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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表面硅烷浸渍及其长期防护效果研究进展
李克非 1，景 炜 1，杨 睿 2
(1.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北京 100084；2.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 要：综述了硅烷材料对混凝土材料表面憎水处理的基本原理，硅烷浸渍对混凝土材料吸水性等物理性质的影响，硅烷浸
渍材料的长期老化机理、老化实验室表征，实际工程对硅烷浸渍憎水性的长期观测，以及规范标准层次上对硅烷浸渍的技术
要求与耐久性寿命设计。现有的科学认识、试验结果和长期工程观测表明：异丁(辛)基三乙氧基硅烷可有效降低混凝土表面
与液态水相关的传输，但在外部水压作用下憎水性会失效；与长期维护相关的碳化后混凝土硅烷浸渍特性相关研究有待开展；
硅烷浸渍的长期老化可能存在光氧老化和碱老化等机理，红外光谱和气相色谱是主要表征手段，相关的定量研究尚有不足；
硅烷浸渍已经为工程广泛使用、并进入了技术标准，但相应的定量寿命设计与评估技术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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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Silane Impregnation of Concrete Surface and Its Long-Term Hydrophob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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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water absorption, ageing mechanisms and laboratory characterization, long-term practic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rom
standards and service life design and predi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effect of hydrophobic treatment of concrete surface by silane were
reviewed. Silane,e.g., triethoxyisobutylsilane and triethoxyisooctylsilane, can restrict the liquid-based transport across the concrete
surface, which is sensitive to water pressure, and the efficiency on the concrete at a low pH value is not yet clarified. The ageing of
silane impregnation can be induced by external photo-oxidation and internal alkaline environment of concrete. The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available in laboratory includ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and pyrolysis gas chromatograpy-mass
spectrometry(PGC-MS), but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are still lack. The silane impregnation is widely used in practice, and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tandards are available, but tools for service life design and prediction are still needed.
Keywords: concrete; silane impregnation; water absorption; ageing mechanism; durability

烷基烷氧基硅烷材料(以下简称硅烷)是一种有
机硅材料，可以用于对混凝土等水泥基材料表面进
行憎水处理。硅烷材料表面能较低、黏度较低，易
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剂但不溶于水，在酸性或碱性条
件下会与水发生水解反应，生成活性较高的羟基硅
烷，然后羟基硅烷之间可发生缩合反应、生成憎水
的网状分子结构[1]。由于这种特性，当硅烷被涂刷
在混凝土表面后，会渗入材料内部，然后在混凝土

内部碱性环境中发生水解，生成的羟基硅烷之间以
及与混凝土表面羟基发生缩合反应、附着于混凝土
表面，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硅烷浸渍处理[2]。经过
浸渍处理，硅烷的烷基使混凝土表面以及内部孔隙
具有憎水性、阻碍液态水进入混凝土内部孔隙，从
而隔离外部水溶性侵蚀介质的侵入。
使用硅烷浸渍对
混凝土材料进行憎水处理的工程实践始于 1940 年，
经过不断研究，浸渍材料已经聚焦到异丁(辛)基三

收稿日期：2018–12–07。

Received date: 2018–12–07.

修订日期：2019–01–19。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B0309904)；浙江省交通厅交通工
程建设科研计划项目(2018035)。
第一作者：李克非(1972—)，男，博士，教授。

Revised date: 2019–01–19.

First author: LI Kefei (1972–), male, Ph.D, Professor.
E-mail: likefei@tsinghua.edu.cn

· 1182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19, 47(8): 1181–1190

2019 年

乙氧基等几种硅烷品种上，其施工方法简单、成本
较低，因而在工程中有广泛应用[3]，近年来国内外
使用硅烷浸渍处理技术的重大工程包括丹麦大贝尔
特海峡工程、香港青马大桥以及刚通车的港珠澳大
桥等。国内外的耐久性技术标准均将表面硅烷浸渍
作为有效的表面防护措施[4–6]。
硅烷作为有机材料在环境因素作用下会发生老
化，混凝土表面(层)的憎水效果会随着这一老化过
程而丧失。硅烷材料老化机理尚在研究过程中，老
化过程的定量描述在科学研究层面上并没有解决，
因此硅烷浸渍在工程应用中的保护年限尚不能准确
预测，这导致目前技术标准基本都将表面硅烷浸渍
处理作为耐久性安全储备，不能考虑其对结构使用
寿命的贡献[5–9]。显然，深入研究硅烷浸渍的憎水特
性的老化规律对科学认知和工程应用都有重要意
义。针对这一研究需求，本文结合近年来的工程应
用效果，综述了硅烷浸渍的耐久性防护机理与效果，
特别是在自然环境下的长期防护效果，梳理了科学
认识和工程应用两个层面研究的现状与不足，以指
出确定防护年限定量化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首
先综述了硅烷浸渍与混凝土表面作用的机理与憎水
效果，然后分析“硅烷-混凝土”复合材料体系在自
然条件下的老化机理与工程长期观测结果，简述硅
烷浸渍材料耐久性防护年限的定量化模型，最后指
出在机理研究和工程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孔隙)表面更有利于反应(2)的进行，因此在工程中
硅烷浸渍在相对干燥的混凝土表面更加有效。通过
(1)、(2)两步反应，硅烷在混凝土孔隙表面形成了
稳定的聚合网络，其中的烷基 R 赋予了混凝土孔
隙表面憎水性。在自然条件下，干燥的混凝土表面
一般需要数小时到数天来完成水解和缩合过程[11]。
研究表明，硅烷单体分子越小越有利于渗入混凝土
孔隙，单体分子越大越有利于缩合反应的进行；硅
烷单体的反应速率与混凝土内部的 pH 值和温度有
密切关系[3]。

1 硅烷与混凝土表面的作用

征，文献[12–13]研究表明：未经硅烷浸渍处理的混

1.1

凝土表面亲水，接触角为 0°；经过硅烷(异辛/丁基

硅烷在水泥基材料表面的反应机理
硅烷是一种小分子物质，液态硅烷具有较低的
黏度，可通过混凝土表面开放孔隙渗透到材料内部
一定深度；膏状硅烷附着于混凝土表面，硅烷分子
会持续渗入混凝土内部。硅烷单体分子在混凝土内
部水分的作用下发生水解反应生成羟基硅烷：
R-Si-(OR)3+nH2O→R-Si-(OR)3-n(OH)n+nROH(1)
其中：n≤3，表示硅烷水解的程度[1]。水解产物羟
基硅烷活性较高，羟基硅烷之间可继续发生缩合反
应，方程式如下：
2R-Si-(OH)3 → R-(OH)2SiOSi(OH)2-R+H2O (2)
上述缩合反应可发生在羟基硅烷之间以及羟基
硅烷和混凝土表面水化产物之间，前者使硅烷在混
凝土表面形成二聚体甚至多聚体的网状结构，后者
使硅烷和混凝土表面之间建立化学连接，两类缩合
反应如图 1 所示[10]。
缩合反应会引起脱水过程，相对干燥的混凝土

(a) Condensation reactions between the hydroxysilanes

(b) Condensation reactions between the hydroxysilane and cement hydrates

Fig. 1

图 1 羟基硅烷的缩合反应
Condensation reactions of hydroxysilane

混凝土获得的憎水性可用材料表面接触角来表

三乙氧基硅烷、短链烷基烷氧基硅烷)浸渍处理的混
凝土表面的接触角在 117.5°到 127.5°之间。硅烷浸
渍的憎水效果会降低外界水分以及溶解在水分中的
有害离子对混凝土材料的侵入，下面分别通过表面
吸水率和氯离子扩散系数来表征其对混凝土耐久性
的保护效果。
1.2

硅烷浸渍对表面吸水率的影响
干燥混凝土的表面与水接触时，水分会在孔隙
表面张力的作用下进入混凝土内部，这一过程称为
表面吸水；表面吸水是混凝土与环境物质交换的重
要形式，因此混凝土表面吸水性质被作为耐久性的
重要指标[14]。混凝土表面吸水性常用表面吸水率来
表示，其测试方法是将经过(含水率)预处理的试块
侧面封闭，将暴露表面浸入水中，持续记录试块的
吸水质量，利用单位面积吸水体积 I 和时间平方根
的线性关系来确定吸水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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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S t
1/2
1/2
其中：吸水率 S 的单位为 mm/s 或者 mm/h 。常用
的吸水率率测试方法包括 ASTM C1585 方法[15]、
RILEM PCD 方法[16]以及英国标准(BS)方法[17]。经
过硅烷浸渍后，混凝土表面吸水率会明显降低，相关
技术标准直接使用对混凝土表面吸水率的降低程度
作为硅烷浸渍的检验标准[18]。硅烷浸渍对混凝土表
面吸水率的降低作用具体见文献[13,19–25]，文献研
究采用的硅烷种类和试验条件都不尽相同，
但总体上

(a) Ref. [26]

(c) Ref. [13]

硅烷浸渍前后表面吸水率的降低比率达到了 75%以
上、甚至达到了 98%。硅烷浸渍后混凝土表面的吸
水率的降低受到多个因素影响，
主要包括硅烷的化学
组成、硅烷材料的含量、混凝土预处理与表面涂刷(涂
敷)处理方式等，其中关键因素是混凝土孔隙含水率。
孔隙水会有效阻断硅烷渗入，孔隙含水率高的混凝
土，硅烷不仅渗入深度小，而且硅烷渗入范围内只能
作用于干燥(大)孔隙，外部介质仍然可以通过未浸渍
孔隙进入混凝土内部，即憎水效果较差。

(b) Ref. [27]

(d) Ref. [21]

w/c is water cement ratio.

Fig. 2

图 2 混凝土硅烷浸渍憎水效果的影响因素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the hydrophobic effect of silane impregnation

图 2 根据文献数据分析了硅烷浸渍后吸水率的
降低与硅烷浓度(有效含量)、混凝土干燥程度(相对
湿度)、表面涂刷次数以及混凝土表面力学磨损的关
系[13,21,26–27]。其中，混凝土表面潮湿程度对硅烷浸
渍效果的影响对工程应用有重要意义：图 2 数据表
明 100%湿度条件下硅烷浸渍后混凝土表面的吸水
率比 50% 湿度条件下要高 1 个数量级，充分说明
干燥表面对硅烷浸渍憎水效果的重要性；液态硅烷
有效浓度低于 20%时，浸渍处理不再显示有憎水保

护效果[21]；另外，涂刷次数的减少、磨损深度的增
加均会明显削弱硅烷浸渍的保护效果[13,26]。研究还
表明，硅烷浸渍的保护效果和具体吸水方式还有关
系：文献[26]将硅烷浸渍的混凝土试块分别进行单面
吸水试验和浸没吸水试验，浸水深度为 25 cm。结
果表明，浸没吸水量比单面吸水量有大幅增加，如
图 3 所示。
值得注意，文献[26]研究对硅烷浸渍的记录并不
完整，明确了硅烷用量但未明确液态硅烷浓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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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然而其试验结果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
于孔隙材料而言，孔隙表面张力和平衡表面张力的
水头高度可以用 Laplace 定律表示，
h

2 cos  7.197  10 6

(m)
r g
r

(4)

其中：r 表示孔隙材料的特征孔径； 表示水表面张
力(71.97×10–3 N/m，25 ℃)；为孔隙内表面与水的

2019 年

接触角，对于硅烷浸渍混凝土根据文献可取
117.5°~127.5°[12–13]。图 3 表示了不同接触角下水头
压力与能够克服的特征孔径的关系。一般来讲，混
凝土材料的特征孔径在 20~50 nm 范围，即 20~50 cm
的水头就能克服普通混凝土硅烷浸渍产生的憎水效
果。由此进一步可以引申，硅烷浸渍对混凝土的保
护效果限于暴露在大气中的材料表面。

(a)

(b)

图 3 混凝土表面吸水与浸没吸水量(a)硅烷浸渍平衡水头(b)
Fig. 3 Surface and immersed absorption (a) and equilibrium water head for silane impregnation (b)

1.3

硅烷浸渍对离子扩散的影响
硅烷浸渍对混凝土耐久性保护的另一个重要
方面是限制溶于水中的有害离子向材料内部迁移，
包括 Cl–，SO42–等离子。外部有害离子向混凝土内
部迁移主要通过扩散(浓度差驱动)和渗透(液体压
力差驱动)过程进行，同时离子迁移过程中还可以
和混凝土中的水化产物发生物理和化学的结合作
用[28]。图 4 汇总了经过硅烷浸渍处理的混凝土接触
含有 Cl–的溶液或者海水时氯离子的渗入深度；文
献原始数据采用不同质量百分比单位(混凝土和水

(a) Under immersion

泥)来表示氯离子浓度，为便于比较，图 4 将氯离
子浓度按照其表面第 1 个测定值进行了单位化处
理。试验数据表明，硅烷浸渍对于浸泡和干湿交替
条件下氯离子的侵入均有明显的限制作用，表明通
过表面憎水处理来限制水溶性氯离子的侵入是有
效的。为定量比较表面硅烷浸渍对浸泡和干湿交替
条件下氯离子侵入的影响，对图 4 同一条件下氯离
子侵入总量进行计算(即浓度分布的积分值)；结果
表明：表面硅烷浸渍对氯离子侵入的有效降低总体
上在 60%左右。

(b) Drying wetting

图 4 硅烷浸渍对混凝土氯离子迁移的影响
Fig. 4 Impact of silane impregnation on chloride i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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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迁移试验，如用 RCM 方法[37]研究硅烷浸渍对混
凝土抗氯离子侵入能力的提高[13,23,25,38–39]。表 1 汇
总了部分文献使用电迁移试验分析硅烷浸渍保护效
果的研究结果。结果显示，经过硅烷浸渍处理的混
凝土，电迁移方法测量的氯离子扩散系数要比未浸
渍的混凝土降低 17%~65%。但这个数值降低须谨慎
解读：首先，混凝土氯离子扩散系数的数量级很小，
为 10–12 m2/s 量级，扩散系数在数量级上的改变才
会被视为显著改变，因此表 1 中的数据改变并不显
著；其次，电迁移试验的混凝土试件均要进行饱水
处理，硅烷浸渍可能导致混凝土试件饱水处理不完
全而使电迁移偏离饱和状态，尤其是水胶比较低的
致密混凝土。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使用电迁移加
速方法评价硅烷浸渍的有效性从机理层面上并不
严格。

图 4 为毛细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氯离子传输过程
(表面吸水或干湿交替)，此时硅烷浸渍可以起到保
护作用。对于长期浸没在盐(海)水环境中的混凝
土，结合图 3 的计算可知外部水压会克服硅烷浸
渍的憎水效果，因此硅烷的长期作用较弱 [32]。另
外，有文献[33]表明，长期浸泡在盐溶液中的混凝
土，内掺硅烷(在混凝土拌合过程中加入硅烷)反而会
促进氧的进入，加快钢筋的锈蚀。
文献 [34–36] 开展了硅烷浸渍对防止环境硫酸盐
破坏的试验研究，其中混凝土与硫酸盐溶液的接触
方式有长期浸泡[34]、部分浸泡外加干湿交替[35]以及
浸泡外加疲劳加载的方式[36]。结果表明，硅烷浸渍
的憎水效果也有效地降低了硫酸盐的侵入，并降低
了由于硫酸盐侵入引起的材料损伤，包括力学强度
降低和质量损失。同时，不少作者直接使用实验室
Table 1

表 1 硅烷浸渍对混凝土氯离子电迁移试验结果的影响
Impact of silane impregnation on chloride diffusivity of concrete
Cl diffusivity/

Silane (quantity)

Concrete

Silane, siloxane

w/c ratio is 0.55;

(0.4 L/m2)

100 mm25 mm

Pre-treatment

Test method

170

60.0

65

[38]

3.5

2.9

17

[26]

RCM[37]

3.0

1.8

40

[39]

RCM[37]

9.8

5.5

44

[7]

RCM[37]

16

10.0

36

[13]

Impregnation, 20 ℃ 5.0 mol/L NaCl/ 7.5 V/Water, 14 d,
RH95%, 2 d

measure Cl- concentration

w/c ratio is 0.52;

100 ℃ dry,

0.3mol/L NaOH/30V/3%NaCl,

100 mm50 mm

impregnation, 7 d

30 h, measure ingress depth

w/c ratio is 0.36;

(98.9%)(600 mL/m )

100 mm25 mm

Triethoxyisobutylsilane

w/c ratio is 0.4;

emulsion (600 g/m )

100 mm50 mm

Triethoxyisobutylsilane

w/c ratio is 0.5;

(99%)(unknown)

100 mm50 mm

2

Surface dry,
impregnation,
curing 7 d
Oven-dry,
impregnation,
absorption 7 d
40 ℃ oven-dry
48 h, impregnation,
curing 7 d

2 混凝土表面硅烷浸渍的长期效果
2.1

After

(unknown)

2

Decreasing rate/% Reference

Before

Silane, siloxane

Triethoxyisobutylsilane

(10–12m2.s–1)

硅烷浸渍材料的老化机理
硅烷浸渍憎水特性的长期保持依赖于稳定存在
于孔隙表面的硅烷。硅烷属于有机材料，在自然环
境的大气、温度、水分以及光线的作用下会发生老
化[12,40–42]。在大气中紫外线和氧气作用下，硅烷浸
渍材料中的烷基，式(2)中的 R 可以发生活化、氧化，
形成 ROOH 自由基，导致硅烷链断裂、生成不具有
憎水特性的含氧基团，从而使硅烷浸渍表面失去憎
水能力[43–44]，图 5 示意了光氧老化过程：烷基局部
接受光子能量而激发，进而裂解生成自由基；自由
基可吸收氧气生成反应活性更高的过氧自由基；过
氧自由基夺氢后生成的氢过氧化物不稳定，又可分

裂增加自由基数量，自由基之间可发生转移；自由
基产生部位可发生链断裂使烷基长度降低，或产生
含氧基团如羟基、羰基、羧基等非憎水基团。

图 5 硅烷光氧老化过程示意图
Fig. 5 Illustration of silane photo-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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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氧老化过程中，光子能量大小对激发烷基生
成自由基的光化学反应很重要：只有光子能量达到
一定能级才能触发自由基的生成。光子能量大小直
接和光线波长相关；理论上烷基中 C—C 键和 C—H
键不能吸收波长长于 200 nm 的光线[44]；而在自然
光分布中波长小于 300 nm 的紫外线辐照度已经很
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烷基在自然光下发生老
化与硅烷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相关[43]。图 6 为自然太
阳光的波长与辐照度的分布情况，以及几种常见实
验室模拟光线的波长与辐照度的分布。按照上述原
理，实验室模拟光源只要在 300~340 nm 区间和自
然光接近就可以达到对自然条件下光氧老化的模
拟效果。
在硅烷浸渍过程中发生的缩合反应(2)，在碱性
环境中可能发生水解反应，即图 1b 所示反应的逆过
程[42]：在 OH–的作用下，硅烷多聚体的硅氧键断裂
分解成羟基硅烷分子，硅氧键的断裂同时也使硅烷
和水泥水化产物之间的链接破坏，导致水泥基材料
表面憎水特性的丧失。虽然这一机理尚未在实验室
进行透彻研究，但长期工程观测表明了这种老化机
理的可能性[41]。同时应该注意到，在自然环境中硅
烷还会受到温度等其他因素的作用，目前这些因素
对硅烷浸渍憎水特性的长期衰减还缺乏机理层面上
的认识。

2019 年

泥基材料进行分析时，需要特别注意水泥基材料各
种物相本身的化学键对硅烷成分观测的影响。以
Si—O—Si 键为例，虽然理论上可以使用其特征峰
面积变化来追踪硅烷硅氧键的断裂[40]，但考虑到水
泥水化主要产物水化硅酸钙(C-S-H)也含有大量的
Si—O—Si 键，而且在数量上主导，因此很难直接
在红外图谱上进行定量分析。即便如此，红外光谱
仍然具有直观性强、易于测量的特点，使其适于老
化过程分析。
2.2.2

裂解气相色谱-质谱对于硅烷浸渍的水泥基

材料，在短时高温作用下会同时发生硅烷的裂解挥
发和水泥基材料的分解；如果硅烷经历了光氧老化，
则会含有含氧基团，其裂解碎片相对未老化的硅
烷相对含量会发生变化；色谱分析的精度比红外
光谱高，可用于定量分析硅烷的成分变化。从原
理上讲，色谱适用于研究光氧老化过程，而不适
用于水解过程。
2.2.3

材料宏观憎水性

接触角是材料憎水性变

化 的 最 直 接 表 征 。 王 学 川 等 [13] 使 用 紫 外 灯
(UVA340，0.68 W/m2)对进行硅烷浸渍处理的砂浆试
件表面进行照射(照射 8 h、喷水 2 min、冷凝 4 h 为
1 个循环)，持续时间为 2 400 h。随循环照射作用，
砂浆表面接触角逐渐下降；试验结束后材料表面磨
去 1 mm，接触角有明显回升；表明紫外光主要在材
料表面，内部硅烷受影响较小。
毛细吸水率也是憎水性变化的直接表征。在同
一试验中[13]，硅烷浸渍老化过程中砂浆试件表面吸
水率逐渐上升，试件最终的吸水率(0.01%)仍明显小
于未作处理试件的吸水率(8.3%)。许星鑫[40]对硅烷
浸渍的砂浆试件进行了紫外老化(强度 1 mW/cm2，
温度为 40、50、60 ℃，时间 12 d)和热老化实验(温
度为 60、70、80 ℃，时间 12 d)，发现在紫外老化
和热老化后，经过硅烷浸渍处理的砂浆试件的吸水
率明显上升。
硅烷浸渍深度的追踪和测量也是工程中对硅烷

图 6 自然光和常用实验室光源的波长-辐照度分布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radiation intensity in terms of
wavelength range for different light sources [45]

保护效果的直接表征方法。对浸渍处理混凝土的劈

2.2 硅烷浸渍材料老化的实验室表征技术
2.2.1 红外光谱
红外光谱是硅烷材料化学成分
最常用的分析方法。硅烷浸渍材料中的硅氧键的特
征频率为 814~1 280 cm–1，烷基 C—H 键特征频率为
2 830~3 000 cm–1。使用红外光谱对硅烷浸渍后的水

个硅烷浸渍处理混凝土钻芯进行了 20 余年的持续

[45]

裂面进行喷水或用水性颜料进行染色处理之后，就
可得到材料憎水深度。文献[41]就使用该方法对 200
追踪。
2.3

硅烷浸渍材料老化的长期效果观测
相比于试验室的加速老化试验，实际工程对
硅烷浸渍憎水效果的长期观测更为可靠。Morad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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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1]对美国俄亥俄洲 60 座采用硅烷浸渍技术的混

300 g/m2，7 a 之后补做 1 次喷涂。在工程建成后 3、

凝土桥梁取芯 300 余个，芯样混凝土的使用年限

5、12 a 钻芯取样，测量了试样氯离子含量及分布。

分布在 6~20 a 之间，通过芯样的憎水深度来推定

混凝土憎水深度测试表明，使用 12 a 后硅烷浸渍的

硅烷浸渍的深度；研究发现，硅烷浸渍深度在使

保护深度并未减少。

用 12 a 后开始下降，对服役 15 a 的桥梁，其硅烷

图 7 给出了苏格兰 Dornoch Firth 暴露试验场

浸渍的平均深度相比 12 a 内的下降了 25%，而服

和比利时 Zeebrugge 港口的长期氯离子渗入深度数

役 17~20 a 的桥梁，其平均深度相比 12 a 内的下降

据。氯离子浓度分布表明，Dornoch Firth 暴露条件

了 75%；而且硅烷浸渍深度的减少呈现从混凝土

下(潮汐区)，硅烷浸渍没有明显增加混凝土抵抗氯

内部向表面发展的趋势，即憎水深度逐年向表面

离子侵入的能力；而 Zeebrugge 港口的暴露条件下

回退；而直接接受自然光照射的混凝土表面的憎

(取样点在潮汐区之上)，硅烷浸渍的保护效果相对

水失效并不明显。作者由此推断，硅烷浸渍效果

比较明显。文献[48]也有相同的长期观测结论。上述

退化可能是由混凝土高碱性孔隙溶液引发的水解

几个典型长期观测提供了几个有用的信息：首先，

过程。

硅烷浸渍的长期失效可能主要不是由光氧老化过

Nanukuttan 等

[31]

在苏格兰的 Dornoch Firth 临海

程主导的，混凝土内部的碱性环境引起的硅烷的再

环境设立了暴露试验场，制作了水灰比为 0.4 的混

次水解可能更加重要；其次，直接接触海水条件下，

凝土短桩，部分短桩制作后进行了硅烷浸渍处理；

硅烷浸渍保护仅能维持短期效果，长期海水直接作

构件设置了 3 种海水暴露环境：大气区、浪溅区、

用会减弱甚至完全抵消硅烷浸渍的保护效果；最

潮汐区。暴露实验持续 7 a，期间取样检测氯离子含

后，在海洋大气区硅烷浸渍的保护效果应该能够维

[47]

调查了 Zeebrugge 港

持 10 a 以上。从工程数据来看，不直接接触液态

口，码头的岸墙建于 1993 年。浸渍处理使用异丁

水的条件下，硅烷浸渍的保护效果应该可以达到

基三乙氧基硅烷，混凝土拆模后喷涂 1 次，用量为

10-20 a。

量及分布。Schueremans 等

(a) Dornoch Firth

(b) Zeebrugge

图 7 海洋环境硅烷浸渍对混凝土的保护效果
Fig. 7 Protection effect of concrete by silane impregnation

3 硅烷浸渍作为耐久性保护措施
3.1

硅烷浸渍的工程应用与技术标准
除了 2.3 节提及的工程应用案例以外，硅烷浸
渍处理近年来在海港及桥梁工程中应用广泛，国外
工程包括丹麦大贝尔特海峡工程、丹麦-瑞典厄勒海
峡交通工程；国内工程包括香港青马大桥、东海大

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昂船洲大桥、青岛海湾大桥
以及刚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这些工程在海洋大气区
均使用了硅烷浸渍处理技术作为耐久性保护措施[49]。
随着工程应用，硅烷浸渍技术在规范标准层次被作
为混凝土耐久性保护措施，并对硅烷浸渍的产品和
效果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表 2 汇总了欧洲规范
和我国主要规范标准对硅烷浸渍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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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规范标准对硅烷浸渍处理的技术要求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silane impregnation from standards

Silane type

Test for hydrophobic effect

Construction

Index

Method

Penetration depth
Class I(<10 mm)/II>10 mm
BS EN 1504[4]

Water absorption <7.5%; Resistance to alkali <

Silane, siloxane

10%
Drying rate, Class I>30%/
Class II>10%

Triethoxyisooctylsilane (paste)
JTS 153

[5]

Triethoxyisobutylsilane (liquid)
content>98%; siloxane content<0.3%

JTJ-275[6]

Dry surface, age>28 d; repair
age>14 d
liquid: 400 mL/m2
paste: 300 g/m2

Appendix H.2
H.3/H.4

Chlorides reduction90%

H.5

1/2

Triethoxyisobutylenesilane

Dry surface, age>28 d; repair

Water sorptivity (mm/min )<0.01

age>14 d;

Depth 3–4 mm (<C45) 2–3 mm(>C45)

Siloxane content<0.3%

300 mL/m2 two times by 6 h

same effects

Appendix E.2

Chlorides reduction  90%
10 mm (w/c ratio=0.7)
Water absorption <7.5%; Resistance to alkali <
10%

/

EN13579

Depth3 mm (OPC), 2 mm(HPC)

(liquid) silane content>98.9%

Same as JTJ-275 or products with

EN13580

Water sorptivity (mm/min1/2)<0.01

Depth 3–4 mm (<C45) 2–3 mm(>C45) ;

JTG/T B07-01[7]

BS EN 1504-2

Drying rate >30%
Freeze-thaw resistance 20 more than neat
concrete

Appendix D.2
EN13580
EN13579
EN13581

从表 2 可以看出，以 JTS-153 为代表的中国规范
对硅烷的化学成分、
施工要求以及憎水效果的检验都
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而欧洲标准不指定硅烷成分和具
体施工方法，但对需要完成的憎水效果有详细的规
定，还包括了抗碱性以及干燥速率测量等方面。
3.2

硅烷浸渍长期效果的量化分析
混凝土表面硅烷浸渍处理后，外部侵蚀性介质

向混凝土内部的侵入受到抑制，同时硅烷浸渍的憎
水性可随时间逐渐丧失。2.1 节讨论了两种可能的机
理：光氧老化和内部的碱分解。Selander[3]认为两种
机理分别作用在混凝土外表面和渗入混凝土内部的

(a) Silane impregnation
CC1 is chloride concentration; D1, D2 are diffusivities in two regions.

硅烷，而且认为混凝土表面同时经受力学磨损、降
水冲刷等作用，将在几年时间丧失憎水性，而内部
硅烷的憎水性会保持更长时间。如果认为硅烷浸渍
憎水性的长期失效由内部碱反应引起，则随时间有
效憎水保护深度 L 逐步减小，而且是从混凝土内部
向表面移动，见图 8。这里假设硅烷浸渍的深度以
二次函数的规律逐步减少，

  t  
L  L0 1    
(5)
  tm  
其中：L 和 L0 分别表示硅烷浸渍有效深度和初始深
2

度；tm 表示硅烷浸渍的有效保护时间，假定为 20 a。
由于硅烷浸渍一般不能渗入最小尺寸的孔隙[3]，因此
可认为没有被硅烷浸渍渗入的孔隙仍然有传输外

(b) Typical results

图8

考虑硅烷浸渍长期性能衰变的氯离子侵入混凝土模型
与计算结果
Fig. 8 Chloride ingress model considering long-term ageing
of silane impregnation and typ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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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氯离子的能力，但传输能力大大降低。图 8 给出
了初步的两区域氯离子扩散模型：在浸渍区域氯离
子扩散系数 D1 较小，而在未浸渍区域扩散系数 D2
较大；并且两个区域的边界在混凝土内部碱的作用
下逐步向外表移动，见式(5)。数学上，这是一个带
有移动边界的两区域扩散问题，数学描述和具体求
解作者将另外著文，这里仅介绍典型结果： D1=
0.1D2，L0=5 mm。图 8 给出了 20~100 a 时单位化氯
离子浓度分布及其与未浸渍混凝土表面的对比。

[2]

[8]

CCES 01-2004.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及施工指南[S].

4 结论与展望

[9]

GB/T 50476-2008.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S].

基于现有的科学认识、试验结果和长期工程观
测，以下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
1) 在硅烷浸渍反应和作用机理方面，比较明确
的认识是，硅烷浸渍处理可有效降低混凝土表面与
液态水相关的传输，浸水条件下在外部水压作用下
其憎水性会失效；但是对硅烷浸渍混凝土外部与内
部的水分传输与交换过程，在机理层面上的量化研
究仍然欠缺；同时，目前的硅烷浸渍研究多针对内
部碱度较高的新混凝土表面，硅烷浸渍在工程实际
中也常用于服役混凝土的耐久性保护，因此针对经
历了表面碳化、pH 值降低的长龄期混凝土表面的硅
烷浸渍反应与作用机理研究不足。
2) 在硅烷浸渍的老化与长期效果层面，理论研
究与工程观测并不一致。通常认为硅烷浸渍的长期
老化主要是暴露在大气中的光氧老化过程，但典型
工程长期观测表明，混凝土内部碱老化可能主导长
期憎水性的衰减；其中涉及的反应机理和憎水性衰
减的量化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手
段来看，红外光谱和气相色谱均可对硅烷老化进行
表征，但是其各自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此开发个
探索适用于水泥基材料硅烷浸渍老化过程表征的试
验手段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方面。
3) 在硅烷浸渍作为混凝土耐久性防护措施的
技术层面，根据目前积累的工程数据，硅烷浸渍
的保护效果在不触水条件下应该可以达到 10~20 a；
但是基于科学认识的长期耐久性量化模型和设计
技术的研究需要开展，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真实暴露环境中硅烷浸渍长期效果的观测，为耐
久性定量化模型与耐久性设计提供可靠的工程观
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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