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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料贮存期对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
微观结构影响试验分析
马芹永 1, 2，张阳阳 1*
（1. 安徽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安徽淮南 232001；
2. 安徽理工大学矿山地下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安徽淮南 232001）
摘要：为研究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对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微观结构的影响，当膨胀剂掺量为 6%、砂子含水率为
1.0%时，对 6 种贮存期（3，7，10，15，20，30 d）的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进行微观结构试验。结果表明，当
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3，7，10 d 时，混凝土中存在大量 C-S-H 凝胶和针棒状 AFt 晶体，密实性较好，随着贮
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分别为 3.075，3.979，5.885 μm，微裂缝宽度分别为 0.364，0.450，0.703 μm，
界面过渡区（intertacial transition zone，ITZ）中的粘结裂缝宽度分别为 0.554，0.949，1.280 μm. 当贮存期为
15，20，30 d 时，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分别为 6.137，6.335，7.033 μm，微裂缝宽度分别为 1.230，1.352，
1.370 μm，变化幅度较大，取向排列的 Ca(OH)2 晶体增多，C-S-H 凝胶数量相对减少，混凝土密实度下降，其
附近结构中有新微裂缝存在，且微裂缝尺寸随贮存期的增加而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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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storage period for dry-mixed materials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ready-mixed shrinkage-compensating concrete, microstructure test is carried out with respect to six
different kinds of storage periods (3, 7, 10, 15, 20, 30 d), and with the constant expansive agent dosage of
6% and sand moisture content of 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storage periods of the dry-mixed
materials are 3, 7, 10 d, respectively, there exist mass of C-S-H gel and AFt crystal. With the increasing
storage period, the diameters of holes are 3.075, 3.979, 5.885 μm, the breadths of micro cracks are 0.364,
0.450, 0.703 μm, and the breadths of micro cracks in the intertacial transition zone (ITZ) are 0.554, 0.949,
1.280 μm. When the storage periods of the dry-mixed materials are 15, 20, 30 d, the diameters of holes are
6.137, 6.335, 7.033 μm, respectively, the breadths of micro cracks are 1.230, 1.352, 1.370 μm, and the
increase amplitude is big. The Ca(OH)2 crystals in the oriented arrangement increase, while the C-S-H gel
quantity decreases gradually. The intensity of concrete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while there exist new
micro cracks nearby the transition zone of the interface, and the size of the micro cracks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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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storage period.
Key words: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shrinkage-compensating concrete; dry-mixed material; storage
periods; microstructure; interfacial transition zone

0

引言
混凝土是最主要的建筑工程材料[1~2]。喷射混凝土在施工中，绝大部分采用人工现场拌料，存在原材

料计量不准确、环境污染严重、劳动效率低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预拌料混凝土技术[3]。将水
泥、砂子、石子和掺合料按照设计配合比均匀拌合形成干拌混合料[4]，预拌料混凝土是将贮存一定天数
的干拌混合料与水、外加剂拌合形成的混凝土。
材料的化学组成及其微观结构决定了材料的宏观性能[5]，混凝土也不例外，其性能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组成材料，二是这些组成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混凝土的微观结构是深入研究混凝土宏
观力学性能的重要方法。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李伏虎等[6]在喷射混凝土中添加 HCSA 膨胀剂，
研究其对混凝土微观结构的影响；黄伟等 [7]采用 X 射线、扫描电镜等微观测试手段对 HCSA 膨胀剂、
D 型速凝剂和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水泥浆进行微观结构试验，分析其水化产物微观晶体的形貌、矿物成分
及显微结构，从微观角度说明 HCSA 膨胀剂与硅酸盐水泥的相容性。有学者对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的压、
拉、折等宏观力学性能及微观结构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发现当膨胀剂掺量为6%时，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
的宏观性能较好[8~10]。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以膨胀剂掺量 6%、砂子含水率 1.0%的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为研究对象，使用
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进行微观结构试验，分析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对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微观结构的
影响。

1

试验材料与试样制备

1.1

试验材料与配合比
水泥选用 P·O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砂子选用细度模数为 2.98 的中砂，石子选用最大粒径为 10 mm

的连续级配碎石，搅拌用水选用普通自来水，膨胀剂选用 HCSA 高性能混凝土膨胀剂。根据 JGJ/T 178—
2009《补偿收缩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11]，试验配合比为胶凝材料:砂:石:水=440:961.8:787:211.2. 其中，
胶凝材料包括水泥和膨胀剂，膨胀剂采用内掺方式等量取代水泥，掺量为 6%.
1.2

试样制备
根据试验配合比，制作 6 种干拌混合料贮存期（3，7，10，15，20，30 d）的立方体混凝土试块，

并养护至 28 d. 将养护 28 d 的混凝土试块破碎为边长 10 mm×10 mm×5 mm 的小试样，烘干后选择平整
的面作为扫描面，将试样固定，放入扫描电镜中观测其微观结构。

2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的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微观结构
从水泥石结构（孔洞和微裂缝）微观形貌分析干拌混合料贮存期（3，7，10，15，20，30 d）对预

拌补偿收缩混凝土微观结构的影响。
2.1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水泥石结构中孔洞微观形貌
水泥石结构中孔洞微观形貌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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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2127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水泥石结构中孔洞微观形貌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cement stone structure holes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periods for dry-mixed materials

a—贮存期 3 d；b—贮存期 7 d；c—贮存期 10 d；d—贮存期 15 d；e—贮存期 20 d；f—贮存期 30 d
a-Storage period 3 d; b-Storage period 7 d; c-Storage period 10 d; d-Storage period 15 d;
e-Storage period 20 d; f-Storage period 30 d

由图 1 可以看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3 d 时，水泥石中存在大量絮凝状和网状的 C-S-H 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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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发现有片状的 Ca(OH)2 晶体出现，针棒状的 AFt 晶体贯穿在孔洞和微裂缝中，填充了凝胶材料的孔
洞和微裂缝，孔洞直径为 3.075 μm 左右，如图 1a 所示。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分别为 7，10 d 时，混凝土中
存在连接较好的 C-S-H 凝胶，C-S-H 凝胶基本将片状 Ca(OH)2 晶体包裹，针棒状 AFt 晶体成为连接凝胶
的主要桥梁，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分别为 3.979，5.885 μm 左右，如图 1b 和图 1c 所示。干拌混合料贮
存期分别为 15，20，30 d 时，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较大，结构较为疏松，孔洞直径分别为 6.137，6.335，
7.033 μm 左右，如图 1d～图 1f 所示。由此可见，随着干拌混合料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
径逐渐增大。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在 3，7，10 d 时，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总体较小，且随着贮存期的
增加，孔洞直径增加幅度不大，水泥石结构较为密实；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15，20，30 d 时，水泥石
结构中孔洞直径总体较大，随着贮存期的增加，孔洞直径增加幅度较大，水泥石结构较为疏松。
2.2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微观形貌
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微观形貌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分别为 3，7，10 d 时，

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宽度分别为 0.364，0.450，0.703 μm 左右，如图 2a～图 2c 所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
期分别为 15，20，30 d 时，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宽度分别为 1.230，1.352，1.370 μm 左右，微裂缝宽度
基本在 1.200 μm 以上，如图 2d～图 2f 所示。由此可见，随着干拌混合料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
微裂缝宽度逐渐增大。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在 15 d 以内时，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宽度总体较小，且随着
贮存期的增加，微裂缝宽度增加幅度不大，水泥石结构较为密实；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超过 15 d 时，随
着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宽度总体较大，水泥石结构较为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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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水泥石结构中微裂缝微观形貌

Microstructure crack morphology of cement stone structure holes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periods for
dry-mixed materials

a—贮存期 3 d；b—贮存期 7 d；c—贮存期 10 d；d—贮存期 15 d；e—贮存期 20 d；f—贮存期 30 d
a-Storage period 3 d; b-Storage period 7 d; c-Storage period 10 d; d-Storage period 15 d;
e-Storage period 20 d; f-Storage period 30 d

3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混凝土界面过渡区与附近结构微观形貌

3.1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混凝土界面过渡区结构微观形貌
混凝土界面过渡区微观形貌如图 3 所示。

Fig. 3

图 3 不同干拌料贮存期的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 ITZ 结构微观形貌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ITZ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periods for dry-mixed materials
a—贮存期 3 d；b—贮存期 7 d；c—贮存期 10 d
a-Storage period 3 d; b-Storage period 7 d; c-Storage period 1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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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以看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3 d 时，过渡区存在大量的 C-S-H 凝胶，针棒状的 AFt 晶
体贯穿在凝胶体中，没有发现明显的孔洞和细小孔隙的存在，水化产物较为密实，ITZ 形成了致密的结
构，骨料与水泥石之间存在很小的粘结裂缝，宽度为 0.554 μm 左右，如图 3a 所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
期为 7 d 时，ITZ 中的凝胶数量相对减少，且可发现极少量的孔洞和微裂缝的存在，骨料与水泥石之间
的粘结裂缝尺寸在 0.949 μm 左右，如图 3b 所示，与贮存期 3 d 的 ITZ 相比，其致密程度有所下降，粘
结裂缝宽度有所增大。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10 d 时，ITZ 中有少量的孔洞和微裂缝存在，且发现了呈
取向生长的 Ca(OH)2 晶体出现，Ca(OH)2 晶体的增多降低了 ITZ 的微强度，骨料与水泥石之间的粘结裂
缝宽度在 1.280 μm 左右，如图 3c 所示。ITZ 微强度的降低和粘结裂缝尺寸的增大，导致贮存期为 10 d
的 ITZ 致密程度低于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3 d 和 7 d 的。可以看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在 15 d 以内时，
ITZ 中粘结裂缝尺寸宽度较小。
3.2

不同干拌混合料贮存期混凝土界面过渡区附近结构微观形貌
混凝土界面过渡区附近结构微观形貌如图 4 所示。

图4
Fig. 4

不同干拌料贮存期的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 ITZ 附近结构微观形貌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nearby ITZ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storage periods for dry-mixed materials
a—贮存期 15 d；b—贮存期 20 d；c—贮存期 30 d
a-Storage period 15 d; b-Storage period 20 d; c-Storage period 30 d

由图 4 可以看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15 d 时，在 ITZ 附近结构中发现了大量片状的 Ca(OH)2 晶体
存在，且有微裂缝的存在，其宽度在 0.375 μm 左右，如图 4a 所示，可以看出，贮存期 15 d 的干拌料补偿
收缩混凝土与干拌料贮存期 3，7，10 d 相比，其 ITZ 附近结构的致密程度下降很多。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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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 d 时，ITZ 附近结构中 C-S-H 凝胶的数量较少，片状的 Ca(OH)2 晶体较多，微裂缝宽度为 0.692 μm
左右，如图 4b 所示，可见，干拌料贮存期 20 d 的 ITZ 附近结构中微裂缝宽度比贮存期 15 d 的有所增大，
过渡区密实度下降较多。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为 30 d 时，ITZ 附近结构中 C-S-H 凝胶数量急剧减少，呈
取向排列的片状 Ca(OH)2 晶体数量增多，微裂缝宽度为 1.175 μm 左右，如图 4c 所示，过渡区的密实度相
对较差。可以看出，当干拌混合料贮存期超过 15 d 时，在 ITZ 附近结构中有新微裂缝产生，且随着贮存期
的增加，新微裂缝的宽度不断增大，过渡区的密实度降低。

4

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对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微观结构的影响分析
干拌混合料在贮存时，集料中的水会与水泥发生预水化反应，造成水泥材料性能劣化[9]。预水化程

度高时，干拌混合料中消耗的水泥量较多，导致后期混凝土中水泥数量减少，影响了混凝土中的水化过
程，对混凝土的强度产生影响。预水化程度低时，干拌混合料中的水化产物疏松，在混凝土进行搅拌时，
这些疏松的微观结构中很难进入水泥颗粒进行二次水化反应。因此，除混凝土界面过渡区这一薄弱环节
外，这些疏松结构的存在成为混凝土中的另一薄弱环节，降低了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的强度[3]。
干拌混合料的贮存期越长，其中水化程度高的水泥颗粒越多，当然也存在水化程度低的水泥颗粒。
因此，干拌混合料的贮存期对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的强度影响较大。
通过分析不同贮存期的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水泥石结构微观形貌和界面过渡区微观形貌可以看出，
随着干拌混合料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中的孔洞直径、微裂缝宽度有所增大，界面过渡区中的粘结裂缝
宽度不断增大。其中，在贮存期在 3，7，10 d 时，随着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的孔洞直径、微裂
缝宽度及混凝土界面过渡区中的粘结裂缝宽度均有所增大，但增大幅度较小。当贮存期为 15，20，30 d 时，
随着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和微裂缝宽度继续增大，在 ITZ 附近结构中有新微裂缝存在，
且微裂缝宽度随贮存期的增加不断增大，呈取向排列的 Ca(OH)2 晶体也有所增多，混凝土界面过渡区中
的 C-S-H 凝胶数量相对减少，孔洞和微裂缝的数量相对增多，与贮存期 15 d 以内的混凝土相比，其密实
度下降。

5

结论
1）随着干拌混合料贮存期的增加，预拌补偿收缩混凝土水泥石中的孔洞直径、微裂缝宽度及界面过

渡区与附近结构中的粘结裂缝宽度均逐渐增大。
2）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在 3，7，10 d 时，水泥石结构中 C-S-H 凝胶数量较多，针棒状 AFt 贯穿在孔
洞和微裂缝中，水泥石结构中的孔洞直径和微裂缝宽度相对较小；随着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的
孔洞直径、微裂缝宽度和混凝土界面过渡区中的粘结裂缝宽度均有所增大，但增大幅度较小。
3）干拌混合料贮存期在 15，20，30 d 时，随着贮存期的增加，水泥石结构中孔洞直径和微裂缝宽
度增大幅度较大；混凝土界面过渡区附近结构中有新的微裂缝存在，且微裂缝宽度随贮存期的增加不断
增大，呈取向排列的 Ca(OH)2 晶体也有所增多，C-S-H 凝胶数量相对减少，孔洞和微裂缝的数量相对增
多，混凝土密实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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