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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余斌

摘要：本文回顾了高性能混凝土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实现混凝

土高强化的几种技术方式以及当今超高性能混凝土国际和国内

的研究现状，并着重对活性粉末混凝土(RPC)进行了说明。同

时，分析了我国超高性能混凝土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展

望了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发展应用前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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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高性能混凝土发展概况 。。

混凝土是当代最大宗的人造材料，也是最主要的建筑材料。

目前，世界水泥年产量已经超过15亿吨，折合成混凝土应当不

少于60亿m3。混凝土的用量之多，社会与经济意义之大，是人

所共知的。 ． ～ 。

，，混凝土材料可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如新石器时代用泥浆

胶结大卵石作为柱基(西安半坡人遗址)．；用草筋增强黄土和黄

土核泥浆抹墙打地坪(甘肃先民遗址)；古埃及用石膏砂浆砌筑

金字塔；古罗马用火山灰石灰混凝土建造斗兽场和桥梁等。但

混凝土科学是1824年J．Asp【iin发明了波特兰水泥后才发生质

的变化。此后，水泥与混凝土的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

钢筋混凝土、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纤维混凝土和聚合物混凝土

等，混凝土用量急剧增加，使用范围日益广泛。-，

在混凝土的发展过程中，提高混凝土的强度是混凝土研究

者～百多年来的努力方向。混凝土是一种典型的脆性材料，根

据固体物理学的理论，控制脆性材料强度的主要因素是孔隙率。

对于大多数的固体材料，其理论强度为(o．1～0．2)E(E为材料

弹性模量)，而实际强度仅为(O．1—0．2)×10_1E，其原因就是实

际材料中存在着大量的孔隙、微裂纹等缺陷。脆性材料的强度

与孔隙率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s=soe—I甲
’7

j． (1．1)

公式(1．1)中s表示孔隙宰为P时材料的强度，s0是孔隙率

为零时材料的强度，b为取决于孔隙的形状和尺寸的常数，P为

孔隙百分率。从公式(I．1)中可以看到，增强混凝土强度的主要

途径就是降低孔隙率。基于这一思路，许多学者先后采用了加

压振捣、掺外加剂、掺活性掺合料、纤维复合等技术路线，将混凝

土技术不断推向高强度、高性能和绿色化之路。超高性能混凝

土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 。

(1)加压振捣超高强混凝土时期
、一 。

。

在早期混凝土研究中，水灰比的降低势必会带来拌合、成型

困难等问题，加压振捣也就成为唯一增强混凝土的方法。加压

振捣可以破坏水泥的絮凝结构，降低水泥浆和骨料间的摩阻力，

释放新拌混凝土中的气泡，排除过量水等作用，从而降低水灰

比，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

1940年，日本吉田(株)公司的吉田德次博士通过压力为

10MPa的加压振捣，将混凝土的水灰比从0．31降至0．22，并高

温养护3小时，制得28天抗压强度达104MPa、91天强度达

116MPa的超高强混凝土，标志着第一代超高强混凝土一加压
振捣超高强混凝土的产生。

’。

’，

(2)超塑化超高强混凝土时期 一

60年代，高效减水剂的发明和使用，有效地释放了水泥絮

凝结构中的水分，在保持混凝土和易性不变的前提下，大大减小

拌和用水量，从而降低孔隙率、改善混凝土性能。1962年，日本

学者服部健一博士将分散剂8一萘磺酸甲醛缩合物用于混凝土

中，使水灰比降到0．30，获得了坍落度为100—120nma、抗压强度

为80—100MPa的超高强混凝土，标志着第二代超高强混凝土一

一超塑化超高强混凝土的产生。

(3)超塑化超硅灰高强混凝土时期
，

从亚微观的尺度进行分析，混凝土的强度决定于水泥浆体

与骨料之间的过渡区，过渡区存在大量的初始缺陷和较高的晶

体取向，因而是混凝土在荷载作用下的微裂缝源，可见提高混凝

土抗压强度的根本方法是改善过渡区，而掺活性掺合料可以有

效改善过渡区的性能。研究发现，球状超细活性粉体—一硅灰
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掺合料之一。硅灰的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

方面硅灰能有效填充水泥颗粒之间的空间，提高混凝土的密实

度；另一方面硅灰的火山灰反应有利于微观结构的改善和致密

化。所以近年来。出现了既掺高效减水剂又掺硅灰的超高性能

混凝土，如RPc、DPS等。从此，超高强混凝土进入了现代超高

性能混凝土时期。、’
。

。‘一．

。。

j (4)纤维增强—·水泥基材料的未来

从材料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泥粘结卵石、火山灰石灰石、各

种三合土，还是近代的水泥基复合材料，都说明复合化是材料发

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混凝土强度的不断提高，混凝土脆性越明

显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复合纤维在复合化中的地位更加重

要，它对增加高强、超高强混凝土的韧性、变形性能、抗冲击性能

等起着关键作用，所以，现代超高性能混凝土中都不同程度掺入

了纤维，如注浆纤维混凝土(SIFc0N)、密实配筋复合材料(CRC)

和活性粉末混凝土(RPc)都掺有钢纤维。实践证明，将各种纤

维与优质水泥基材料结合起来，进行新的复合化，使水泥基材料

的缺点得到改进，性能得到提高，是水泥基材料的发展方向。
．～ 一 ’

二、国外的研究和应用状况

’=十世纪末，法国的IMarge公司研究成功了一种超高强、

低脆性和优异耐久性的新型混凝土——活性粉末混凝土(Reac．
five Powder Concrete，简称RFC)。RPC由石英砂、石英粉、硅灰、水

泥、高效减水剂和钢纤维组成，成型工艺与普通混凝土相似，其

抗压强度可与钢材相媲美。RPC制作的结构自重与钢结构相

当，而造价仅为钢结构的三分之一，应用前景十分广泛。

当前，超高性能混凝土除了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外，也逐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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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中得到应用。美国西雅图市的Two Union squar大厦应

用了强度高达135MPa的超高强混凝土。该建筑58层，高230．1

5m，其主要特点是采用了超高强混凝土的钢管混凝土柱子。由

于采用了超高强混凝土，整个工程降低结构造价30％，此工程

已成为超高性能混凝土用于超高层建筑的范例。 ，，’

挪威在使用超高性能混凝土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早在

70年代，挪威就用超高强?昆凝土在北海建造了一个巨型石油钻

井平台，并于1989年制定和实施了抗压强度达105MPa的超高一

性能混凝土的结构设计标准。t 一 o，

目前，超高性能混凝土领域最令人激动的进展在RPC方

面。从问世到现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RPC这种材料已经用于

工程实际，显示出良好的结构性能和巨大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

益，前景光明。

．．兰、我国的研究和应用状况．⋯’
‘”

· ，L{
·’

：． 我国在超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与应用方面起步较晚，但进

步很快。50年代我国曾用800号水泥(水灰比0．30—0．32)制成

抗压强度100MPa的混凝土并用于预应力屋架上，与同跨度的普

通混凝土比较，节约钢材64％，混凝土58％，自重减轻58％。另

外，安徽蚌埠水泥制品厂曾为煤矿部门大量生产强度为100MPa

的巷井工程用钢筋混凝土支架及护板，但类似的工程实例并不

多。 、
． ．!_．’’，． ．1。‘‘

近年来，以高校为主的科研单位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不少成

绩：西南交大曾用525号硅酸盐水泥掺入硅灰及高效减水剂制

成了100．1MPa的超高强混凝土；清华大学冯乃谦教授用中热

525号硅酸盐水泥加硅灰及高效减水剂FDN，并加入CFA(控制

坍落度损失)，制得28天强度92．4MPa、坍落度20em、2小时无坍

落度损失的超高强流态混凝土；湖南大学黄政字教授通过掺硅

灰、高效减水剂和钢纤维并加热养护的技术途径配制了抗压强

度高达200MPa的超高强钢纤维混凝土；重庆建筑大学蒲心诚教

授用碱矿渣技术路线制成了28天抗压强度为117MPa的超高强

混凝土，后又采用“普通525号水泥+超高效萘系减水剂+硅灰

+低水灰比”的技术路线制得坍落度240man以上，28天抗压强

度100MPa以上的超高性能混凝士，目前，用类似的技术路线已

经制得抗压强度150MPa以上的混凝土。．t 一’．- ．。·

．‘实际工程应用方面，从普通水平上讲，目前C60高强混凝土

已经在沿海及内陆大城市的高层建筑中开始应用，C80混凝土

已经开始在预应力管、桩构件及预制铁路桥梁中应用，C100以

上的混凝土的应用实例较少，较典型的有香港城市广场工程和

北京财税大楼工程。前者设计强度为C100，对现场钻芯取样测

试表明：其平均强度已达115MPa，北京财税大楼设计强度等级

C110，实际强度达124—131MPa。‘，． +卜。：
r；

四、活性粉末混凝土(RPC)——21世纪的混凝土
’ 一

RPC是一种超高性能的混凝土，最早由法国的Lafarge公司

研制成功。根据其抗压强度的不同，可分为RPC200和RPC800

两个强度等级。RPC8t】o的抗压强度在8001MPa以上，其成型方

式特殊，主要用于特殊领域，RPC200的抗压强度在200MPa以

上，由于成型与普通混凝土相差不大，且原材料较为廉价，所以

发展十分迅速。

RPC的配制机理与高性能混凝土完全不同，主要特点如下：

(1)为提高水泥基材料的均质性，它不含粗骨料，最大集料

粒径为600tan。 一

，

’

{

．
(2)为达到高密实度，所采用颗粒级配要最佳化。，

(3)为排除多余的空隙，在成型过程中或成型后施加压力

(主要针对R脚)。
(4)为改善孑L隙结构在成型后进行热养护。

(5)为提高水泥基材料的韧性，引入钢纤维。

材料的组成和选择是RPC的关键所在，材料的成型和养护

是提高性能的要求。前三个基本原则，使得配制出的基体具有

高强性能，但与普通砂浆相比，其韧性并没有得到提高a钢纤维

的掺入，提高了其抗拉强度，同时获得了所要求的韧性。选择合

适的原材料(保证均匀性和颗粒的密实度)是配制RPC的基础，

使用适当的成型方法可以提高RPC的性能。， ‘，
。

RPC因其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超高的耐久性，在国外引

起了材料界和工程界的极大兴趣，其中法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

者已经将这种新型水泥基材料产业化和用于建筑工程中。：v-，

1997年秋，在加拿大的Sherbrooke的Magog河上，建起了一

座长达60m的RPC人行桥，完成了RPC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2001年夏，为了研究RPC是否适合于用于桥梁上，美国联

邦高速公路管理局(mwA)在弗吉尼亚的运输部(VDCrr)制作了
一根长达24m的预应力RPc梁，进行了抗折试验和抗剪试验。

试验中，此梁表现出了RPc优良的力学与变形性能。当梁的挠

度达到300mm时，试验人员借助放大镜也没有找出裂缝，其极

限强度到达了207000kPa，极限挠度为480mm。如此优秀的性能

令人惊讶。试验参与者Hamnann对RPC作了一段精彩的评论：

“就耗能特性而言，这种材料的韧性很好，用来描叙混凝土制品

的词语已经不适合了，这些词语常常用来说明钢结构”。一

北美的Lafarge公司在RPc的商业化方面走在了前面。此

公司为RPC注册了“Ductal”的商标，广泛的应用于工程实际，甚

至于用来制作装饰产品。2002年春，由法国著名建筑师Rudv

Riccioti设计的象征法国与韩国合作与友谊的和平步行桥建成

了。这座桥的主跨部分完全使用Lafarge公司的“Duclal”，整座桥

除了基础和桥墩部分外，全为预制装配、后张预应力施工，建设

速度很快。。从图中可以看到和平桥很轻巧，自莺很小，这都得益

于RPc的超高强度j，和平桥无论是从建设规模还是技术难度

方面都远高于Sherbrooke步行桥，标志着RPC在实际应用中达

到了新的高度。目前，澳大利亚正在用RPC建设一座可以通过

机动车的大桥，此桥的建成将标志着RPC真正应用于重大工程

结构，是RPC的飞跃。 t‘·- i

我国最早对RPC开展比较系统研究的是湖南大学的黄政

宇教授，黄政宇教授课题组应用国产材料成功地配置出了

RPC200，完成了RPC200基本力学性能的测试，并制成了RPC钢

管混凝土以及预应力RPC组合梁。t东南大学的孙伟教授也进

行了RPc配合比的试验研究，并对RPc的冲击力学性能进行了

初步研究。总的来说，我国在RPC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

缺乏实际工程应用。7：‘ 一。： ．．⋯，

五、我国超高性能混凝土研究中的问题

， 总体上讲，我国在超高强混凝土的研究与应用方面与国际

上的差距还不小，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产减水剂的质量较差。高效减水剂是配制超高性能

混凝土必不可少的成分，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混凝土的性

能。目前国产奈系合成高效减水剂减水率为18～22％，普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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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基本尺寸图

图2和平桥全景

水剂为8～10％，而Et本产的聚丙烯酸系高效减水率高达35％，

普通达15％。当减水剂的减水率超过30％时，只需用高效减水

剂及普通硅酸盐水泥即可配置C100以上的超高强混凝土。因

此，研制优质的高效减水剂对我围超高强混凝土技术的发展极

为重要。

(2)高标号水泥应用较少。提高水泥标号，混凝土的强度可

随之提高，而我国生产高标号水泥的技术水平有限，目前配制高

强混凝土所用的主要是42．5和52．5的水泥，52．5以上的水泥

很少采用，限制了混凝士强度的提高。
”‘‘

(3)高强混凝土的脆性较为严重，影响了它在工程中的应

用。从以上的介绍可知，在RPC中掺人钢纤维或用钢管对RPC

施加侧向约束，可使Fd'C的极限应变达到普通混凝土的2—3

倍，有效地解决了高强混凝土脆性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钢管约束

的方法，必要时还可以施加沿钢管轴线方向的预应力，不仅效果

好，而且价格低廉，非常适合在工程实践中推广应用。

综 合／177

(4)硅灰价格昂贵，使利用硅灰配制超高强混凝土的方法在

工程应用中受到限制，因此，寻找价廉质优的活性掺料来替代硅

灰就显得十分重要。

(5)养护制度不完善，影响了混凝土强度的提高及其应用。

湖南大学黄政宇教授和何峰的研究指出：热养护有利于提高

Rt'C的抗压强度。对于相同配比的Rt'C，高温(250℃)养护的混

凝土抗压强度最高，热养护其次，标准养护最低，相差可达

20Mpa以上，而且养护制度对掺有不同混合料(硅灰和石英粉)

的混凝土强度影响不同。目前，在工程实际中由于受技术水平

及价格等因素的限制，对养护制度的重视普遍不足，这对超高强

混凝土的强度提高十分不利，在今后的研究与应用中应给与重

视。 ：、

六、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发展展望
’‘

％ ’
，

人类已经步入了2l世纪，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一

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使社会经济同资源、环

境实现良性循环，是社会和自然关系的变革，是以保护资源和环

境为前提的。水泥历来是一种污染源。现代水泥厂采用密闭和

负压等措施，使粉尘排放量已大为减少，而对有害气体如N0x、

c02、s02和粉尘等目前仍采用高烟囱排放，这虽减少了工厂对

地面空气的污染，但却滞留于地球的大气层中。我国水泥工业

工艺落后，估计每生产一吨熟料所排放的c02约为一吨。1997

年我国生产水泥5．1亿吨，折换成熟料约为3．5亿吨，也就是说

增加了3．5亿吨c魄的排放，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水泥产量将

为8亿吨，水泥生产增加的累计积量近75亿吨，十分惊人j很

明显。我国现有的水泥工业完全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其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水泥熟料的产量，因此，混凝土可持续发

展的出路应当是应用现代混凝土的科技技术增加混凝土的使用

寿命，尽量减少修补或拆除的浪费和建筑垃圾，大量应用优质的

工业废渣和矿石，尽量减少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以RPC为主要代表的超高性能混凝土，科学地大量使

用矿物细掺料，既是提高混凝土性能的需要，又可减少对增加水

泥熟料产量的需要，因而减少了煅烧熟料时C02的排放量，又

因大量应用了工业废料而有利于环境保护；RPC有极高的抗压

强度，能大幅度的减轻结构的自重，因而减少了对水泥的需求

量；Ⅺ，C有着极好的耐久性能，可以极大地延长构筑物的使用寿

命，从长远来看，其具有普通混凝土无法比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

效应，可以称之为绿色超高性能混凝土，可以预见RPC有很好

的发展前景。超高性能混凝土在21世纪必将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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