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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混凝土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角度出发，也应降低混凝土胶凝

材料最大用量限值。因为只有以最少的胶凝材料用量和最少

的用水量制备出满足工作性能和其他各项性能要求的混凝土

才是混凝土技术的最高境界。

最后，从有利于工程实际应用和质量控制角度考虑，在

现有技术和管理水平条件下，特别是新拌混凝土的耐久性快

速检测技术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保留对混凝土最小胶凝材料

用量的限值还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因为目前中国各地、各

行业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实力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有标

准规范规定的条件下，一些地方仍无法实现对混凝土质量进

行有效控制管理的目标，倘若全面放开，不加约束，则会导致

在实际工程实践中花样百出，事与愿违的结果。

关于混凝土配合比中最小水泥用量的探讨
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陈旭峰

前言

混凝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建筑工程结构材

料。传统混凝土由水泥、砂子、石子和水组成，水泥的水化硬

化将混凝土各组成材料胶结成一体形成强度。因此，工程界

对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非常重视和敏感。鉴于上世纪末市场上

各水泥品质参差不齐的状况，建筑工程设计和验收标准或规

范对混凝土作了最低水泥用量的下限要求（≥300kg/单方混

凝土），以便从源头上确保混凝土结构工程的质量安全。

本世纪初，我国水泥工业开始了全面的现代化改造进程，

10年来东中部地区的各种立窑和小旋窑水泥厂完全被淘汰，

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现代化新型干法先进工艺技术的水泥

生产线。现代水泥的均质性好、更细，早期强度更高。另外，

水泥标准也相应进行了升级修改，例如：《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取消了普通硅酸盐水泥P·O32.5的低强度等

级产品，促进了P·O42.5较高强度等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在

结构工程上的广泛应用。

现代新型干法水泥和高性能减水剂的普遍使用，使工程

应用的混凝土配制强度可以向更高等级发展（C80～C100）。

但是由于水泥粒径更细和早强高，导致混凝土出现水化热

高、脆性大和易收缩开裂等隐患，如果仍然使用原有的最低

水泥用量，这些隐患有增大的趋势。所以现代混凝土技术发

展的关键有二：一是使用有水化活性的矿物掺和料（粉煤

灰、矿粉）取代部分水泥，在保证或提升28d强度的前提下，降

低混凝土的水化放热，改善脆性和延展性，减少开裂，提高致

密性和耐久性；二是使用高效或高性能减水剂降低混凝土制

备时的水胶比。故现代混凝土应由水泥、矿物掺和料、砂子、

石子、水和外加剂等6项组分组成。

一、建筑工程用相关标准规范对最低水泥用
量的限定

由表1可见，在11个工程标准和规范中，2008年以后修

订的《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2011）、《混

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2008）、《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补偿收缩混凝土应用

技术规程》（JGJT 178-2009）、《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

（GB 50496-2009）、《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 

10-201x）等6个规范已接受了现代混凝土技术进步的成果，

认同由水泥和矿物掺和料组成胶凝材料的概念，不再单独

对最低水泥用量设限，而是对混凝土中最低胶凝材料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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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kg/m3）和矿物掺和料其总量中的比例（≤50%）设限。

但是，《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8-2011）和

《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规程》（JGJ 104-2011）仍然对最低水泥

用量分别有（≥260kg/m3和≥280kg/m3）限定。

对矿物掺和料改善混凝土性能的技术效果，早在北京市

的工程规范《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程》（DBJT 01-

64-2002）中就得到了体现，其对地下、水下混凝土设限的水

泥用量为≥150kg/m3，其余为不超过总胶材50%的矿物掺和

料。《北京轨道交通工程结构混凝土裂缝控制与耐久性技术

规程》（QGD-003-2008）、《高铁客运专线高性能混凝土暂

行技术条件》-2005等企业规范也进行了类似的规定。

二、最低水泥用量的合理设限依据

1. 水化机理

从水化硬化机理看，混凝土的水泥熟料矿物水化硬化生

成凝胶状水化硅酸钙和结晶状水化铝（铁）酸钙、水化硫铝酸

表 2   混凝土中Ca（OH）2的浓度

胶凝材料组成/% 水胶比
W/C

熟料水化溶出Ca（OH）2
/kg·m-3

掺合料水化消耗Ca（OH）2
/kg·m-3

水泥浆中剩余Ca（OH）2
/kg·m-3

孔中液相Ca（OH）2
/g/L硅酸盐水泥 矿物掺合料

70 30 0.45 48.42 15.22 33.20 369

60 40 0.45 41.51 20.28 21.22 236

50 50 0.45 34.58 25.36 9.22 102

40 60 0.45 27.66 30.44 -2.78 ＜0

30 70 0.45 20.74 34.50 -13.76 ＜0

注：表中负数表示硅酸盐熟料组分水化生成的Ca（OH）2量不够掺合料水化消耗所需

表 1   标准规范对最低水泥用量的限定

标准名录 使用条件 最大水胶比 最小水泥用量kg/方 最小胶材用量kg/方 矿物掺合料总量

1、《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2011）

0.50 - 320 ≤45%

2、《混凝土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程》
（DBJT 01-64-2002）

冻害、潮湿 0.50 200 300 ≤50%

地下、水下 0.55 150 300 ≤50%

3、《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T 50476-2008）

冻害、潮湿 0.55 - 280

4、《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2010）

冻害、潮湿 0.55 - - -

5、《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8-2011）

0.50 260 320 -

6、《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规程》
（JGJ 104-2011）

0.55 280 - -

7、《补偿收缩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178-2009）

0.5 300

8、《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
（GB 50496-2009）

0.55 ≤50%

9、《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T 10-201x）

- 300

10、企标：QGD-003-2008北京轨道交通
工程结构混凝土裂缝控制与耐久性技术规程

地铁 0.45 220 300 ≤50%

11、高铁客运专线高性能混凝土暂行技术条
件-2005

普通室外 0.5 - 300 -

表 3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2007）各品种水泥组成及混凝土中水泥熟料量换算

水泥品种 代号
GB 175-2007—水泥组分/%

混凝土水泥用量/kg·m-3 混凝土中折合熟料量/kg·m-3
熟料+石膏 混合材

硅酸盐水泥
P.I 100 300 300

P.Ⅱ ≥95 ≤5 300 ≥28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80～95 5～20 300 240～285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A 50～80 20～50 300 150～240

P.S.B 30～50 50～70 300 90～150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60且<80 20～40 300 180～240

注：混合材为矿渣、矿粉、粉煤灰、烧煤矸石、炉渣等活性材料（含≤8%的非活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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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和氢氧化钙等，晶状水化产物彼此搭接成网架，形成早期

强度；凝胶状的水化硅酸钙填充网架空隙，形成后期强度的发

展。在此，约20%的块状水化产物—氢氧化钙不但自身胶结

性差，而且妨碍凝胶状水化产物与砂石骨料界面的粘结。

矿粉和粉煤灰等矿物掺和料水化硬化相对滞后，并与硅

酸盐水泥熟料矿物水化生成的氢氧化钙反应，继续生成胶结

强度好的低钙硅比水化硅酸钙凝胶，且不断填充空隙，减少

块状氢氧化钙量，使混凝土胶结相越来越致密，强度也随之

增长，即二次水化和填充效应。矿物掺和料的水化硬化使混

凝土内部组成和微结构改善，浆骨界面区优化，连通孔被密

闭和细化，显著提高了混凝土的耐久性。另外，由于矿物掺和

料在混凝土中取代了部分水泥，水化热造成的温差裂纹等减

少，也提高了混凝土的耐久性。

因此，仅从水化硬化理论而言，适量使用矿物掺和料对

混凝土28d及以后的强度增长是有益的，其致密性和耐久性

的提高更加显著。但是，实现这一功效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

量硅酸盐水泥熟料的存在。

2. 抗碳化性能

显然，混凝土中矿物掺和料越多，相应的硅酸盐水泥熟

料量越少。表2是混凝土毛细孔中液相Ca（OH）2浓度的理论

估算[1]。

由表2可见，当矿物掺和料为50%时，混凝土空隙中液相

氢氧化钙Ca（OH）2浓度约为100g/L，大于Ca（OH）2的饱和浓

度（12.7g/L，pH＞12.7）；当矿物掺和料达到60%时，由于其水

化消耗的Ca（OH）2量大于硅酸盐水泥熟料矿物水化生成的Ca

（OH）2量，导致混凝土毛细孔液相中Ca（OH）2浓度大幅降低

至零，低于Ca（OH）2的饱和浓度（12.7g/L，pH＞12.7），钢筋表

面的钝化膜消失或减薄，碳化和钢筋锈蚀加速。故混凝土中

矿物掺和料用量不应超出50%的上限。

3. 冬季施工

冬季施工中，混凝土尽快达到受冻临界强度非常重要，

也即混凝土早期强度发展要求高，故混凝土中的水泥应有

最低用量限定。根据黑龙江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试验结

果[2]，在普通硅酸盐水泥用量大于220kg/m3（折合纯熟料量

~160kg/m3）的条件下，所制备的混凝土能够达到《建筑工程

冬季施工规程》（JGJT 104-2011）对临界强度的要求。

4. 最小水泥用量设限内容

综上所述，现代混凝土必须使用矿物掺和料才能改善、

优化混凝土的各项现期和长期性能。但是，掺和料能发挥有

益效果的前提是必须有足量硅酸盐水泥熟料矿物的水化产

物生成。但是，目前的建筑规范标准中对混凝土中水泥最低

用量设限，但没有对水泥的品种和强度等级设限。根据《通

用硅酸盐水泥》（GB 175-2007）标准，不同品种的水泥含有

的活性和非活性混合材的比例不同，折合成熟料含量相差很

大，如不予以区别，即使对单方混凝土最低水泥用量设定，也

不能保证混凝土有足够的硅酸盐水泥熟料含量。详见表3。

由此可见，如果使用符合通用水泥标准的P.S.A或P.S.B

矿渣硅酸盐水泥，即使单方混凝土水泥用量达到了300kg，其

实际的熟料含量也就在150kg～240kg和90kg～150kg，并不能

保证混凝土各项性能指标。如果使用P.O普通硅酸盐水泥，即

使单方混凝土水泥用量在225kg，其折合熟料量也在180kg/m3 

～215kg/m3，大量的工程实践证明了此用量是适宜的。

三、建议

（1）现有涉及混凝土的工程标准规范中设定最低水泥用

量是必须的，但不科学、不合理，应该表述为最低硅酸盐水

泥熟料用量，当使用不同品种的水泥时，可以按《通用硅酸盐

水泥》（GB 175-2007）标准中熟料组分含量的下限折算混凝

土中的单方熟料用量。

（2）在混凝土的工程标准规范后续修订中，如能将最低水

泥用量设定为最低硅酸盐水泥熟料用量，一方面可为促进混凝

土行业针对不同的结构工程要求，使用品质更加优良的P.I、P.Ⅱ

硅酸盐水泥打开通路；另一方面又能真正限制低品质或低强度

等级水泥在混凝土中的大量使用（因其符合工程标准中最低水

泥用量的要求），从源头上保证工程结构的质量安全。

（3）在水泥标准的后续修订中，应向食品行业学习，必

须在产品外包装上或散装随车合格证中明确出厂水泥主要组

分和添加组分的名称和含量，以利用户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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