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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海洋环境中混凝土的腐蚀与防护



     1 背景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为建设海洋强国再一次吹响了号角。21世纪是属于海洋的
世纪。我国是拥有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
海洋大国，壮大海洋经济、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维护海洋权益事关国
家安全和长远发展。

        海洋技术作为当代三大尖端科技
革命之一，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随着海洋开发、军民港口建
设、沿海核电、石油钻井和化工、海
底隧道、沿海风力发电站以及跨海大
桥等大型海洋工程的建设，海工混凝
土耐久性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现代海洋工程建设离不开水泥混
凝土材料，研发并应用高耐久性的海
工混凝土势在必行。

港珠澳跨海大桥



        室内环境的混凝土建筑物：通常可维持50年以上；室

外环境：30-40年即需要维修；南方潮湿地区：20-30年即需

要维修；海洋环境（南海）：10-20年就出现严重损害。

工程实践表明：混凝土中的钢筋锈蚀是导致结构

耐久性失效的最主要因素。

2 混凝土耐久性问题调查

环境作用对耐久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钢筋锈蚀对混凝土建筑物的破坏



造成钢筋锈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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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腐蚀调查

            海洋腐蚀问题是海洋工程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威胁之一。由海洋腐蚀所
引起的灾难性事故案例很多，也造成了很多极其巨大的损失。

              2016年3月，全球腐蚀调查报告表明，世界平均腐蚀损失约占全球国
民生产总值（GNP）的3.4%。一般认为，海洋腐蚀损失约占总腐蚀损失
的1/3。

青岛“百年栈桥”



Ø 浙东沿海混凝土结构二次调查：1994年、2000年

调查结果：80%以上都发生了严重或较严重钢筋锈蚀破
坏，出现锈蚀破坏的时间有的不到10年。

Ø 华南海港码头混凝土腐蚀情况调查：80年代

调查结果：因氯离子侵蚀而造成的港工建筑物破坏几乎
遍及沿海岸线各地区，且破坏十分严重和迅速。

3.1  我国沿海混凝土腐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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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和实践证明：海洋环境下氯离子侵蚀是引起钢
筋锈蚀并造成混凝土结构破坏的首要因素，危害极大。

3.2 海洋环境下 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首要因素



4.1 混凝土对钢筋的保护作用

在碱性环境混凝土中的钢筋受到保护

混凝土pH 12.6-13.5

混凝土钢筋

钝化膜 

4 混凝土中钢筋锈蚀的机理



4.2 混凝土中钢筋的锈蚀条件

条件1

       钢筋表面钝化保护膜受到破坏

             混凝土碳化

             氯离子侵蚀

条件2    

       电化学电解反应

             混凝土中孔隙溶液作为电解质

             钢筋阳极 （锈蚀点）

             钢筋阴极（钝化膜，H2O&O2）



4.3 碳化造成钢筋锈蚀的机理

  水泥水化的高碱性（pH>12.6），使钢筋表面产生一
层致密的钝化膜。以往的研究认为钝化膜是由铁的氧化物
构成，但也有研究表明，该钝化膜中含有Si-O键，对钢筋
有很强的保护能力。然而该钝化膜只有在高碱性环境中才
是稳定的。

  当pH<11.5时，钝化膜就开始不稳定（临界值）；

  当pH<9.88时，钝化膜生成困难或者已经生成的钝化
膜破坏。CO2的作用在于降低了混凝土的pH值，逐渐破坏
钢筋钝化膜。



注意：1、Fe2+ 无法搬运走，积聚在锈蚀点表面，反应受阻；
            2、碳化生成CaCO3，使混凝土更致密，阻碍CO2侵入。



  氯离子是极强的去钝化剂，其进入混凝土中并达到钢
筋表面，当它吸附于局部钝化膜处时，可使该处的PH值迅
速降低到4.0以下，从而破坏该处的钝化膜。

4.4.1 破坏钝化膜

4.4 氯离子造成钢筋锈蚀的机理



  氯离子对钢筋表面钝化膜破坏，首先发生在局部
（点），使这些部位（点）露出了铁基体，与尚完好的钝
化膜区域构成电位差。铁基体作为阳极而腐蚀，大面积的
钝化膜区作为阴极。

  腐蚀电池作用：钢筋表面产生点蚀（坑蚀），由于大
阴极（钝化膜区）对应于小阳极（钝化膜破坏点），坑蚀
发展十分迅速。这就是氯离子对钢筋表面产生坑蚀的主要
原因。

4.4.2 形成腐蚀电池



阳极反应：   2Fe2eFe

  2Cl2HFe(OH)O2HFe2Cl 22
2

 3222 4Fe(OH)O2HO4Fe(OH)

阴极反应：
  OH22eO

2
1OH 22

注意：如果Fe2+不搬运走，阳极反应将受阻；Cl-与Fe2+相遇
生成FeCl2，从而加速阳极过程。这一过程称为阳极去极化
作用，反应式如下：

4.4.3 去极化作用

氯离子只是起到了“搬运” 作用，它不会被“消耗”，即
氯离子会周而复始地起破坏作用。



  腐蚀电池的要素之一是要有离子通路。混凝土中氯
离子的存在，强化了离子通路，降低了阴、阳之间的欧
姆电阻，提高了腐蚀电池的效率，从而加速了电化学腐
蚀过程。

  氯盐中的阳离子（Na+、Ca2+等），也降低了阴、阳
之间的欧姆电阻，但不参与阴、阳极过程。氯盐对钢筋
锈蚀影响的强弱，与其达到钢筋表面的浓度有关。氯盐
对混凝土也有一定的直接破坏作用（如结晶膨胀和增加
冻融破坏等），但氯离子引起钢筋锈蚀，从而导致混凝
土结构的破坏，在通常情况下起主导作用。

4.4.4 导电作用



4.5 混凝土中钢筋的锈蚀过程

初始阶段：
  混凝土 (pH = 12.5-13.5)
  钢筋受到保护
  二氧化碳/氯离子侵袭 
  混凝土pH 降低 
  钢筋尚未受到影响 

传播阶段：
  混凝土中的水和氧
  使钢筋开始锈蚀 

恶化阶段：
  铁锈物质体积膨胀 
  造成混凝土开裂及 
  空鼓剥落

CO2

Cl-

O2 & H2O



5 氯离子侵入混凝土的途径

Ø “混入”型

如掺用含氯离子外加剂、使用海砂、施工用水含有氯离子、在含盐

环境中拌合混凝土等。

Ø “渗入”型

环境中的氯离子通过混凝土宏观、微观缺陷渗入到混凝土中，并到

达钢筋表面。

“混入”现象大都是施工管理问题；

“渗入”现象则是综合技术问题，与混凝土材料多孔性、密实性、工

程质量及钢筋保护层厚度等多种因素有关。



6 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传输机理

        氯离子通过混凝土内部的孔隙和微裂缝体系从周围环境

向混凝土内部传输，有以下几种方式：

Ø 毛细管作用：氯离子向混凝土内部干燥的部分移动

混凝土干燥→遇海水→被海水饱和→再干燥-蒸发，氯盐留在混凝土

中……

Ø 渗透作用：在水压力作用下，氯离子向压力较低的方向
传输

Ø 扩散作用：由于浓度差的作用，氯离子从浓度高的地方
向浓度低的地方传输

Ø 扩散作用：氯离子向电位高的方向传输。



7 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传输试验

        测试与表征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传输行为主要
有两个目的：

Ø评价材料的抗氯离子渗透性能，为结构的耐久性
设计提供基本参数；

Ø预测与评估结构的服役寿命，为结构的维修和维
护提供依据。



7.1 快速氯离子迁移系数法（RCM法）

Ø GB/T 50082-2009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试验方法标准》
7.1规定了RCM快速氯离子迁移系数DRCM的测定方法。

检测采用外加电场测定非稳态氯离子扩散
系数DRCM，定量评价混凝土抵抗氯离子扩
散的能力，为氯离子侵蚀环境中混凝土耐
久性设计和施工以及使用寿命的评价和预
测提供基本参数。

GB 50164-2011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7.3 NEL法（电导率法）

Ø 测试方法详见土木工程学会标准CCES 01-2004《混凝土结构耐
久性设计与施工指南》附录B2。

清华大学路新瀛教授基于离子扩散和电迁
移基础上提出的试验方法，实际是饱盐混
凝土电导率法。利用Nernst-Einstein方程
得到氯离子扩散系数DNEL，对混凝土渗透
性进行快速评价。

氯离子扩散系数

DNEL(10-12m2/s) 混凝土渗透性等级 混凝土渗透性评价

>10 I 高

5~10 II 中

1~5 III 低

0.5~1 IV 很低

<0.5 V 极低

CCES 01-2004《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与施工指南》



7.4 非稳态自然扩散试验——长期浸泡法

Ø 1981年以前，美国最早的氯离子扩散试验标准方法

AASHTO T259以及后来的欧洲标准Nord Test和NT 
Build 443均采用这种方法。

Ø 非稳态扩散试验是先将试件浸泡规定的时间后，将

试件烘干，然后沿着试件暴露于盐溶液的侧面，向

混凝土内层切片，再将切片磨成粉，通过化学方法

分析不同深度的氯离子含量，然后建立氯离子浓度

与扩散距离之间的关系。



7.5 实海暴露试验

Ø 实海暴露试验最大的优点是能较真实反映海洋环境对混凝土结

构的腐蚀作用，但是实验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几年、十几年甚

至更长。

Ø 经典案例：港珠澳大桥混凝土耐久性设计——基于湛江暴露试

验站30年的暴露试验数据。



7.5 实海暴露试验

Ø 基于文昌市

某海港工程，

在清澜大桥

附近海域建

立的实海暴

露试验站，

用于评价海

工混凝土的

长期耐久性

和氯离子在

其中的传输

规律。



7.6 室外露天加速腐蚀模拟试验

Ø 海南大学团队针

对南海高温、高

湿及高盐分等恶

劣环境，自主研

制的露天加速腐

蚀模拟试验装置，

可较为真实的模

拟南海浪溅区、

水位变动区氯离

子对海工混凝土

的侵蚀情况。该

方法可与实海暴

露试验相结合研

究。



8 海水环境的腐蚀分区

桥

墩

海洋环境的腐蚀分区

Ø 浪溅区：氯盐最强腐蚀区

干湿交替，氯盐富集，氧气充足，浪花飞溅

Ø 水位变动区（潮差区）

涨潮浸在水下，落潮在海平面上；腐蚀较为严重

Ø 水下区

盐分高，但溶氧含量较低，腐蚀程度较小

Ø 大气区

一般海平面2米以上，湿度大，盐分高



《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JTS 153-2015



环境作用等级 环境条件 结构构件示例
III-C 水下区和土中区：

周边永久浸没于海水或埋于土中
桥墩，基础

III-D 大气区（轻度盐雾）：
距平均水位15m高度以上的海上大
气区；
涨潮岸线以外100~300m内的陆上室
内环境

桥墩，桥梁上部结构构件；
靠海的陆上建筑外墙及室外
构件

III-E

大气区（重度盐雾）：
距平均水位15m高度以内的海上大
气区；
涨潮岸线以外15m内的陆上室内环
境

桥墩，桥梁上部结构构件；
靠海的陆上建筑外墙及室外
构件

潮汐区和浪溅区，非炎热地区 桥墩，码头
III-F 潮汐区和浪溅区，炎热地区 桥墩，码头

注：1 近海或海洋环境中的水下区、潮汐区、浪溅区和大气区的划分。按剧家现行标准《海港工程混凝土结构防腐蚀技术规范
》JTJ 275的规定确定；近海或海洋环境的土中区指海底以下或近海的陆区地下.其地下水中的盐类成分与海水相近； 
2 海水激流中构件的作用等级宜提高一级； 
3 轻度盐雾区与重度盐雾区界限的划分，宜根据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既有工程调查确定；靠近海岸的陆上建筑物，盐雾对室外混
凝土构件的作用尚应考虑风向、地貌等因素；密集建筑群，除直接面海和迎风的建筑物外，萁他建筑物可适当降低作用等级； 
4 炎热地区指年平均温度高于20℃的地区； 
5 内陆盐湖中氯化物的环境作用等级可比照上表舰定确定。

表6.2.1 海洋氯化物环境的作用等级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GB 50476-2008 ：



      9 钢筋抗锈蚀的技术措施

             基本措施：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抗侵蚀性能，延长氯离子到达混凝土中
钢筋表面的时间，以减小因氯离子侵蚀导致钢筋锈蚀而造成混凝土结构劣
化的几率。这是最根本、最有效且最经济合理的防护方式。

             附加措施：(1)、使用钢筋阻锈剂；(2)、混凝土表面涂层防护；(3)、
使用不锈钢筋与涂层钢筋；(4)、阴极保护，等等。

         (1)、采用了高性能海工混凝
土，主要以氯离子扩散系数为控
制参数；同时设计合理的钢筋保
护层厚度。
         (2)、根据不同的情况和环境
采用混凝土表面防腐涂装、预应
力筋保护、渗透性控制模板、局
部使用环氧钢筋和阻锈剂等附加
措施。在斜拉桥主墩承台、塔座
和浪溅区的下塔柱进行了外加电
流阴极保护技术的试应用。

杭州湾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大体积海工混凝土桥墩

(3) 港珠澳跨海大桥采用了C50大体积海工混凝土一次浇筑，并
确保承台和墩身无裂纹技术。同时，浪溅区以下墩身外层钢筋
采用不锈钢筋。



    10 “混入型”氯离子侵蚀的防护

Ø 拌合用水：氯离子含量不宜大于200mg/L。

Ø 砂：细骨料不宜采用海砂。当不得不采用海砂时，海砂中氯离子含量应

符合下列规定：（1）浪溅区、水位变动区的钢筋混凝土，海砂中氯离

子含量限值以胶凝材料的质量百分率为0.07%。当含量超过限值时，宜

通过淋洗降至限值意思；淋洗确有困难时可在所拌制的混凝土中掺入适

量的经论证的阻锈剂。（2）预应力混凝土，海砂中氯离子含量限值以

胶凝材料的质量百分率为0.03%。

Ø 外加剂：氯离子含量不宜大于水泥质量的0.02%。

《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JTS 153-2015规定：



    11 “渗入型”氯离子侵蚀的防护

Ø提高海水环境混凝土质量

Ø增加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Ø掺加钢筋阻锈剂

Ø混凝土表面涂防腐涂层

Ø涂层钢筋、耐腐蚀钢筋

Ø应用海洋工程专用水泥

Ø应用超高性能混凝土
当前趋势

传统措施



11.1 提高海水环境混凝土质量

11.1.1 控制最大水胶比和胶凝材料总量

注：引自行业标准《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S 153-2015。



注：引自行业标准《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S 153-2015。



11.1.2 掺加优质的矿物掺合料

Ø微集料填充效应：填充间隙及形成润滑膜；

Ø火山灰反应：消纳氢氧化钙，改善过渡区；

Ø对水泥的分散作用，降低水胶比；

Ø延缓初期水化速率，形成低水胶比、大水灰比的有

利环境；

Ø降低温升，改善徐变能力，减小早期热裂缝。

矿物掺合料的作用：



裂缝扩展的
路径和方向

骨料

水泥石

骨料
周围
的过
渡区

薄弱的过渡区相



硅灰
Silica fume

矿粉
Blast Furnacel Slag

粉煤灰
Fly ash



11.1.2.1 矿粉

• 矿渣是经过选矿或冶炼后排出的残余物和工业废料。经
水淬急冷后的矿渣中玻璃体含量多，呈细粒状，结构不
稳定，潜在活性大，但须经磨细成粉才能使其潜在活性
发挥出来。

• 矿粉的主要化学成分是CaO(30-42%)、SiO2(35-38%)、
Al2O3(10-18%)、MgO(5-14%)等；其与硅酸盐水泥的成
分很接近。

• 矿粉分为三个级别：S105、S95、S75，主要是以矿粉活
性指数区分的。S105的28天活性指数≥105％，S95的28天
活性指数≥95％，S75的28天活性指数≥75％。



矿粉的三大效应：

火山灰效应：矿粉参与二次水化反应，在反应过程中吸收大
量的Ca(OH)2晶体，使混凝土中尤其界面过渡区的CH 晶粒
变小变少，改善混凝土的微观结构。

微集料填充效应：矿粉的细度比水泥颗粒细，取代了部分水
泥后，这些小颗粒填充在水泥颗粒间的空隙中，使胶凝材料
具有更好的级配，形成了密实充填结构和细观层次的自紧密
堆积体系。

微晶核效应：矿粉的胶凝性虽然与硅酸盐水泥相比较弱，但
它为水泥水化体系起到微晶核效应的作用，加速水泥水化反
应的进程并为水化产物提供了充裕的空间，改善了水泥水化
产物分布的均匀性，使水泥石结构比较致密。



11.1.2.2 粉煤灰

• 粉煤灰是燃烧煤粉后收集到的灰粒，亦称飞灰，其
化学成分主要是SiO2（45～65%）、Al2O3（20～
35%）及Fe2O3（5～10%）和CaO（5％）等。与矿
粉的成分差异在于SiO2和Al2O3居多，CaO少。

• 粉煤灰掺入混凝土后，不仅可以取代部分水泥，降
低混凝土的成本，保护环境，而且能与水泥互补短
长，均衡协合，改善混凝土的一系列性能，粉煤灰
混凝土具有明显的技术经济效益。



煤粉－燃烧－残渣
粉磨加工

－磨细灰

设备集尘

－原状灰



粉煤灰的作用：

• 1、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

        掺用粉煤灰对新拌混凝土的明显好处是增大浆体的体
积，大量的浆体填充了骨料间的孔隙，包裹并润滑了骨料
颗粒，从而使混凝土拌和物具有更好的粘聚性和可塑性。 
• 2、提高混凝土的后期强度

        在常温下，由于粉煤灰的水化反应比水泥慢，被粉煤
灰取代的那部分水泥的早期强度得不到补偿，所以混凝土
早期强度随粉煤灰掺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时间推移，粉
煤灰中活性部分SiO2和Al2O3与水泥水化生成的Ca(OH)2发
生反应，生成大量C-S-H。粉煤灰外部的一些水化产物在
成长过程中也会象树根一样伸入颗粒空隙中，填充空隙，
破坏界面区Ca(OH)2的择优取向排列，大大改善了界面区，
促进了混凝土后期强度的增长。

        粉煤灰中常含有70%以上的玻璃微珠。因此，粉煤灰除
了具有类似于矿粉的三大效应之外，还有“滚珠”效应。



• 3、降低混凝土的水化热
        混凝土中水泥的水化反应是放热反应，在混凝土中掺入粉
煤灰由于减少了水泥的用量可以降低水化热；粉煤灰延缓了水
化速度，减小混凝土因水化热引起的温升，对防止混凝土产生
温度裂缝十分有利。

• 4、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由于粉煤灰的容重（表观密度）只有水泥的2/3左右，而
且粒形好（质量好的粉煤灰含大量玻璃微珠），均匀分散在混
凝土中的粉煤灰颗粒不会大量吸水，不但起着滚珠作用，而且
与水泥粒子组成了合理的微级配，减少填充水数量，影响系统
的堆积状态，提高堆积密度，具有减水作用，使新拌混凝土工
作性优良，硬化混凝土微结构更加均匀密实。而且，不会发生
泌水离析现象。



        硅灰是硅合金与硅铁合金制造过程中高纯石英、焦
炭和木屑还原产生的副产品，是从电弧炉烟气中收集到
的无定型二氧化硅含量很高的微细球形颗粒。硅粉一般
含有90%以上的SiO2，且大部分为无定型的。 

        硅灰的比表面积介于15000～25000m2/kg(采用氮吸
附法即BET法测定)。硅灰的物理性质决定了硅灰的微
小颗粒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可以充分地填充在水泥颗粒
之间，提高浆体硬化后的密实度。 

11.1.2.3 硅灰



硅灰的作用：

• 高细度的无定型SiO2具有很高的火山灰活性，即在水泥水

化产物氢氧化钙(Ca(OH)2)的碱性激发下，SiO2能迅速与

Ca(OH)2反应，生成水化硅酸钙凝胶(C-S-H)；同时，发挥

微集料填充效应，提高混凝土强度并改善混凝土性能。主

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

在混凝土中掺入硅灰后，由于替代了部分水泥而减少了受

侵蚀的内因，同时当硅灰均匀分散到水泥浆体中，形成了

水化产物的核心。 硅灰掺入混凝土中能大量吸收Ca(OH)2
产生二次水化反应，水化产物进一步填充了结构孔隙，使

结构更密实抗渗透性更好。



• 2、提高混凝土早期强度

硅灰的火山灰效应能将对强度不利的Ca(OH)2转化成C-S-
H凝胶，并填充在水泥水化产物之间，有力地促进了混凝
土强度的增长。同时，硅灰与Ca(OH)2反应，Ca(OH)2不
断被消耗，会加快水泥的水化速率，提高混凝土的早期强
度。 

• 3、提高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

硅粉及其二次水化产物填充硬化水泥浆体中的有害孔，水
泥石中宏观大孔和毛细孔孔隙率降低，同时增加了凝胶孔
和过渡孔，使孔径分布发生很大变化，大孔减少，小孔增
多，且分布均匀，从而改变硬化水泥浆体的孔结构。 



高效减水剂的作用：

不减少水泥用水量得情况下，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坍落度，
提高混凝土流动性；在保持一定工作性下，减少砼单位
用水量，提高混凝土强度；在保持一定强度下，减少单
位体积混凝土的胶材用量，节约水泥。

减水剂应采用减水率高、坍落度损失小、适量引气、能
明显提高混凝土耐久性且质量稳定的产品。外加剂与水

泥之间应有良好的相容性。    

11.1.3  掺加高效减水剂



11.2 增加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Ø 混凝土保护层为钢筋免于腐蚀提供了一道坚实的屏障，混

凝土保护层厚度越大，则外界腐蚀介质到达钢筋表面所需

的时间越长，结构越耐久。这是提高海洋工程钢筋混凝土

使用寿命的最为直接、简单而且经济有效的方法。

Ø 理论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越厚，结构耐久性越好。但保护

层厚度并不能不受限制的任意增加。过厚的保护层在硬化

过程中其收缩应力和温度应力得不到钢筋的控制，很容易

产生裂缝。裂缝的产生会大大削弱混凝土保护层的作用。



11.3 掺加阻锈剂

Ø 阻锈剂是一种能抑制钢筋电化学腐蚀的混凝土外加剂

Ø 机理：通过影响钢筋和电介质之间的电化学反应，可

以有效阻止钢筋腐蚀发生。因为阻锈剂的作用可以自

发地钢筋表面上形成，只要有致钝环境，即使钝化膜

破坏也可以自行再生，自动维持，这不仅由于任何人

为的涂层，而且经济、简便。实践证明，拌制混凝土

时掺加阻锈剂也是预防恶劣环境中钢筋腐蚀的一种经

济有效的补充措施。



11.4 混凝土表面涂防腐涂层

Ø完好的混凝土保护层具有阻绝腐蚀性介质与混

凝土接触的特点，从而延长混凝土和钢筋混凝

土的使用寿命。然而，大部分涂层本身会在环

境的作用下老化，逐渐丧失其功效，一般寿命

在5~10年，只能做辅助措施。



11.5 涂层钢筋、耐腐蚀钢筋

Ø 优点：采用耐腐蚀钢筋对混入型和渗入型氯离子的防护
都是很有效的。因为环氧涂层钢筋是在严格控制的钢厂
流水线上涂敷的，一般可以保证涂层高质量，涂层可以
将钢筋于周围混凝土隔开，即使氯离子和氧气已经大量
侵入混凝土，它还是可以长期保护钢筋，使钢筋免遭腐
蚀。

Ø 缺点：环氧涂层钢筋与混凝土的握裹力降低了35%，使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整体力学性能下降；施工过程中环氧
涂层钢筋的保护要求及其严格，加大了施工难度；成本
明显增加。

Ø 针对该缺点，本人团队研制了一种新型聚合物防腐高强
砂浆，对钢筋直接涂敷防腐，在海口市滨江路某工地进
行了应用。



第二部分：海工混凝土与海工水泥



     1  何为海工混凝土？

       海工混凝土是指在海滨和

海水中或受海风影响的环境中

服役，受海水或海风侵扰的混

凝土。

       海工混凝土因其环境应具

有高工作性、高耐久性、高强

度和高稳定性，属于高性能混

凝土的一种。



     2  海工混凝土的原材料

原材料

水泥
通用硅酸
盐水泥/
海工水泥
硫铝酸盐
水泥

水
低水胶比
提高水泥
石结构的
致密性

集料
粗集料
细集料：
河砂
人工砂
等

掺合料
矿渣
粉煤灰
硅灰
偏高岭土
钢渣粉

外加剂
减水剂
保塌剂
阻锈剂
引气剂
泵送剂



3  海工混凝土的配制技术

应用案例：南海某岛礁大体积混凝土工程、舟山港宝钢矿

石码头二期工程、上海东海大百兆瓦海上风电示范工程等

Ø传统技术：通用硅酸盐水泥+大掺量掺合料+外加剂

应用案例：港珠澳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等

Ø新技术：海工水泥 + 改性剂



4 我国海工水泥的发展

• 2003年，国务院国发[2003]41号文明确提出“要发展海洋工

程和港口建设用水泥”。
• 自此，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会同宁波科环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宁波分公司开展了海

工硅酸盐水泥的研究、试制和使用工作。

• 2014年，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牵头编制的国家标

准《海工硅酸盐水泥》GB/T 31289-2014发布，并于2015年
10月1日正式实施。

• 2012-2018年，团队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科研项目, 
根据南海岛礁工程建设的特殊需要，研制了新型海工胶凝

材料，并在岛礁工程建设中示范应用。



     5 海工水泥的优势

    与普通硅酸盐水泥相比，海工硅酸盐水泥主要有以下优势：

             (1) 耐海水侵蚀能力强。海工硅酸盐水泥的28d抗蚀系数
Kc≥0.99，具有较强的抵抗S042-、  Mg2+、Cl-腐蚀的能力；

             (2) 抗渗性能好。海工硅酸盐水泥具有微膨胀特性，混凝
土内部产生一定的自应力，增强了混凝土的密实性，从而提
高混凝土的抗渗、抗裂性能；

             (3) 低水化热。海工硅酸盐水泥水化热一般比普通水泥低
1/3，适用于大体积海港混凝土工程、大坝工程；

             (4) 低碱。海工硅酸盐水泥在水化过程中能使K+，Na+代
替部分Ca2+并固结到C-S-H凝胶中，降低碱含量，有效防止混
凝土的碱骨料反应。



        混凝土变形可分为化学变
形、温度变形和湿度变形。其
中温度变形是由于水泥在早期
水化过程中将放出大量的热，
由于混凝土内、外表面散热条
件的不同，表层混凝土温度降
低得快，由表及里将出现温度
梯度，从而引发温度收缩梯度，
使表层混凝土受拉，当温度应
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极限时，
混凝土会产生裂缝，其对混凝
土的整体性、耐久性和安全性
造成不良影响。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裂缝

低热高抗蚀海工水泥适用于海洋环境下的大体积混凝土等工程



     6 海工硅酸盐水泥存在的问题

            GB/T 31289-2014《海工硅酸盐水泥》规定：

            海工硅酸盐水泥是以硅酸盐水泥熟料和适量天然石膏、矿
渣粉、粉煤灰、硅灰粉磨制成的具有较强抗海水侵蚀性能的
水硬性胶凝材料。

            海工硅酸盐水泥在海洋工程和港口建设中有很好的应用
前景，但在组成上是存在一定的限制。本人团队采用硅酸盐
水泥熟料、矿渣粉、粉煤灰和脱硫石膏制备出强度等级52.5的
海工水泥，具有良好的抗海水侵蚀性能。

            可见，海工硅酸盐水泥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按5%、10%
和 2 0 % 的比
例在水泥中
单掺粉煤灰
( FA )、矿粉
(S)、减水剂
(HR)、脱硫
石膏(FGD)

将水泥的用量
固定为9 0 %和
8 0 %，剩余的
1 0 %与2 0 %双
掺粉煤灰、矿
粉、减水剂或
脱硫石膏中的
两种

将水泥的用量固
定为90%和80%，
剩余的 1 0 % 与
20%三掺粉煤灰、
矿粉、减水剂或
脱硫石膏中的三
种

将水泥的用量
固定为9 0 %和
8 0 %，剩余的
1 0 %与2 0 %四
掺粉煤灰、矿
粉、减水剂或
脱硫石膏中的
四种

分别测测定1、3、5、7d
的水化热，然后选择这四
组配合比中7d龄期水化热
最低组的配比

     7.1 研制新型海工水泥的技术路线

     7 新型海工水泥的研制





     7.2  水化热

     7.2.1  单掺外加组分对水泥水化热的影响

编号

原材料用量/g
未水化 部分水化

水 水泥
粉煤

灰
矿粉

脱硫

石膏

减水

剂
水 水泥

粉煤

灰
矿粉

脱硫

石膏

减水

剂

空白对照 0 3 0 0 0 0 40 100 0 0 0 0
FA5 0 2.85 0.15 0 0 0 40 95 5 0 0 0

FA10 0 2.7 0.3 0 0 0 40 90 10 0 0 0
FA20 0 2.4 0.6 0 0 0 40 80 20 0 0 0

空白对照 0 3 0 0 0 0 40 100 0 0 0 0
S5 0 2.85 0 0.15 0 0 40 95 0 5 0 0

S10 0 2.7 0 0.3 0 0 40 90 0 10 0 0
S20 0 2.4 0 0.6 0 0 40 80 0 20 0 0

注：FA代表粉煤灰；S代表矿渣粉。



1）水泥的水化热随
着龄期的增长而增
大，但大部分水化
热在反应前三天放
出；
2）各龄期水泥的水
化热随着粉煤灰掺
量的增大而逐渐降
低。
3）当粉煤灰掺量达
20%时，水泥水化
热降低幅度达8%-
11%。



1）水泥的水化热随
着水泥龄期的增长
而增大，但大部分
水化热在反应前三
天放出；
2）同样地，各龄期
水泥的水化热随矿
粉掺量的增大而逐
渐降低；
3）当矿粉掺量达
20%时，水泥水化
热降低幅度达6%-
10%。



     7.2.2  复掺外加组分对水泥水化热的影响

1）FA代表粉煤灰；S
代表矿粉；FGD代表
脱硫石膏；
2）水泥含量越小时水
泥水化热越低；
3）双掺外加组分的配
比中，双掺粉煤灰和
减水剂降低水泥水化
热的能力最优。



1）FA代表粉煤灰；S
代表矿粉；FGD代表
脱硫石膏；
2）水泥占比为越小时
水化热越低；
3）三掺外加组分时，
水泥水化热最低的配
比为三掺粉煤灰、矿
粉和减水剂。



编号
原材料用量/g

水 水泥 粉煤灰 矿粉 脱硫石膏 减水剂

空白对照 40 100 0 0 0 0

FA20 40 80 20 0 0 0

FA+HR（80%） 30 80 10 0 0 10

FA+S+HR（80%） 30 80 6.6 6.6 0 6.6

FA+S+FGD+HR（80%） 30 80 5 5 5 5

     7.2.3  海工水泥的水化热

注：FA代表粉煤灰，HR代表减水剂，S代表矿粉，FGD代表脱硫石膏，HG1、HG2、
HG3代表不同配合比的海工水泥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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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配合比优化设计，由粉煤灰、矿粉、脱硫石膏、减水剂等配制成的
海工水泥相比于普通硅酸盐水泥，7d水化热降低幅度可达41~68%。



编号
原材料用量/g

水泥 粉煤灰 矿粉 脱硫石膏 减水剂 标准砂 流动度/mm

空白对照 450 0 0 0 0 1350 155~165

FA20 360 90 0 0 0 1350 155~165

FA+HR 360 45 0 0 45 1350 155~165

FA+S+HR 360 30 30 0 30 1350 155~165

FA+S+FGD+HR 360 22.5 22.5 22.5 22.5 1350 155~165

     7.3  海工水泥砂浆强度

注：FA代表粉煤灰，HR代表减水剂，S代表矿粉，FGD代表脱硫石膏，HG1、HG2、
HG3代表不同配合比的海工水泥编号。



1）相比纯普硅水泥砂浆，三掺FA、S和HR的砂浆在各龄期的
强度最优。
2）三种海工水泥砂浆1d强度较低，但在3d后均有超越纯普硅
水泥之势，尤其是远龄期强度；
3）考虑水化热，海工水泥的综合性能优异，可在海工大体积
混凝土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FA代表粉煤灰，HR代表减水剂，S代表矿粉，FGD代表脱硫石膏，HG1、HG2、
HG3代表不同配合比的海工水泥编号。



采用粒径为100-200纳米的
活性硅灰（SiO2的含量为
90-95%）可进一步改善的
海工水泥基胶凝材料所制
得的水泥石结构致密、孔
径小

具有很好的抗氯离子渗透，
抗碳化能力以及杰出的耐
久性能

Radius μm
PC525-1d

Radius μm
SPC-1d

Radius μm
SPC-7d

 水泥石孔结构     7.4  海工水泥的耐海水侵蚀性能



第三部分：标准新增“海工混凝土”内容解读



v编制意义和目的

v编制依据

v相关术语

v编制内容解读

提  纲



机遇

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一带一路”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

国内尚未颁布海工混凝土相关标准/规范

一、编制意义和目的



挑战

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特征——高温、高湿、高盐及台
风频发等

在长期氯盐侵蚀、海浪冲刷以及干湿循环等因素的作
用下，普通混凝土容易过早劣化破坏

国内尚未颁布海工混凝土相关标准/规范



目的

规范海工混凝土的选材、配合比设计、性能要求
及检验评定等。



v编制意义和目的

v编制依据

v相关术语

v编制内容解读

提  纲



标准/规范 编号 名称 颁布时间

国家标准 GB/T 31289 海工硅酸盐水泥 2014

国家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2009

国家标准 GB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2008

国家标准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2010

行业标准 JTS 153 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2015

行业标准 JGJ/T 193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2009

行业标准 DL/T 5057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2009

行业标准 SL 191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2008

行业标准 JTS 257-2 海港工程高性能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2012

协会标准 CECS 220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2007



v编制意义和目的

v编制依据

v相关术语

v编制内容解读

提  纲



1. 海水环境——受海水影响的工程建筑物所处的环境，包括受海水影
响的河口环境。

2. 海工混凝土——应用于海洋工程建设的混凝土。 

3. 海工胶凝材料——海工硅酸盐水泥，或由通用硅酸盐水泥和海工混
凝土矿物掺合料配制的海工混凝土用胶凝材料。

4. 海工混凝土矿物掺合料 ——由适量天然石膏、矿渣粉、粉煤灰、
硅灰等矿物材料的一种或多种，经粉磨混合均匀而成的具有潜在活性并能
增强混凝土抗海水侵蚀性能的辅助性胶凝材料。



v编制意义和目的

v编制依据

v相关术语

v编制内容解读

提  纲



本部分对以下内容作出规定：

      11.1.1  应使用海工混凝土的工程环境；

      11.1.2 规定海工混凝土应采用海工胶凝材料：

因海工硅酸盐水泥价格较高、产量有限，所以

当前仍允许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但应与海工

混凝土掺合料配合使用；

      11.1.4 环境作用对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有重要

影响，本条规定海水环境的作用等级；

      11.1.5 对不同环境作用区的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作出规定。引自《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

标准》JTS 153的规定。

海洋工程建设

I 一般规定



11.1.6 考虑到海洋工程建设需要，本标准在《海工硅酸盐水

泥》GB/T 31289的基础上，新增52.5等级海工硅酸盐水泥的

规定。下表中水泥的技术指标是根据大量试验研究和南海岛

礁建设经验总结得到。

II 原材料

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

氯离子扩散系数

(×10-12m2/s)
抗蚀系数

3天 28天 3天 28天 28天 28天

52.5 20.0 52.5 4.0 7.0 ≤1.5 ≥0.99



      11.1.7 大体积混凝土在海洋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居多，为避

免早期出现裂缝，应采用低水化热高抗蚀海工胶凝材料，于

是本条规定了其水化热指标；

      11.1.8 对海工结构来说，混凝土经常处于饱水或干湿交替

状态，其反应物易产生较大的膨胀，即使采取限制水泥中的含

碱量小于0.6%（以Na2O当量计）的措施，由于海水不断提供

新的碱来源，很难保证不会发生碱骨料反应。因此，为保证

海工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严禁使用有可能产生碱骨料反应的

骨料。



      11.1.10  为保证海工混凝土的质量，本条对其配合比设计作

出了规定。

         1) 水胶比和胶凝材料用量不仅影响混凝土的强度，而且

是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处于海水环境中

的结构用海工混凝土，为保证其能够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性能指

标，本条规定了最大水胶比和最小胶凝材料用量；

         2) 在保持流动性不变的情况下，合理砂率能使水泥浆用

量达最小值，根据需要应检测最佳砂率；

         3) 为保证海工混凝土的强度、耐久性和体积稳定性，本

条规定最大用水量不大于160kg/m3。

III 配合比设计



11.1.11 参照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JTS 
153和《海港工程高性能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JTS 257-2等，同

时借鉴港珠澳大桥的工程经验和主编单位海南大学在南海岛礁

建设中积累的经验，针对南海恶劣的海洋环境，对海工混凝土

的性能指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下：

        1 强度等级不低于C45。《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JTS 153规定浪溅区的高性能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为C45。

IV 性能要求

注：由于矿物掺合料往往超过海工胶凝材料总量的50%，所以检

验评定海工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时，测试龄期宜采用56天。



11.1.11 - 2 在海水环境下，氯离子侵蚀又是引起钢筋锈蚀并最终

导致结构破坏的第一要素。因此，为保证南海海洋环境的混凝

土结构耐久性，本条对海工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提出更

高的要求：84 天氯离子迁移系数不大于2.5×10-12 m2/s，或56天
电通量不大于1000 C。 

注：1.《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JTS 153规定高性能混凝

土28 /56天电通量不大于1000 C，浪溅区的混凝土要求最高：28
天氯离子迁移系数不大于4.5×10-12 m2/s。本标准要求更高，4个
海洋分区的海工混凝土均应满足上述规定。

        2.氯离子迁移系数的测试龄期采用《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164规定的84天；

        3. 鉴于掺合料占比常超过50%，电通量的测试龄期宜为56天。



11.1.12 本条参考《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JTS 
153 的有关规定，将在南海浪溅区服役的海工混凝土的最

低强度等级适当提高至C50（测试龄期宜为56天），同时

还应对钢筋进行合理的防护。

原因：浪溅区是海洋环境中的最强腐蚀区，尤其是南海高

温、高湿及高盐分等恶劣环境作用下，是腐蚀防护的关键

部位。因此，应特别重视浪溅区的混凝土结构的选材和腐

蚀防护，以保证南海海水环境下钢筋混凝土结构能够达到

设计使用年限。



11.1.13-11.1.15  对海工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强度和耐久性的

检验评定方法作出规定。重要的是，海工混凝土的抗氯离子

渗透性能是海洋环境下钢筋混凝土工程防腐的最关键技术

指标。因此，在耐久性检验评定时，海工混凝土的抗氯离子

渗透性能是必检项目，分别采用RCM法和电通量法，出现

争议时，以RCM法的评定结果为准。

V 检验评定



第四部分：海工混凝土应用案例



   
南海地区高温、高湿、高盐、自然环境恶劣，给海洋
工程建筑材料带来巨大挑战，在长期海浪冲刷、化学
侵蚀、干湿循环及腐蚀等因素作用下，传统水泥基材
料极易过早劣化破坏。团队研制了低热高抗蚀大体积
混凝土，具有水化热低、强度高、良好的抗渗性能和
优良的抗氯离子侵蚀性能。



海工混凝土在文昌市某海港工程的应用



海工混凝土在文昌市某海港工程的应用



海工混凝土在文昌市某海港工程的应用——
实海暴露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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