨料的组合，如图 2a 所示。依据
ASTM C29 测定不同混合骨料堆积密度，混合骨料
的堆积密度 Y 和骨料混合比例间的关系如下：

软件 Design Expert 或 MiniTab 在输入数据和公式后在

Y  1 x1   2 x2  3 x3  12 x1 x2  13 x1 x3 

三角形坐标体系内能够直接得到三角形等值线图，如

 23 x2 x3  123 x1 x2 x3

(1)

其中 xi 为其中一种骨料在混合骨料中所占的比例。

(a) Design of aggregate combination

代入方程(1)，可以得到骨料组成对混合骨料堆积密度
影响的系数 βi，得到堆积密度和骨料比例的关系。用

图 2b 所示，可以得到包括细骨料在内的骨料最大堆
积密度及此时的骨料组成和空隙率。

(b) Bulk density of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size aggregates

①–⑦ mean different mix proportion.

Fig. 2

图 2 双级配粗骨料和砂子在不同比例组合下的容重
Relation between apparent density and combination of coarse and fine aggregates

如果使用的粗骨料粒径范围包含小粒径、
中粒径
和大粒径的三级配粗骨料，可结合上述两种方法确
定最佳组合。首先采用单纯型重心设计法设计 7 组
不同粗骨料的组合，依据 ASTM C29 测定不同混
合骨料堆积密度、得到混合骨料的堆积密度和骨料
混合比例间的关系、三种粒径范围在不同比例状态
下的堆积密度可用等值线图表示，如图 3 所示。从
图 3 可以得到堆积密度最大时所对应的粗骨料比
例。选定该比例，测试固定粗骨料组成但不同砂率
时的堆积密度，拟合得到砂率与堆积密度的关系，
从而得到混合骨料堆积密度最大时的砂率。
1.2 确定水胶比和胶凝材料用量
当粗细骨料为最佳比例时，骨料最紧密堆积，
其孔隙最小。此时，所需浆体用量最少，这样不仅
提高混凝土的尺寸稳定性、强度和耐久性，也降低
混凝土的成本。
1.2.1 水胶比的确定
根据混凝土抗压强度和水
胶比的 Bowromi 经验公式，结合《混凝土结构耐久
性设计规范》(GB 50476—2008)[21]要求的最大水胶
比，取两者较小的水胶比作为混凝土的水胶比。

图 3 三种粒径粗骨料在不同比例组合下的堆积密度等值线图
Fig. 3 Bulking density of three size coarse aggregate
combination with different ratio

1.2.2 富余浆体厚度的计算
水泥浆在混凝土中
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填充骨料之间的空隙，
另一部分包裹在骨料表面以润滑骨料，后者也称为
富余浆体，假定富余浆体在骨料表面的厚度是均匀
的，且远小于骨料颗粒粒径，富余浆体的体积可由
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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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aste  tPaste  ( M S AS,C  M G AG,C )  VPore

(2)

3

其中： VPaste 是水泥浆的总体积 (m )； VPore 是填充
骨料颗粒空隙的浆体体积 (m3)；tPaste 是富余浆体厚
度 (m)； MG 和 MS 分别是粗、细骨料的用量 (kg)；
AG,C 和 AS,C 分别是粗、细骨料校正后的比表面积
(m2/kg)。
根据《建筑用卵石、碎石》(GB/T 14685—2011)，
粗、细骨料的空隙体积可以通过公式(3)计算：
m
m
VPore  A  A
(3)
 A  A
骨料的比表面积是指单位质量骨料所具有的
总面积，可通过将骨料假设为球形颗粒进行简化
计算 [22]，每个骨料颗粒的体积为：
3

4 D 1
1
(4)
 V  π    D  πD 2  D  A
3 2 6
6

假设单位体积内骨料颗粒的数目为 n 个，根据
比表面积的定义可由式(5)得出：
n A
A
6
(5)

6 
n  m D  A 
D
m

· 233 ·

混凝土的富余浆体厚度小于 10 μm 时，浆体厚度
的变化对混凝土黏度影响不大；随着富余浆体厚
度的增大，混凝土的屈服应力和坍落度稍有增大。
当混凝土的富余浆体厚度从 10 μm 增大到 25 μm
时，混凝土的屈服应力和黏度降低，混凝土的坍
落度稍有增大，表现出优异的工作性能。当混凝
土的富余浆体厚度大于 25 μm 时，混凝土的黏度
变化不大，屈服应力从 150 Pa 降低到 100 Pa，出
现离析现象。可见当混凝土具有优异的工作性能
时，富余浆体厚度为 10~20 μm。通过确定的富余
浆体厚度、水胶比和水泥浆体密度，根据公式 (9)
可以确定相应条件下合理的胶凝材料用量范围为
370~410 kg/m3。
VPaste 
M
(9)
(1  mw / mc )
其中：mw/mc 为水胶比。

其中：m 为每个骨料颗粒的质量，g；V 为每个骨料
颗粒的体积，cm3；ρ 为骨料颗粒的表观密度，kg/m3；
D 为每个骨料颗粒的粒径，mm；A 为每个骨料颗粒
的表面积，cm2。
假设每个粒级内骨料的粒径连续变化，其比表
面积可通过式(6)进行计算：

AS 

 6000





  6000 

  D   mi 
i

i

M



K 

  Di 

(6)

 i
其中：AS 为骨料的计算比表面积，m2/kg；M 为骨
料的质量，kg；Di 为第 i 级粒径骨料的平均粒径，
mm；mi 为第 i 级粒径骨料的质量，kg；Ki 为第 i 级
粒径骨料所占总骨料的质量分数，%。根据以上公
式，可计算粗骨料的比表面积。由于实验所用粗骨
料为碎石，与假设的球形相差较大，故需引入比表
面积修正系数：
AG  AS  
(7)
i

其中：AG 为骨料实际比表面积，m2/kg；β 为比表面
积修正系数，建议取 1.00~1.15[23]。
1.2.3 胶凝材料用量的确定
富余浆体厚度对
混凝土的流变性有显著的影响，根据前期研究成
果 [24–25]，通过建立不同富余浆体厚度时混凝土流
变参数与工作性能的关系，能够确定出混凝土中
的最佳胶凝材料用量。图 4 为典型的富余浆体厚
度与流变参数之间的关系。从图 4 可以看出：当

图 4 流变参数和富余浆体厚度之间的关系[24]
Fig. 4 Rheological parameters as function of the excessive
paste thickness[24]

1.3

确定胶凝材料组成
为改善混凝土的性能，降低成本，常在混凝土
中掺入辅助性胶凝材料，国内的混凝土制备中通常
掺加粉煤灰和矿粉。为得到胶凝材料组成与目标性
能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选择 7 组不同的胶凝材
料组成，如图 5 所示。目标性能可量化表征为各胶
凝材料所占比例的函数 F(x1,x2,x3)：
F ( x1 , x2 , x3 )  1 x1   2 x2  3 x3  12 x1 x2 
(10)
13 x1 x3   23 x2 x3  123 x1 x2 x3
其中：xi 为各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通过 7 组试验
值代入方程(10)，可以得到基于所使用矿物掺和料
对目标性能的影响的系数 βi，从而得到目标性能与
矿物掺和料掺量的关系。
该三角形坐标中，各坐标轴分别表示各种胶凝
材料的掺量，三角形内部包含 3 种胶凝材料的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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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量组合，即(x1,x2,x3)；等值线为混凝土性能的量化
体现，即 F(x1,x2,x3)。确定了对混凝土性能的要求，
便可以在三角形等值线图中找到对应的区域，以该
区域对应的坐标值组成即为满足混凝土性能要求的
胶凝材料组成。需要指出的是，当采用不同种类的
水泥时，首先需要得到水泥中熟料以及各混合材的
含量，再通过上述胶凝组成设计方法得到满足混凝
土性能要求时的最佳胶凝材料组成；当水泥中混合
材的种类和掺量未知时，可将水泥中熟料以及各混
合材看作一个整体，也能通过本设计方法对混凝土
的胶凝材料组成进行设计。

1.3.1

抗压强度

2018 年

不同组成混凝土的 28 d 抗压

强度等值线见图 6。从图 6 可以看出，水泥 -粉煤
灰 -矿粉体系中，随着粉煤灰掺量的增大，混凝土
的 28 d 抗压强度随之降低。当粉煤灰掺量超过

35%时，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小于 40 MPa。在图 6
中可以看到各组分对强度的影响规律，此外可以
准确读出不同胶凝材料组成对应的强度值。混凝
土抗压强度在 40～ 48 MPa 之间对应的胶凝材料
组成区域可以满足要求。

图6
图 5 单纯型重心设计法设计胶凝材料组成
Fig. 5 Composition design of quaternary cementitious materials

以确定 C40 混凝土的胶凝体系为例，
水泥为 P·I
42.5 硅酸盐水泥，辅助胶凝材料为 I 级粉煤灰和 S95
矿粉，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固含量为
18.27%，细骨料为湘江河砂，细度模数为 2.6，含
泥量为 0.8%，堆积密度为 1 570 kg/m3，粗骨料为最
大粒径 25 mm 的碎石，含泥量为 0.2%，堆积密度
为 1 630 kg/m3。
根据 1.1 和 1.2 的设计原理和相关试验，选用
水胶比为 0.45， 粒径 5~10 mm、 10~20 mm 和
20~25 mm 粗骨料比例为 20% : 40% : 40%，砂率
为 39%。胶材用量选用 400 kg/m3，减水剂掺量为
0.6%，粉煤灰和矿粉的掺量范围均为 0~50%，胶
凝组成设计如图 5 所示。控制目标性能为抗压强
度、抗裂性、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抗碳化性能和
抗 碱 骨 料 反 应 ， 相 应 的 试 验 方 法 分 别 是 GB/T
50081 混凝土抗压强度测试方法、ASTM C1581[26]
圆环法混凝土开裂性能测试、NT Build 492[27]非稳
态氯离子迁移试验、 GBJ 500082[28]混凝土抗碳化
性能试验和 ASTM C1260[29]快速砂浆棒试验测试
骨料碱活性。

不同水泥-粉煤灰-矿粉组成时混凝土 28 d 抗压强度等
值线图
Fig. 6 Compressive strength contours of concrete with
cement-fly ash-slag binder at 28 d

1.3.2

抗裂性

混凝土开裂是影响结构耐久性

的一个重要因素，混凝土开裂后外界有害离子进入
会导致混凝土内部结构破坏、钢筋锈蚀等，对混凝
土结构的耐久性产生不利影响。影响混凝土抗裂性
的因素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因此合理的组成设
计是混凝土材料本身具有好的抗裂性的内在保证。
根据 ASTM C1581 测定不同胶凝材料组成对混凝
土收缩变形关系如图 7 所示。当变形值出现突减时
即认为是试件开裂，从变形—时间曲线很容易可以
得到试件的开裂龄期，开裂龄期从浇注成型时算
起。水泥-粉煤灰-矿粉体系下混凝土的开裂时间等
值线图如图 8 所示。从图 8 可以得到不同矿物掺和
料比例时的开裂时间，根据对开裂风险等级的实
际需求，在图中可得到满足要求的矿物掺和料掺量
范围。
可按照 ASTM C1581 中评价标准(表 1)和开裂
龄期 tcr 来评价混凝土材料的开裂风险等级。因此，
希望混凝土有低的开裂风险，确定开裂时间大于

28 d 的胶凝材料组成作为设计组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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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10%时，将具有潜在的碱 -骨料反应危害。而
我国铁道部《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补充标
准》附录 J 中规定：将具有碱-硅酸反应活性的骨
料与硅酸盐水泥、工程实际使用的矿物掺合料或外
加剂制成砂浆试件，采用快速砂浆棒法，若砂浆试
件 28 d 龄期时的长度膨胀率不大于 0.10%，则将矿
物掺合料或外加剂抑制混凝土的碱 -硅酸反应评定
为有效。
不同胶凝材料组成在 14 d 和 28 d 时对应的碱骨料反应膨胀率见图 9a 和 9b。当粉煤灰取代 15%
图 7 胶凝材料组成对混凝土开裂性能的影响
Fig. 7
Effect of cementitious material on composition
cracking resistance of concrete

以上的水泥时，砂的 14 d 碱 - 硅反应膨胀值约为

0.02%，当粉煤灰取代 20%左右的水泥时，在 28 d
碱-硅反应膨胀值约为 0.02%。从图 9 也可以看出，
和矿粉一侧的坐标轴相比，粉煤灰一侧等值线图更
为密集，表明粉煤灰比矿粉更有利于抑制碱-骨料反
应的膨胀值。随着辅助性胶凝材料掺量的增大，碱骨料反应的膨胀值往往随之减小。孔溶液碱度的降
低主要和辅助性胶凝材料和 C-S-H 的组成有关，随
着辅助性胶凝材料中 SiO2 含量的增大和 CaO 含量
的减小，碱-骨料反应的膨胀值随之减小[30]。本试验
中，水泥、矿粉和粉煤灰的 Ca/Si 比分别为 2.85、

1.14 和 0.03，粉煤灰的 Ca/Si 比最小，因此，和矿
粉相比，粉煤灰抑制碱-骨料反应更有效。由于辅助
性胶凝材料的增大，可有效降低氢氧化钙的含量，
也有利于降低碱骨料反应的膨胀值[31]。图 9b 中满
足要求的胶凝材料组成范围要小一些。因此，以
图 8

不同水泥-粉煤灰-矿粉组成时混凝土的开裂时间等值
线图
Fig. 8 Contours of concrete cracking time with cement-fly
ash-slag binder

图 9b 中膨胀率小于 0.10%区域作为满足抗碱骨料反
应要求的胶凝材料组成范围。

1.3.4

氯离子迁移

胶凝材料组成与混凝土 28 d

和 56 d 时的氯离子迁移系数的关系见图 10。从
Table 1

表 1 开裂风险等级划分
Classification of cracking risk level

图 10 可以看出，粉煤灰对混凝土的 28 d 和 56 d
氯离子迁移系数影响不大。然而，掺入矿粉降低

Cracking time tcr/d

Cracking risk level

了混凝土的 28 d 和 56 d 氯离子迁移系数。当矿粉的

0＜tcr≤7

High

7＜tcr≤14

Middle-high

取代率从 10%增大到 30%时，混凝土的 28 d 氯离子

14＜tcr≤28

Middle-low

tcr＞28

Low

1.3.3 碱骨料反应
碱骨料反应会使混凝土结
构产生膨胀、开裂甚至破坏，严重的会使混凝土结
构崩溃，是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根
据 ASTM C1260，当骨料在 80 ℃的 NaOH 溶液浸
泡 14 d 时的膨胀值小于 0.10%时，在实际工程中将
不会发生危害性的碱 -骨料反应膨胀。当膨胀值大

迁移系数从 5.0×10–12 m2/s 降低到 2.4×10–12 m2/s，其

56 d 氯离子迁移系数从 4.4×10–12 m2/s 降低到
2.2×10–12 m2/s。相关研究表明 [32–33]，由于辅助性
胶凝材料中的含铝相可以和氯离子反应，形成 F
盐，降低混凝土的空隙率和渗透性。因此，掺入
一定量的粉煤灰或矿粉降低了混凝土的氯离子迁
移系数。然而，由于粉煤灰和水泥浆的粘结强度
较低 [34]，和矿粉相比，粉煤灰对混凝土的氯离子
迁移系数影响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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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 d

Fig. 9

2018 年

(b) 28 d

图 9 三元胶凝体系下骨料 14 d 和 28 d 碱骨料反应膨胀值等值线图
Expansion contour plots of mortars at 14 d and 28 d for a ternary cementitious system with sand

(a) 28 d

Fig. 10

(b) 56 d

图 10 不同水泥-粉煤灰-矿粉组成时混凝土的氯离子迁移系数等值线图
Contours of chloride migration coefficient of concrete with cement-fly ash-slag binder

1.3.5 碳化性能
混凝土的 3 d 和 28 d 碳化深度
等值线图如图 11 所示。一方面，掺入辅助性胶凝材
料能消耗水泥水化产生的氢氧化钙，使得水泥基体
更密实，但也会降低混凝土的 pH 值；另一方面，
由于粉煤灰早期活性较低，掺入粉煤灰也增大了混
凝土的早期孔隙率，从而增大了混凝土的碳化深度。
从图 12 可以看出，掺入粉煤灰增大了混凝土的 3 d
和 28 d 碳化深度。当粉煤灰掺量为 10%，矿粉掺量
为 5%时，混凝土的 28 d 碳化深度达到最小，仅为
4.65 mm。适当限定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在图 12 中
可以得到适宜的辅助性胶凝材料组成。
1.3.6 胶凝组成的确定
基于以上试验结果，将
满足 5 种目标性能等值线图的临界线在同一图中叠
加，如图 12 所示。C40 混凝土应满足抗压强度大于

40 MPa，小于 48 MPa，开裂时间大于 28 d，碱-骨
料反应膨胀值小于 0.1% ，氯离子迁移系数小于
5.0×10–12 m2/s，碳化深度小于 6.50 mm。此外，根
据相关规范要求和工程实际要求进一步限定矿物掺
和料的范围，限定粉煤灰掺量小于 30%，辅助性胶凝
材料总量小于 50%。综合以上各个性能的指标要求，
在图 12 中，阴影区域内对应的胶凝材料组成能够满
足对混凝土多项性能的要求，从图 12 可以直接得出，
水泥用量 60%~85%，粉煤灰用量 10%~30%，矿粉用
量 5%~15%。在此胶凝组成范围内，混凝土能满足工
作性能、强度、抗碱骨料反应、抗开裂和抗氯离子渗
透各项性能要求，能够保证混凝土的新拌性能和长期
性能，再通过综合考虑经济成本、材料供应状况等实
际情况，选定具体的胶凝材料和混凝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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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d

(b) 28 d

图 11 不同水泥-粉煤灰-矿粉组成时混凝土的碳化深度等值线图
Fig. 11 Contours of carbonation depth of concrete with cement-fly ash-slag binder

混凝土组成。基于胶凝材料组成与不同混凝土性能
关系的等值线图，也可以预测不同胶凝材料组成下
混凝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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