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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和干湿循环耦合作用下混凝土性能研究

刘道维１， 刘本义２， 李向东１， 袁　 杰３

（１．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２． 黑龙江省水利厅，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３．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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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主要研究了粉煤灰与矿渣粉掺量以及新拌混凝土含气量对混凝土在硫酸盐和干湿循环耦合作用下

质量损失、抗压强度、相对动弹性模量等性能变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经过 ３ 个干湿循环周期后，掺有矿物

掺合料的混凝土试件强度增长大于基准组混凝土；从第 ４ 个干湿循环周期开始，掺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试件的

质量损失均小于基准组混凝土，且试件质量损失大大减少；掺加矿渣后，混凝土试件经过 ６ 次干湿循环周期，相
对动弹性模量仍保持在 ６０％以上；粉煤灰和矿粉复掺对混凝土的抗硫酸盐干湿循环破坏能力有所提高，当粉煤

灰与矿粉比例为 ３ ∶１时，采用复掺对改善干湿循环过程中混凝土试件的抗压强度的效果最好。 并且，混凝土中

适当引气也可提高其抗硫酸盐干湿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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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材料的耐久性问题日益突显，特别是当混凝土在氯盐、硫酸盐等腐蚀性盐环境中时，其性能劣化

更为明显。 硫酸盐侵蚀是混凝土结构化学腐蚀中最为广泛和普遍的形式，被认为是引起混凝土材料失效破

坏的四大主要因素之一［１－５］。 通常情况下，腐蚀性盐进入混凝土内部需要随着水分一同迁移，所以当混凝土

处于水位变动区等长期受干湿循环作用的环境中时，盐的腐蚀作用和干湿循环作用将发生耦合，这种耦合作

用会使混凝土材料的劣化速度和破坏机理发生变化。 国内外学者对于硫酸盐与干湿循环耦合作用下混凝土

性能的变化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６－９］，但相关研究成果间存在一些差异。
本文针对硫酸盐和干湿循环共同作用条件，对混凝土质量损失、抗压强度和相对动弹性模量变化等性能

进行研究，以期对处于硫酸盐和干湿循环条件下的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施工和服役期性能监控提供参考。

１　 试验用原材料及试验方案

１ １　 原材料

本次试验中水泥采用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 Ｐ∙Ｏ ４２ ５ 水泥，细集料采用哈尔滨五常中

砂，级配满足 ＧＢ ／ Ｔ １４６８４—２０１１《建设用砂》中Ⅱ区中砂要求，其他主要性能指标为：细度模数 ２ ９，含泥量

１ １０％，松散堆积密度 １ ５６０ ｋｇ ／ ｍ３，表观密度 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粗集料选用碎石级配为 ５～１６ ｍｍ 的连续级配碎

石，其含泥量 ０ ５５％，泥块含量 ０ ０８％，针片状含量 ６ ７％，表观密度 ２ ７００ ｋｇ ／ ｍ３。 混凝土外加剂选用 ＵＮＦ⁃５
萘系减水剂，其减水率为 ２５ ４％，７ ｄ 抗压强度比为 １４５％，２８ ｄ 的为 １４０％，泌水率比为 １４ ５％，含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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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黑龙江省翔波新材料新技术应用开发有限公司 ＳＢ⁃Ｇ 引气剂，其减水率为 ９ ２％，７ ｄ 抗压强度比为

９８ １％，２８ ｄ 的为 ９６ ４％，泌水率比为 ５３％，含气量 ４ ３％。 试验用水为哈尔滨本地自来水。 水泥、粉煤灰和

矿渣粉的性能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几种原材料的性能参数

Ｔａｂ １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水泥
品种 标准稠度用水量 ／ ％

凝结时间 ／ ｍｉｎ 抗折强度 ／ ＭＰａ 抗压强度 ／ ＭＰａ

初凝 终凝 ３ ｄ ２８ ｄ ３ ｄ ２８ ｄ

Ｐ∙Ｏ ４２ ５ ２８ １８０ ２１１ ４ ９ ７ ６ ２５ ６ ４８ ９

Ⅱ级粉煤灰
细度 ／ ％ 需水量比 ／ ％ 烧失量 ／ ％

密度 ／

（ｇ·ｃｍ－３）
ＳＯ３ ／ ％ 含水率 ／ ％

１０ ５ ９６ １ ９５ ２ ５ １ ３３ ０ ５

Ｓ１０５ 矿渣粉

密度 ／

（ｇ·ｃｍ－３）

比表面积 ／

（ｍ２·ｋｇ－１）

２８ ｄ 活性

指数 ／ ％
流动度 ／ ％ 含水量 ／ ％ ＳＯ３含量 ／ ％ Ｃｌ－含量 ／ ％ 烧失量 ／ ％

２ ８９ ３７０ １２５ ９０ ０ ３４ ２ ０ ０ ０１ １ ７

１ ２　 试验配合比

试验中混凝土配合比见表 ２，其中 Ａ０ 为基准组，不掺任何掺合料；ＡＦ 为掺粉煤灰混凝土；ＡＣ 为掺磨细

矿渣粉混凝土；ＡＦＣ 为粉煤灰和矿渣复掺的混凝土；ＡＦＱ 为粉煤灰和引气剂复掺的混凝土；ＡＣＱ 为矿渣和引

气剂复掺的混凝土。
表 ２　 试验配合比

Ｔａｂ ２　 Ｍｉｘ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编号
水泥 ／

（ｋｇ·ｍ－３）

粉煤灰 ／

（ｋｇ·ｍ－３）

矿粉 ／

（ｋｇ·ｍ－３）

砂 ／

（ｋｇ·ｍ－３）

石子 ／

（ｋｇ·ｍ－３）

用水量 ／

（ｋｇ·ｍ－３）
引气剂 ／ ％ 减水剂 ／ ％

Ａ０ ３８０ ０ ０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０ ８

ＡＦ－２ ３０４ ７６ ０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０ ８

ＡＣ－２ ３０４ ０ ７６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０ ８

ＡＦＣ－１ ２２８ ３８ １１４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０ ８

ＡＦＣ－２ ２２８ ７６ ７６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０ ８

ＡＦＣ－３ ２２８ １１４ ３８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０ ８

ＡＦＱ－１ ３０４ ７６ ０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１２ ０ ８

ＡＦＱ－２ ３０４ ７６ ０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１５ ０ ８

ＡＣＱ－１ ３０４ ０ ７６ ６７７ １ １０３ １６３ ０ １２ ０ ８

１ ３　 试验方案

表 ２ 混凝土配合比成型尺寸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 与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４００ ｍｍ 的混凝土试件，
成型后 ２４ ｈ 脱模，并将试件放入标准养护室养护 ２８ ｄ，养护结束后进行干湿循环试验。

干湿循环试验采用完全浸入方式进行，即将试件全部浸泡在 Ｎａ２ＳＯ４溶液中。 试验时首先将试件放入

１６ ７％的 Ｎａ２ＳＯ４溶液中浸泡 ６ ｄ，然后取出晾干，再放入 ５０℃的烘箱内烘干，即干湿循环流程为：烘干 ６ ｈ→
冷却 １ ｈ→浸泡 １７ ｈ，２４ ｈ 为一次干湿循环，每 ７ ｄ 为一个测试周期，每个周期结束后测定试件在烘干状态下

的抗压强度、质量损失和相对动弹性模量，并以此作为评定混凝土性能变化的指标。 当混凝土的质量损失达

到 ５％或相对动弹性模量降低至 ６０％以下时，认为混凝土试件破坏，停止试验。 其中抗压强度用抗压强度比

表示，质量损失率、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的计算分别见式（１） ～ （３）。

Δｍｍ ＝
ｍ０ － ｍｎ

ｍ０

× １００％ （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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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ｆｎ ／ ｆ０ （２）
Ｒｎ ＝ ｔ０ ２ ／ ｔｎ ２×１００％ （３）

式中：Δｍｍ为经过 ｎ 次干湿循环周期后的质量损失率，以 ３ 个试件的平均值计算（％）；ｍ０为干湿循环试验前

的试件质量（ｇ）；ｍｎ为 ｎ 次干湿循环后的试件质量（ｇ）；ｆｎ为经过 ｎ 次干湿循环周期后试件的强度；ｆ０为试件

初始强度；Ｒｎ为经过 ｎ 次循环周期后试件的相对动弹性模量（％），精确至 ０ １％；ｔ０为预吸水后第一次干湿循

环前，超声波传播时间初始值（μｓ）；ｔｎ为经过 ｎ 次干湿循环后，超声波的传播时间（μｓ）。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单掺矿物掺合料的影响

单掺矿物掺合料时，混凝土质量、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随干湿循环周期的变化情况见图 １。 由

图 １（ａ）可知：从第 ４ 个干湿循环周期开始，掺加了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试件的质量损失均小于基准组混凝

土，且掺矿粉的试件质量损失减少更为明显。 这表明，本试验中掺入矿粉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混凝土在硫酸盐

干湿循环条件下的性能。 同时，在干湿循环过程中，３ 组混凝土试件的质量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少的变化趋

势，这是因为在干湿循环刚开始时，硫酸根离子扩散进入毛细孔，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硫酸钙晶体，当硫酸根

离子溶度较高时，直接反应生成钙矾石，此反应使固体体积增加 ５５％。 钙矾石在使试件膨胀的同时吸收水

分，填充试件内部的孔隙，使试件质量增大。 经过 ３ 个干湿循环周期后，试件的质量开始降低，这是因为混凝

土内部的孔隙体积有限，当孔隙被填满以后，新生成的钙矾石膨胀产生内应力导致混凝土破坏。

图 １　 单掺矿物掺合料对质量损失、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由图 １（ｂ）可知，３ 组混凝土试件强度随干湿循环呈先增后降的趋势，且在干湿循环初期 ３ 组试件强度

增加幅度相当，当经过 ３ 个干湿循环周期后，掺有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土试件强度增加大于基准组。 这是因为

干湿循环早期的强度增加是由于硫酸根离子进入与水化产物反应填充了试件内部孔隙引起的，而掺加了矿

物掺合料后，矿物掺合料的“二次水化”作用在干湿循环中期发挥作用，图中表现为掺有矿物掺合料的试件

强度的增加大于基准组。 随着干湿循环继续进行，试件强度会因内部膨胀应力的作用而下降。
由图 １（ｃ）可知，３ 组试件的相对动弹性模量均呈前期增长、后期下降的规律。 第 １ 个周期结束时各

组混凝土试件的相对动弹性模量均达最大值，随后均开始下降，且基准组混凝土试件在经过 ４ 个干湿循

环周期后，相对动弹性模量已降至初始的 ６０％以下；掺加矿物掺合料后，混凝土试件经过 ６ 次干湿循环周

期后，相对动弹性模量仍保持在 ６０％以上，表明掺加矿物掺合料后混凝土抵抗硫酸盐干湿循环破坏的能

力得到提高。
２ ２　 复掺矿物掺合料的影响

复掺矿物掺合料时，混凝土质量、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随干湿循环周期的变化情况见图 ２。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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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复掺矿物掺合料对质量损失、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由图 ２（ａ）可知，复掺时混凝土试件的质量变化规律与单掺时基本一致，即先增后减。 复掺时，当矿粉比

例高于粉煤灰时，混凝土表现出更好的抗干湿循环作用的能力。 由图 ２（ｂ）可知，在干湿循环初期，ＡＦＣ１ 和

ＡＦＣ２ 组的强度变化与基准组相当，而 ＡＦＣ３ 组混凝土试件强度保持较好。 随着干湿循环的进行，各组混凝

土试件的强度不同程度地下降，总体而言，当掺入粉煤灰与矿粉比例为 ３：１ 时，采用复掺时对干湿循环过程

中混凝土试件抗压强度的改善效果最好。 究其原因是因为粉煤灰和矿渣以这一比例复合使用时，两者颗粒

级配更合理，从而使矿物掺合料填充孔隙、提高混凝土内部密实度的作用发挥得更为充分。
由图 ２（ｃ）可知，干湿循环初期由于硫酸盐与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的晶体对混凝土内部孔隙具有填充作

用，故相对动弹性模量有一定的增长；随着干湿循环的进行，反应生成物晶体在混凝土内部产生膨胀应力，混
凝土内部结构受到破坏，相对动弹性模量下降。 当经过 ５ 个干湿循环周期后，基准组混凝土的相对动弹性模

量已低于初始值的 ６０％，复掺了矿物掺合料的 ３ 组混凝土试件经过 ６ 次干湿循环周期后，相对动弹性模量仍

在初始值的 ７５％以上，且高于单掺时 ６ 次干湿循环后试件的相对动弹性模量，试验表明矿物掺合料复掺的效

果要优于单掺。
２ ３　 含气量的影响

混凝土质量、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随含气量变化见图 ３。

图 ３　 含气量对质量损失、抗压强度比和相对动弹性模量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ｉ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由图 ３（ａ）可知，对于掺粉煤灰的混凝土试件而言，含气量越高，其抗硫酸盐干湿循环破坏的能力就越

强。 ６％含气量的 ＡＦＱ２ 组的质量损失小于 ３％含气量的 ＡＦＱ１ 组，这是由于气泡能隔断毛细孔，提供缓冲空

间；随着含气量增大，干湿循环时试件内部孔隙为钙矾石结晶膨胀提供充足空间，从而提高试件的抗硫酸盐

干湿循环性能。 当含气量同为 ３％时，掺矿粉的混凝土试件质量损失较小，这是因为含气量相同时，矿物掺

合料的影响起主要作用，此规律与矿物掺合料单掺时相同。 由图 ３（ｂ）可知，引气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比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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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循环次数的增加基本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与单掺及复掺矿物掺合料时抗压强度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可见，含气量高时，混凝土试件的相对动弹性模量降低较慢，其原因主要在于气泡对内部膨胀应力的缓

解作用。 相同含气量条件下，掺矿粉的混凝土试件抗硫酸盐干湿循环性能优于掺粉煤灰的混凝土试件。

３　 结　 语

（１）单掺粉煤灰或矿粉的混凝土在硫酸盐干湿循环条件下的质量损失、抗压强度损失和相对动弹性模

量损失均小于基准组混凝土，表明掺入矿物掺合料有利于改善混凝土的抗硫酸盐干湿循环性能，且在本试验

中，掺矿粉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２）粉煤灰和矿粉复掺有利于提高混凝土抗硫酸盐干湿循环破坏的能力。 对于质量损失和相对动弹性

模量的损失而言，掺粉煤灰比例较高，改善效果较好；而增加矿粉掺入比例则对保持混凝土抗压强度更为

有利。
（３）在本课题中，适当的引气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硫酸盐干湿循环破坏的能力，且含气量为 ６％时的改

善效果优于 ３％含气量。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ＥＨＴＡ Ｐ Ｋ．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Ｊ］．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７， １９（７）： ２７⁃ ３３
［２］ 刘斯凤． 荷载⁃复合离子⁃干湿交替下生态混凝土的损伤过程与寿命［Ｄ］． 南京： 东南大学， ２００４． （ＬＩＵ Ｓｉ⁃ｆｅ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ｌｏａ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ｏｎｓ⁃ｄｒｙ ａｎｄ ｗｅｔ ｃｙｃｌｅｓ［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万旭荣， 左晓宝． 硫酸盐侵蚀下混凝土扩散反应过程的数值模拟［Ｊ］． 工业建筑， ２０１０， ４０（增 １）： ８４３⁃ ８５０． （ＷＡＮ Ｘｕ⁃
ｒｏｎｇ， ＺＵＯ Ｘｉａｏ⁃ｂａｏ．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４０（Ｓｕｐｐｌ１）： ８４３⁃ ８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吴庆， 汪俊华， 吴公勋． 混凝土硫酸盐侵蚀双因素影响及干湿循环与连续浸泡差异分析［Ｊ］．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２０１０，
３６（６）： １９２⁃ １９４． （ＷＵ 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ｈｕａ， ＷＵ Ｇｏｎｇ⁃ｘｕ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ｒｙ⁃ｗｅ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ｏａｋ［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３６（６）： １９２⁃ １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彭高鹏， 杜雷， 周茗如． 干湿循环下氯盐⁃硫酸盐共同作用时混凝土耐久性研究初探［Ｊ］． 甘肃冶金， ２０１１， ３３（６）： １２５⁃
１２７． （ ＰＥＮＧ Ｇａｏ⁃ｐｅｎｇ， ＤＵ Ｌｅｉ，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ｒｕ．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ｒｙ⁃ｗｅ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Ｇａｎｓｕ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２０１１， ３３（６）： １２５⁃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高润东， 赵顺波， 李庆斌， 等 干湿循环作用下混凝土硫酸盐侵蚀劣化机理试验研究［Ｊ］． 土木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 ４３（２）：
４８⁃ ５４． （ＧＡＯ Ｒｕｎ⁃ｄｏｎｇ，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ｎ⁃ｂｏ， ＬＩ Ｑｉｎｇ⁃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ｗｅｔ⁃ｄｒｙ ｃｙｃｌｅｓ［Ｊ］． Ｃｈｉｎａ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０， ４３（２）： ４８⁃ 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金伟良， 赵羽习． 混凝土耐久性［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 ＪＩＮ Ｗｅ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Ｙｕ⁃ｘｉ．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申春妮， 杨德斌， 方祥位， 等． 混凝土硫酸盐侵蚀试验方法研究［Ｊ］．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２００５， ３１（２）： １０３⁃ １０６． （ＳＨＥＮ
Ｃｈｕｎ⁃ｎｉ， ＹＡＮＧ Ｄｅ⁃ｂｉｎ， Ｆ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Ｊ］．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３１（２）： １０３⁃ １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ＷＥＥ Ｔ Ｈ， ＳＵＲＹＡＶＡＮＳＨＩ Ａ Ｋ， ＷＯＮＧ Ｓ Ｆ， ｅｔ ａｌ．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Ｊ］． ＡＣ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０， ９７（５）： ５３６⁃ ５４９

３７



水 利 水 运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ｅｔ⁃ｄｒｙ ｃｙｃｌｅｓ

ＬＩＵ Ｄａｏ⁃ｗｅｉ１， ＬＩＵ Ｂｅｎ⁃ｙｉ２， ＬＩ 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１， ＹＵＡＮ Ｊｉｅ３

（１．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８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３．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ｔ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ｓ， ｄｏｓ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ｓｓ ｌｏｓｓ，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ｅｔ⁃ｄｒｙ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ｉｓ ｍｕｃ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ｄｒｙ⁃ｗｅｔ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ｍａｒｋｂ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ｗｅｔ⁃ｄｒｙ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ａｄｄｉｎ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ｖｅｒ ６０％； ａｎｄ ｍｉｘｉｎｇ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ｏｗｄ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ｔｏ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ｅｔｔｉｎｇ⁃ｄｒｙｉｎｇ ｃｙｃｌｅｓ， ｔｈ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ｄｏｓａｇｅ
（ ｔｈｅ ｍｉｘ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ｏｗｄｅｒ ｉｓ ３：１） ａｄｄ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ｌａｓｔ， ａｉｒ ｅ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ｏ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ｔ⁃ｄｒｙ ｃｙｃ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ｗｅｔ⁃ｄｒｙ ｃｙｃｌｅｓ；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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