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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条件下水泥基材料中氧气扩散预测模型
周露泉 1，金南国 1，付传清 1,2，田 野 1，蒋昊宇 1
(1.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58；
2.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14)
摘 要：将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扩散分为 Knudsen 型扩散、过渡型扩散及 Fick 型扩散 3 类，并将水泥基材料孔结构简化为
平行管束模型。根据孔尺寸分布密度函数，将 3 种扩散方式进行定量化表征，结合孔隙率和孔曲折度，建立了干燥条件下水
泥基材料的氧气扩散系数预测模型。利用自主研制的氧气扩散系数测定装置对干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进行测
定，结果表明试验值与预测模型计算值吻合度较好，且 3 种扩散方式中以过渡型扩散和 Fick 型扩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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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Model of Oxygen Diffusion in Cement-based Materials under Dry Condition
ZHOU Luquan1, JIN Nanguo1, FU Chuanqing1,2, TIAN Ye1, JIANG Haoyu1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The diffusion of oxygen in cement-based material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e., the Knudsen diffusion, the transitional
diffusion and the Fick diffusion. The pore structure of cement-based materials is simplified as a parallel tube bundle. The three
diffusion modes are characterized quantitively based on the density function of pore size distribution. Combined with the porosity and
the tortuosity, the oxygen diffusion prediction model of cementitious materials under dry conditions was proposed. The oxygen
diffusion coefficients of mortars were measured by an invented oxygen diffusion coefficient measuring device to verify the simulated
data by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experiment results are in reasonable agreement with the simulated data. Moreover, the transitional
diffusion and the Fick diffusion are the main modes among the three diffusion modes.
Keywords: dry condition; cement-based materials; oxygen diffusion; parallel tube bundle model

碳化和氯盐侵蚀是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锈蚀的主
要原因。而作为钢筋发生锈蚀电化学反应的必要条
件，氧气在混凝土中的扩散与传输也是影响钢筋锈
蚀速率以及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退化的重要因素[1–3]。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氯离子在混凝土中传输
扩散研究的较多[4–6]，而仅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二氧
化碳、氧气等气体在水泥基材料中的扩散性能，并
建立了相应的气体扩散模型[7–12]。Tittarelli[7]给出了

全浸泡条件下加入疏水剂对不同水灰比水泥基材
料的氧气扩散系数值的影响；Boher 等[8]建立了不
同水饱和度下的气体扩散模型，分析了材料初始饱
和度对不同水灰比水泥净浆中气体扩散的影响；耿
欧[9]根据 Fick 第 1 定律和氮吸附法研制出了氧气扩
散系数测试装置，测试并分析了水灰比、环境温度和
相对湿度对混凝土中氧气扩散系数的影响规律，
并在
[3]
其之后的研究中 给出了氧气扩散系数的预测模

收稿日期：2017–09–12。

Received date: 2017–09–12.

修订日期：2018–03–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478419，51678529，51378012)。

Revised date: 2018–03–30.

First author: ZHOU Luquan (1993–), male, Master candidate.

第一作者：周露泉(1993—)，男，硕士研究生。

E-mail: 1398313793@qq.com

通信作者：金南国(1959—)，男，博士，教授。

Correspondent author: JIN Nanguo (1959–), male, Ph,D., Professor.
E-mail: jinng@zju.edu.cn

· 1134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8, 46(8): 1133–1140

型；牛荻涛等[10]以大量实际工程调查结果为基础，
提出了以混凝土抗压强度为主要参数同时考虑环境
温度、相对湿度等综合影响的气体有效扩散系数计
算模型；汤玉娟等[11]从混凝土的孔结构参数出发，
利用分形理论建立了混凝土的气体扩散模型，验证
并分析了气体种类、水饱和度、分形维数对混凝土
气体扩散系数的影响规律。然而，上述模型大部分
以经验模型为主，仅反映了混凝土宏观组成及性能
参数(水灰比、强度等)对气体扩散性能的影响，而
从水泥基材料孔隙率、曲折度等细观结构出发，从
理论上推导混凝土中氧气扩散系数的研究较少，且
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基本只考虑 Fick 扩散，忽略了混
凝土中存在的 Knudsen 扩散和过渡区扩散；另一方
面，由于水泥基材料中气体扩散系数的测量要求采
用浓度梯度法，而由于水泥基材料的孔隙率低，气
体扩散系数小，就作者目前所能查阅的文献来看，
可以直接用于测量水泥基材料中氧气扩散系数的仪
器以及相应的标准测试方法较少，对于水泥基材料
中氧气扩散系数测定装置的研制仍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拟从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 3 种扩散方
式出发，采用平行管束模型来描述水泥基材料的孔
结构，建立干燥条件下水泥基材料中的氧气扩散模
型。并采用自主研制的水泥基材料氧气扩散系数测
定装置测试了干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
数，对所建立的扩散模型进行试验验证。该模型可
作为建立考虑不同湿度下水泥基材料中氧气扩散系
数的基础，为深入研究严酷环境下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服役性能退化问题提供基础。

1 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扩散方式
由分子扩散动力学理论可知，根据孔径大小与
扩散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大小，可将气体在多孔介
质材料中的扩散分为 Fick 扩散、Knudsen 扩散和
过渡区扩散 3 种机制。并可采用 Knudsen 数 K 来
区分 [8]，如下：

K




(1)

式中：K 为 Knudsen 数； 为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
m；  为孔径直径，m。
当 K≤0.1 时，气体在孔径中的扩散主要为 Fick
扩散，此时气体碰撞主要发生在扩散气体分子之间，
根据分子动力学理论，扩散系数方程为[13]：

1
8 RT
DF    
3
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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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F 为 Fick 扩散系数，m 2 / s ；R 为气体常量，
R  8.31J /  mol  K  ；T 为气体扩散时绝对温度，K；

M 为气体摩尔质量，kg/mol。
当 K ＞ 10 时，气体在孔径中的扩散主要为
Knudsen 扩散，此时气体扩散过程中碰撞主要发生
在分子与孔径管壁之间，扩散系数方程为[13]：

1
8RT
DK    
3
πM
式中， DK 为 Knudsen 扩散系数，m2/s。

(3)

当 0.1＜K≤10 时，气体在孔径中扩散时碰撞同
时发生在分子之间以及分子与管壁之间，即同时存
在 Fick 扩散和 Knudsen 扩散，将这种扩散称为过渡
型扩散，扩散系数方程为[13]：
1
1
1


DC DF DK

(4)

式中， DC 为过渡型扩散系数，m2/s。
对于氧气分子而言，其分子平均自由程与环境
温度与压强有关。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公式如下：
K BT
v
1
 

(5)
2
z
2π n
2π 2 P
式中： v 为气体分子平均运动速率，m/s； z 为分子
平 均 碰 撞 次 数 ， s 1 ； K B 为 Boltzman 常 数 ，

K B  1.38  1023 J / K ；P 为气体压强，Pa；n 为分
子 数 密 度 ， m–3 ；  为 气 体 分 子 直 径 ，

 O2  3.46  1010 m。
式(5)表明，氧气分子平均自由程与水泥基材料
的材料特性无关，在一定的温度、压强条件下，其
为一个常数。因此，当环境温度、压强条件不变时，
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扩散方式主要取决于水泥基
材料的孔隙结构。

2 水泥基材料孔结构简化模型
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孔结构具有随机性、不规则
性和复杂性，是影响气体扩散性能的关键因素。为
建立一种与水泥基材料实际孔结构较为一致的简化
模型，根据压汞试验得到的水泥基材料孔尺寸分布
概率密度函数 f ( ) ，作如下基本假设：

(1) 将水泥基材料不同孔径的孔隙简化为相互
独立的平行管束，平行管束的孔径不一致且连续分
布。各孔径的平行管束的数量按照孔尺寸分布概率
密度函数 f ( ) 连续分布，氧气分子在各平行管束之
中的扩散过程相互独立；

(2)

(2) 由于真实孔隙是迂回弯曲的，因此引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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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度  来表征管束的曲折程度，各平行管束的曲折
度相同；
(3) 水泥基材料实际孔结构与简化模型的孔隙
率相等。
根据以上基本假设，将孔径分布为 D1~Dk+1 的
水泥基材料按孔径大小分成 k 部分，且平行管束孔
径 D1~Dk+1 按照孔尺寸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f ( ) 连续
分布。若以中值孔径 i 定义为 Di~Di+1 区间的有效直
径；vi 定义为孔径在 Di~Di+1 区间的比例，则有如下
关系：
Di  Di 1

 i 
2

Di 1
vi 
Di f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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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束中的扩散属于 Knudsen 扩散。按照孔径大小，
将 0~0.1 有序分成 x 部分，则此时：
D1  0，Dx 1  0.1 ，Di 1  Di   / 10 x ；
故有效孔径 i 及各有效孔径的比例 vi 可由式(6)
得到。
因此，当 0    0.1 时，氧气分子在水泥基材
料中的 Knudsen 扩散系数部分为：
n

DK，t  DK，i  vi

(8)

i 1

式 中 ： DK，i 为 有 效 孔 径 为 i 的 平 行 管 束 中 的

Knudsen 扩散系数，m2/s；vi 为有效孔径为 i 的比例；

(6)

因此，在气体的扩散平面内，可将水泥基材料
孔结构简化为如图 1 所示的平行管束模型，根据孔
径大小，该模型包含 k 类孔径的平行管束 ( 1 ，

2 ， … k ) ， 且 每 类 平 行 管 束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vi
( i  1, 2，
，k )， v1  v2  v3  ..vk  1 。
根据 Androutsopoulos 和 Salmas[14]通过对各种
孔隙材料的研究提出的材料孔隙曲折度计算模型，
水泥基材料孔结构的平均曲折度 τ 可由压汞试验的
退汞残余量获得：

 4.996

  4.6242 ln 
 1  5.8032
 1   en


DK，t 为氧气分子在水泥基材料中总的 Knudsen 扩
散系数，m2/s。
(2) 过渡型扩散
当平行管束有效孔径 0.1 ≤   10 时，氧气
分子在管束中的扩散属于过渡区扩散。同上，将

0.1 ~10 有序分成 y 部分，则此时：
D1  0.1 ，Dy 1  10 ，D j 1  D j  99 / 10 y ；

故结合式(6)可得到当 0.1 ≤   10 时，氧气
分子在水泥基材料中的过渡型扩散系数部分为：
m

DC，t  DC，j  v j

(9)

j 1

式中：DC，j 为有效孔径为  j 的平行管束中的过渡型
(7)

扩散系数，m2/s；vj 为有效孔径为  j 的比例； DC，t

式中：τ 为水泥基材料的平均曲折度， en 为压汞试
验退汞残余量。

为氧气分子在水泥基材料中总的过渡型扩散系数，
m2/s。
(3) Fick 扩散
当平行管束有效孔径 10 ≤   K 时，属于 Fick
扩散。Fick 型扩散系数的大小与水泥基材料平行管
束孔径  无关。此时氧气分子在水泥基材料中的
Fick 扩散系数部分为：
DF，t  DF  vf

(a) Actual pore structure

(b) Parallel tube bundle model

图 1 水泥基材料孔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ore structure of cement based
materials

3 干燥条件下的氧气扩散模型
根据上节所述水泥基材料的平行管束模型，可
分别将干燥条件下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三种扩散
定量化，具体过程如下：
(1) Knudsen 扩散
当平行管束有效孔径 0    0.1 时，氧气分子

(10)

式中： vf 为有效孔径大于 10 倍氧气分子平均自由
程的孔隙比例；DF，t 为氧气分子在水泥基材料中总
的 Fick 扩散系数，m2/s。
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扩散时通过孔隙进行，且
扩散实际路径迂回曲折，远大于两表面的垂直距离。
根据 Boher[8]和 Frizon 及 Sercombe[15]等的研究，在
曲折管中，气体的扩散性降为之前的 1/τ；另一方面，
采用一维平行管束模型来描述水泥基材料中的孔结
构，而常用孔隙率测试方法(如压汞试验)反映的是
水泥基材料三维孔隙结构的特征。因此，对压汞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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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得到的孔隙率应该考虑孔隙方向对氧气传输扩散
的影响。假设水泥基材料中存在一个微小正方体单
元，如图 2，单元中孔隙结构各向同性，因此，当
氧气从单元中 A 点传输到 B 点时，有效传输路径为

量计)<0.5%；试验用水采用实验室自来水；并采用
苏博特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掺量以胶凝材料质量
为基准。试验所用配合比见表 1。

实际传输路径的1 3 。结合多孔材料的孔隙率，可
得到气体的有效扩散系数方程如下：
Dfe 



 D0
(11)
3 
式中：Dfe 为多孔材料中氧气的有效扩散系数，m2/s；
 为多孔材料孔隙率；D0 为气体在直的毛细孔中的
扩散系数，m2/s。

Fig. 2

图 2 气体在孔隙中扩散方向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gas diffusion direction in pores

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总的扩散系数应由 Knudsen
扩散系数、过渡型扩散系数与 Fick 扩散系数共同组
成[13]。因此，根据式(8)～式(10)，利用孔结构的平
行管束模型，可建立干燥条件下氧气在水泥基材料
中的扩散模型如下：

Dfe 

m
 n

  DK，i  vi  DC，j  v j  DF，f  vf  (12)

3   i 1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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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砂浆试件配合比
Mix proportion of mortar specimens

Table 1
Group

Mass ratio
Cement

Water

M-1

1

0.35

Fine aggregate
1.50

M-2

1

0.53

2.00

Water reducer
0.004

4.2

试件制备
将成型好的砂浆试件标准养护至 28 d 后，将其
切割成直径 100 mm、厚 20 mm 的圆片层试件，并
参照水泥基材料中的水分存在形式，将试件在
105 ℃烘干至质量恒定，此时可认为试件处于干燥
状态，即砂浆试件孔结构中不含游离的液态水，气
体在其中的扩散不会受到水分的阻碍。将烘干后的
试件侧面(非扩散面)涂覆足量的凡士林进行密封处
理，待用。试验时每个水灰比的砂浆试件重复试验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条件下该水灰比砂浆的氧
气扩散系数。
4.3 试验装置的设计及原理
目前的仪器大多是在水、气压力作用下对水泥
基材料进行的渗透性测试，其测试目的是确定水泥
基材料的渗透系数而非扩散系数。本课题组在总结
国内外研究成果[8–9,15]设计了如图 3 所示的试验装
置。整个装置由加气系统、试件、左右腔室、传感
测试系统、数据采集系统五部分构成。经课题组反
复尝试验证，该装置具有良好的气密性，且操作简
便，通过确定合适尺寸的试件，能得到稳定可靠的
试验数据。

4 实验
4.1

原材料与配合比
为验证式(12)所建立的干燥条件下水泥基材料
的氧气扩散系数预测模型，以砂浆为试件，测定了
干燥条件下的氧气扩散系数，试验所用原材料及性
质如下：
水泥采用 P·I52.5 水泥相应水泥熟料加 5%二
水石膏 (CaSO4·2H2O) 粉磨满足标准要求，碱含量
(以 Na2O+0.658K2O 计 )不大于 0.60%，比表面积
为 350~370 m2/kg ； 细 骨 料 采 用 河 沙 细 度 模 数
2.5~2.6，含泥量(按质量计)<1.5%，泥块含量(按质

1–Mortar specimen; 2–Epoxy resin; 3–Rubber gasket; 4–Chamber wall; 5–
Intake valve; 6–Moving piston; 7–Studs; 8–Oxygen sensor probe; 9–Oxygen
detector; 10–Recorder; 11–Computer.

图 3 氧气扩散系数测试装置示意图
Fig. 3 Test schematic of oxygen diffus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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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在试件两侧腔室中分别充入氧气和氮
气，以形成一个初始的氧气浓度差，氧气在浓度差
的作用下通过水泥基材料试件的扩散面进行扩散。
由于腔室两边移动活塞的存在，试件左右两腔室的
气体压强时刻保持与外界大气压相等，即在整个试
验过程中，氧气扩散的驱动力仅为浓度梯度。随着
试验的进行，两侧的氧气浓度梯度逐渐减小，当两
侧氧气浓度接近时，停止试验，整个试验过程中通
过氧传感器及记录仪测出不同时刻下试件左右两侧
腔室氧气的体积分数。
由于该试验氧气为非稳态扩散，即腔室中氧气
浓度随时间会发生改变，因此不能直接采用 Fick 气
体扩散第 1 定律进行计算。然而在足够小的 dt 时间
内，氧气扩散依然遵循 Fick 气体扩散第 1 定律。应
该指出的是，尽管水泥基材料中存在 3 种扩散方式，
但是这 3 种扩散方式是指在微观尺度上气体分子在
孔隙中的碰撞、运动方式，但它们在宏观尺度上
气体扩散依然遵循 Fick 气体扩散第 1 定律。故在
该测试方法下，假定氧气扩散方式为 1 维扩散 [15]
则有：

dN   Dfe 

 C 
L

 S  dt

(13)

 C 
式中：dN 为 dt 时间内通过试件的氧气量，mol；
L
4
为氧气在试件左右两侧的浓度梯度，mol/m ；S 为
氧气的有效扩散面积，m2。
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力下，气体的扩散速度与其
密度或分子量的平方根成反比。因此，对于氧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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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刻下：
 C 

C2  C1
 C L
(16)
L
L
式中： C2 为某时刻下高氧腔室中的氧气浓度，
mol/m3；C1 为相同时刻下低氧腔室中的氧浓度值，
mol/m3；L 为试件厚度，m。


由前述可知，

 C 

是与时间相关的函数，即不
L
同时刻下砂浆试件的左右两腔室的氧浓度梯度不
 C 

与时间的具体函数可根据试验记录的数
L
据利用 OriginPro9.1 软件进行数据拟合得到，由此
可由式(15)得到所测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
同。而

5 结果及验证
5.1

结果
将处理好的砂浆试件置于图 3 所示装置中，并
将整个装置置于标准大气压、288 K 的恒温室内，
避免温度对气体扩散的影响，见图 4。根据记录仪
所记录的砂浆试件不同时刻下左右两侧腔室的氧气
体积分数，得到不同水灰比下砂浆左右两侧的氧气
浓度梯度随时间的关系及拟合函数见图 5。因此，
由式(15)可得到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
值，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水灰比的提
高，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也在增加，在该试验
条件下，水灰比为 0.35 和 0.53 的砂浆试件，其干燥
下的氧气扩散系数试验平均值分别 5.38×10–8 m2/s
和 8.60×10–8 m2/s。

氮气来说，两者的分子量的平方根非常接近(5.65 与

5.29)，可近似认为氧气的扩散速度与氮气扩散速度
近似相等，即左右两腔室的压强时刻相等且腔室体
积在扩散过程中基本不变。
由式(13)可知，停止实验时总的氧气扩散量为：
 t  C 

N  Dfe   
 dt   S
0 L



(14)

所以，砂浆试件的有效扩散系数为：
 t   C 
 
 dt   S 
Dfe  N /  
 0 L
 

(15)

根据左右两腔室所记录的不同时刻下的氧气体
积分数、腔室体积以及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得到两
腔室不同时刻下的氧气浓度值，假定氧气浓度在试
件中线性分布[7]，且氧气扩散为一维扩散，可得某

图 4 试验装置
Fig. 4 Test device

5.2

模型验证
式 (12) 所建立的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扩散
系数预测模型，其关键在于孔尺寸分布密度函数
的获取。因此，对试验所用砂浆试件进行压汞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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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从而得到孔尺寸分布和孔曲折度，试验结果
如图 7 所示。并采用多峰 Gaussian 函数对孔结构
曲线进行拟合 [16]，各参数的拟合结果及孔曲折度
结果见表 2。

(a) Water-cement ratio=0.35

Fig. 5

Fig. 6

由式 (5)可知在该温度和压强条件下，氧气分
子的平均自由程   75 nm 。在本研究中，参数 x、
y 是水泥基孔径的划分段数。x、y 取值越大，即划
分越细，所得结果越精细。通过比较分析，当 x、

(b) Water-cement ratio =0.53

图 5 砂浆试件两侧氧气浓度梯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Curves of oxygen concentration gradient with time on both sides of mortars

(a) Water-cement ratio =0.35

(b) Water-cement ratio =0.53

图 6 干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P=101 kPa，T=288 K)
Oxygen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mortar specimens under dry conditions (P=101 kPa，T=288 K)

(a) Water-cement ratio=0.35

Fig. 7

2018 年

(b) Water-cement ratio=0.53

图 7 砂浆试件的孔尺寸分布
Pore size distribution f ( ) of mortar specimens

第 46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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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 2 砂浆试件的孔尺寸密度函数、孔隙率和孔曲折度
Pore size density function, porosity and pore tortuosity of motar specimens






2 



 d  xc,i   
Ai



* exp  2 * 
Fitting function： f      ai 
 
2 


 wi   
i 1 

 wi * s  PI  


 2  



n

Water-cement
ratio

ai

Ai

Wi

xc,i

i=1

1.10*10–4

0.016 61

3.649 9

12.161 32

i=2

1.10*10–4

0.664 02

48.055 68

67.709 66

i=1

3.46*10–5

0.085 26

20.249 71

23.638 48

i=2

–5

0.567 65

57.769 35

81.789 87

0.35

0.53
3.46*10

Porosity φ

Tortuosity τ

0.955 3

0.136 8

8.888 2

0.925 75

0.195 5

7.792 1

R2

y 分别大于 50、500 时，计算结果的精度提高有限。

因此本研究中选取 x=50，y=500。结合砂浆孔径分
布密度函数，由式 (12)计算得到该条件下砂浆试件
的氧气扩散系数理论值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出，
氧气在水泥基材料的 3 种扩散方式中，过渡区扩
散最多，Fick 扩散次之，纯 Knudsen 型扩散最少，
可以忽略，这是由于砂浆孔径分布中分别对应于 3
种扩散方式的比例不同导致。但为了表示氧气在
水泥基材料中扩散方式的完整性，本理论模型公
式中并未将第 1 项舍去。另外，将模型计算结果
与试验值及文献 [10] 中提出的气体扩散模型理论
值的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9。在该条件下，氧气在
两种水灰比砂浆中的扩散系数理论值与试验值的
误差分别为 0.19%和 0.94%，且与其他两种模型对

Water-cement ratio

图 9 干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oxygen diffusion coefficient of mortar
specimens under dry conditions

6 结论

比可发现所建立的理论模型与试验值最为接近。

1) 基于水泥基材料孔结构平行管束模型假设，

因此，本理论模型合理考虑了氧气在水泥基材料

合理考虑了氧气在水泥基材料中的 3 种扩散方式，

中的 3 种扩散方式，并通过试验验证了模型的准

建立了干燥条件下水泥基材料中的氧气扩散系数预

确性，可以用于干燥条件下水泥基材料中氧气扩

测模型，并进行计算。分析表明，3 种扩散方式以

散系数的理论计算，并作为不同湿度下氧气扩散

过渡型扩散和 Fick 型扩散为主，而 Knudsen 型扩散

系数预测模型建立的基础。

很少，可以将其忽略。
2) 自主设计了水泥基材料中氧气扩散系数的

测定装置，并利用其对干燥条件下 2 种水灰比的砂
浆试件进行氧气扩散系数测定，试验结果表明氧气
扩散系数随着砂浆水灰比的提高而增大，同时也证
明了该装置可用于氧气扩散系数的测定，且操作简
便，数据准确可靠。
3) 将干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理

论值与试验值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所建立的预
测模型理论值与试验值吻合较好。因此，该模型可
Water-cement ratio

图 8 干燥条件下砂浆试件的氧气扩散系数 DO2 理论值
Fig. 8 Theoretical value of oxygen diffusion coefficient DO2 of
mortar specimens under dry conditions

用于干燥条件下水泥基材料的氧气扩散系数的理论
计算，并进一步用于分析大气环境中因二氧化碳、氧
气等气体扩散引起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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