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7年我国水泥总产量 23亿 t，建设用砂消耗近 50亿 t，
数量惊人。环保重压下，天然砂贵如金，机制砂渐成建设用

砂的主流[1]。
机制砂中粒径小于 75 μm 的颗粒统称为石粉，石粉含

量高、品质差别大，影响混凝土性能。Rolands Cepuritis[2-3]研
究发现，细度、比表面积是石粉的两个重要参数，对混凝土

流变影响最大。潘菲等[4]的研究发现，0~45 μm 的粒径区间

是体现石粉性能最关键的部分，该部分颗粒存在最佳掺量，

过多的细粉使机制砂混凝土流动性显著降低，过少则易离

析、泌水。马昆林等[5]的研究发现，增石灰石粉提高了水泥

浆体的塑性黏度，减少离析与泌水，同时也提高了剪切增

稠的临界剪切速率，水泥浆体稳定性提高、可泵性改善。蒋
正武等[6]的研究发现，石灰石粉使混凝土黏度增加，泵送压

力提高，石粉含量 17%时，泵送压力较不含石粉时提高 297%。
赵井辉等[7]研究发现，花岗岩石粉填充水泥石孔隙，内掺

20%混凝土无害孔最多、有害孔最少。尹武晓等 [8]研究发

现，孔隙填充作用使小孔增多，使水泥浆体干燥收缩增加。
李新宇等[9]研究发现，富含云母（49%）的片麻岩石粉使混

凝土用水量增加 9 kg/m3，长期（365 d）干燥收缩增加，抗冲

磨性显著下降。Bentz[10]研究发现，粒径小于 1.6 μm 的石灰

石粉溶出的 Ca2+、CO3
2-、C3A 反应生产单碳铝酸盐，减少AFt

向 AFm 的转化，提高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
相关文献论及了石粉对混凝土流变性能、收缩性能的

影响，但不够深入，部分观点相互矛盾。本试验以水泥净浆

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石粉对水泥浆体流动性的影响规律，揭

示石粉影响流动性的作用机理，提出流动性优化的解决方案；

监测掺石粉后水泥浆体的干燥收缩变化，分析掺石粉水泥

浆体干燥收缩的本质。

1 试验

1.1 原材料
水泥为海螺牌P·O 42.5 级水泥，密度 3.09 g/cm3，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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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羧酸盐减水剂选用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的工业产品，含固量 20%，按 GB 8076—2008《混凝

土外加剂》检测，混凝土减水率为 30.7%。
1.2 试验方法

水泥浆体流动度的测试：在水泥净浆搅拌机中按表 3
中配合比加入相应材料，开启搅拌机慢速（140 r/min）搅拌

120 s，静止 15 s，快速（285 r/min）搅拌 120 s，拌和结束；将

水泥浆体一次性倒入截锥圆模内，提起截锥圆模，测试水

泥浆体在玻璃平板自由流淌的最大直径。将水泥浆体置于

润湿无明水的玻璃烧杯中，加盖密封，在搅拌完成后 30、60、
90、120 min 再次测试流动度。截锥圆模上口直径 5.0 cm，下

口直径 7.5 cm，高 6.0 cm。
吸附量的测试：首先将聚羧酸盐减水剂用去离子水稀

释至 0.2%浓度的水溶液 500 mL，称取 200 g。称取 100 g待测

粉体加入到上述溶液中，即刻搅拌、计时，在搅拌 5、10、15、
30、60 min 五个时间点分别取出约 25 mL混合液于离心管

中，离心机以 10 000 r/min转速工作 2 min，取上层清液 1.0 g，

再滴加 2 mol/L的盐酸 1.0 g，最后补加去离子水至 20 g。
采用德国耶拿公司的总有机碳分析仪 Multi N/C 3100 测

试溶液中有机碳含量，计算出有机物在固体颗粒上的吸附量。

水泥浆干燥收缩的测试：首先取水泥干缩试模（尺寸：

25.4 mm×25.4 mm×285 mm）开口面朝上置于操作台，检查、
清理内侧探头预埋孔，内壁薄涂油性涂膜剂，之后将铜质

测头插入两测预埋孔。将拌和好的水泥浆体一次性倒入水

泥干缩试模内，浆体注入量与试模顶面平即可，静置 2 h后

表面覆一层保鲜膜。（24±0.5）h 拆模，如强度低或未凝结，

延长拆模时间 6 h。试块移入环境条件为（温度：（20±3）℃、
湿度（65±5）%的养护室，2 h 后测试初长，并在设定的龄期

（1、3、7、14、28 d）测试试件长度，将不同龄期测试值与初长相

减得出试件在特定龄期的变形量，将变形量除以 280 mm，得

到水泥浆该龄期的干燥收缩变形率。

2 结果与讨论

2.1 石粉对水泥净浆流动性的影响
机制砂中石粉含量 3%~25%，远高于天然砂，是与天

然砂主要区别之一。石粉作为砂的一部分进入混凝土体

系，由于石粉颗粒尺寸与水泥相近，造成混凝土中粉体数

量增加，水粉比变小，此时石粉相对水泥可视为外掺。也有

学者[11-15]将石粉作为矿物掺合料替换水泥、粉煤灰应用，此

时水粉比近似相同，石粉可视为内掺。
石粉代替水泥内掺掺量与水泥浆体流动度的相关性

见图 2，石粉外掺掺量与水泥浆体流动度的相关性见图 3。
内掺时，掺石粉的水泥浆体流动度略有增加，外掺时，掺石

粉的水泥浆体流动度显著降低。水泥浆体流动度随石粉掺

量单调变化，未出现“最佳掺量”现象。石粉对水泥浆体初

始流动性影响较大，但水泥浆体流动性经时变化历程仅有

微弱影响。同条件下，掺凝灰岩石粉的水泥浆体流动度均

优于掺石灰石粉的。

表 2 石粉的物理性能

颗粒粒径分布 /%
种类

石灰岩石粉

凝灰岩石粉

密度

/（g/cm3）

2.76
2.65

比表面积

/（m2/kg）
527
416

D50
/μm
8.45
12.19

0~3 μm
25.7
22.8

3~7 μm
24.5
17.9

7~15 μm
22.9
17.0

15~30 μm
14.2
19.0

30~75 μm
12.7
23.4

表面积 355 m2/kg，标准稠度用水量 26.6%，化学成分见

表 1。
石粉为将机制砂通过 0.080 mm 方孔筛的筛下物。本研

究选取了两种岩性的机制砂石粉：石灰岩、凝灰岩，两者的物

理性能指标见表 2，X 射线衍射图谱见图 1。石灰岩产地贵州，

矿物组成以方解石为主，含少量石英，另含微量黏土矿物；凝

灰岩产地甘肃天水，矿物组成以 α-石英为主，钠长石为辅。

表 1 水泥的化学成分 %

SiO2

19.86
Al2O3

4.47
CaO
64.16

Fe2O3

3.18
MgO
1.85

R2Oeq

0.69
SO3

2.77
Loss
2.81

图 1 机制砂石粉 X 射线衍射图谱

表 3 水泥浆体配合比

编号

Ref.
Repl-3
Repl -5
Repl -10
Repl -20

Add-8
Add-12
Add-17
Add-25
Add-33

水泥 /g
300
291
285
270
240

300
300
300
300
300

石灰石石粉 /g
-

9（3%）

15（5%）

30（10%）

60（20%）

24（8%）

36（12%）

51（17%）

75（25%）

100（33%）

水 /g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87

减水剂 /g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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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s Cepuritis[2-3]指出石粉的细度、比表面积是改变

水泥浆体流动性的关键。石灰岩、凝灰岩和水泥三者中，石

灰岩比表面积最大，水泥比表面积最小，两种石粉等质量

替换水泥后理应掺石灰岩的水泥流动性最差，纯水泥流动

性最大，而图 2 的结果恰恰相反，掺凝灰岩组流动性最大，

掺石灰石组与略优于纯水泥组，两者相差不大。细小颗粒

的填充效应，能够降低水泥堆积空隙率，释放部分自由水

从而实现水泥浆体流动性提高[4，7，11-12]。该理论多次用来解

释超细碳酸钙粉末在高强混凝土中的降黏、辅助减水作

用，而本研究所用石粉细度远未达到文献[11-12]中所示颗

粒尺寸，可见上述理论不能完全准确地解释机制砂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粗”石粉对水泥浆体流动性的影响规律。

减水剂、拌和水是决定水泥浆体能否流动、流动快慢、
扩展大小的最关键因素，在石粉掺入水泥浆体后，固相体

系由水泥变为水泥和石粉，水泥-水界面增加了石粉-水界

面，原本在水泥颗粒表面起吸附分散作用的减水剂将部分

转移至石粉水界面。减水剂在不同粉体颗粒表面的吸附量

见图 4。在 pH=7.0 的去离子溶液中，凝灰岩石粉吸附减水剂

的量比水泥少，而石灰石粉的吸附减水剂的量略高于水泥。

本研究所用的凝灰岩在内掺替换水泥后，吸附外加剂

的能力远不及被其替换掉的水泥，使多余的减水剂可以进

一步分散其他水泥颗粒，实现内掺掺量越高，水泥浆体流

动都越大。而石灰石粉内掺替换水泥后，流动性略有增加。
图 4 显示，石灰石粉在中性溶液中，吸附减水剂的量略高

于水泥，而 M.TAGAVIFAR[16]指出当溶液 pH 值≥10 时，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在石灰石粉表面的静电吸附行为削弱，氢

键吸附行为增强，表面活性剂的吸附总量下降。水泥浆液

pH 值≥12.5，石灰石粉含有微量黏土（见图 1），聚羧酸减

水剂侧链与黏土以氢键连接，分散效能降低，故本研究中

掺石灰石粉的水泥浆体流动性普遍弱于凝灰岩石粉。
外掺石粉方案中，固体表面积激增，液固比下降，不仅

减水剂在水泥颗粒上的匹配降低，而且拌和水在水泥颗粒

上的匹配量也降低，就不难理解石粉外掺造成水泥浆体流

动度随石粉量增加而显著降低这一事实。
基于以上思路，笔者认为减水剂匹配量是影响掺石粉

水泥浆体流动性的又一关键因素。达到与不掺石粉相同流

动度，采用补加外加剂的方法可以实现掺石粉水泥浆体流

动性的恢复。需补加减水剂量与外掺石粉掺量相关性见图 5。
石粉掺量与补加减水剂的量呈正线性相关，也从侧面证明

减水剂配批量 / 拌和水匹配量理论的科学性。

2.2 石粉对水泥浆干燥收缩的影响
石粉是否使混凝土干燥收缩增加，学界观点[8-10，15-20]并

不统一，究其原因既有概念混淆以致石粉、泥粉不加区分

图 5 补加减水剂量与外掺石粉掺量的相关性

图 2 石粉内掺掺量与水泥浆流动度的相关性

图 3 石粉外掺掺量与水泥浆流动度的相关性

图 4 减水剂在不同粉体颗粒上的吸附量经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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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误读，也有测量精度误差过大造成的误解。不同配合

比的水泥浆体干燥收缩测试值见图 6。

水泥浆体干燥收缩遵从先快后慢、持续增加的规律，

石粉掺入后水泥浆体的干燥收缩呈降低的趋势，掺量越高

减缩越显著，内掺等质量的石粉较外掺减缩效果更好，其

中内掺 20%石粉，28 d 干燥收缩降低 18%，而外掺 33%石

粉时，28 d 干燥收缩降低近 12%。石粉内掺方式和石粉外

掺依靠提高拌和用水量控制流动性两种工艺确保了干燥

收缩随掺量变化规律从早龄期至 28 d 的一致性，而石粉

外掺不加调控以及添加减水剂调控两种工艺则不同，呈现

石粉掺量越高 1 d 干燥收缩越大，1 d 的干燥收缩绝对值

最高达 826×10-6。
石粉在水泥浆体内呈惰性态，几乎不参与水泥水化

反应，相比于水泥水化过程其产物固相体积较总反应物

减少而带来的化学收缩，石粉是稳定的；石粉表面光滑、
密实，相比于水泥水泥石内部的毛细孔、凝胶孔失水而

产生的自收缩、干燥收缩，石粉是稳定的；石粉颗粒弹性

模量高，在水泥浆体内部可起到集料作用，部分抵抗、限
制水泥收缩；所以在水泥、水、石粉三元体系内，石粉是

相对最稳定的粉体，由其内掺替换水泥，外掺稀释水泥

比例，成功的把单位体积内水泥用量降低，使水泥浆体

干燥收缩变小。

3 结论

通过对掺机制砂中石粉的水泥浆体流动性和干燥收

缩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石粉掺加方式对水泥浆体流动性影响大，石粉内掺

时水泥浆体流动性随石粉掺量增加而增加；石粉外掺水泥浆

体流动性直线下降。石粉不影响水泥浆体流动性保持特性。
（2）减水剂匹配量 / 拌和水匹配量是决定掺石粉水泥浆

体流动性的关键因素，通过补加减水剂、拌和水的让外掺石

粉水泥浆体恢复流动性，且补加量随石粉掺量呈线性提高。
（3）水泥浆体 28 d 干燥收缩随石粉掺量增加而降低，石

粉内掺较外掺减缩效果更佳，内掺 20%石粉，28 d 干燥收缩

降低 18%；外掺石粉的水泥浆体 1 d 干燥收缩随掺量提高而

增大，最高测得 1 d干燥收缩率为 826×10-6，应预防早期开裂。

参考文献：

[1] 陈家珑 .我国机制砂石行业的现状与展 望 [J].混凝 土世 界 ，

2011，20（2）：62-64.
[2] CEPURITIS R，JACOBSEN S，PEDERSEN B，et al.Crushed sand in

concrete -effect of particle shape in different fractions and filler
properties on rheology[J].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2016

（71）：26-41.
[3] CEPURITIS R，JACOBSEN S，SMEPL-ASS S，et al.Influence of

crushed aggregate fines with micro-proportioned particle size distri－
butions on rheology of cement paste[J].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
ites，2017（80）：64-79.

[4] 潘菲，姜观荣.石粉粒径对机制砂混凝土性能的影响[J].粉煤灰

综合利用，2017（2）：29-31.
[5] 马昆林，龙广成，谢友均，等.水泥-粉煤灰-石灰石粉浆体塑性

黏度的影响因素[J].硅酸盐学报，2013，41（11）：1482-1486.
[6] 蒋正武，陶志龙，任强.机制砂自密实混凝土泵送压力规律研究[J].

建筑材料学报，2017，20（1）：18-22.
[7] 赵井辉，刘福胜，韦梅，等.花岗岩石粉细度及掺量对混凝土微

观孔隙的影响[J].水利水运工程学报，2016（2）：39-45.
[8] 尹武晓，蒋林华，陈敏，等.凝灰岩石粉和 VF 防裂剂对水泥基材

料收缩性能的影响[J].混凝土，2017，323（1）：91-93.
[9] 李新宇，谢国帅，任金明.人工砂高云母石粉对抗冲磨混凝土性

能影响研究[J].水力发电，2016，42（2）：106-110.
[10]BENTZ D P，ARDANI A，BARRETT T，et al.Multi-scale investi－

g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limestone in concrete [J].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2015（75）：1-10.

[11]徐文，郭飞，田倩.不同超塑化剂掺量下石灰石粉水泥净浆流变

性能[J].建筑材料学报，2014（2）：27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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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1）粉煤灰可明显降低低热水泥基材料水化热、抗压

强度和后期电阻率，在水泥水化过程中主要起物理填充作

用；矿渣能够促进低热水泥基材料的二次水化，对其早期

电阻率影响较大，有利于后期强度的增长。
（2）低热水泥基材料电阻率与水化热、抗压强度的相

关性均随龄期的延长而增加，72 h 电阻率与 3、7 d 水化热

以及 28、90 d 抗压强度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电阻率越大，

则强度越高、水化热越高。
（3）本研究提出了基于电阻率法的低热水泥基材料水

化热和抗压强度预测模型，计算精度较高，可为低热水泥

的生产和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4）水泥基材料的热学、力学性能预测比较复杂，后续

还应选取更多品种、水平的的低热水泥基材料进行试验，

不断完善该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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