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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前混凝土组分和原材料的变化，传统的“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方法”已不适用，但是本人的观点是混凝土的配合比

是不必制定规范的，重要的是掌握混凝土拌合物配合比的原则，

至于具体步骤，应当相信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满足

具体的工程各项要求的配合比，不同人所作结果有所不同是很

正常的，西方国家提出“performance based specification”[1] 的概

念是符合混凝土材料特点，符合客观规律的。

1  混凝土组成材料、配合比要素与混凝土性质的关系

当前混凝土的特点是普遍掺入矿物掺合料和高效减水剂。

混凝土中水、水泥、砂、石四种原材料中增加了矿物掺合料，

因此传统的配合比三要素──水灰比、浆骨比、砂石比，就成

为水胶比、浆骨比、砂石比和矿物掺合料用量等四要素。配合

比中需要求出的未知数由传统的 4 个变成 5 个。 后由各材料

在满足施工要求的前提下紧密堆积的原理，用绝对体积法计算

出各材料用量。不考虑外加剂占据混凝土的体积，则各组成材

料的关系和性质及其作用和影响可用图 1 来描述。

图 1  混凝土各组成材料的关系和性质及其作用和影响

由图 1 可看出，混凝土配合比四要素都影响拌合物与硬化

混凝土性能，当决定混凝土强度和密实性的水胶比确定之后，

所有要素都影响拌合物施工性能。施工是保证混凝土质量的

后的和 关键的环节，则考虑浆体浓度的因素、按拌合物的

施工性能选择拌合物的砂石比与浆骨比，就是混凝土配合比选

择的主要因素。其中浆骨比是保证硬化前后混凝土性能的核心

因素。无论是改变水胶比，还是矿物掺合料用量，调整配合比

时应使用等浆体体积法，以保持浆骨比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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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混凝土年产量可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质量却相对落后。

例如，全世界只有我国使用“假定容重法”计算混凝土配合比，

也只有我国使用绝干基的砂石生产混凝土，造成我国混凝土质

量控制的困难。

2  当前我国混凝土配合比计算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2.1  存在问题

2.1.1  假定容重法

“假定密度法”本来是在绝对体积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混

凝土配合比的原理是按照 1m3 混凝土拌合物由各原材料紧密堆

积而成，即1m3 混凝土体积等于各原材料绝对密实体积之和 （即

不计各原材料内部孔隙）。过去水泥、砂石的表观密度变化不大，

所配制混凝土的表观密度变化也不大，因此为了简化试配，对

水灰比为 0.5 左右的混凝土假定表观密度为 2 400kg/m3，对高

强混凝土假定表观密度为 2 450kg/m3，试拌后实测差别不大。

但是如今普遍使用较大掺量的矿物掺合料，例如粉煤灰表观

密度为 1.90~2.40g/cm3，磨细矿渣表观密度约为 2.60g/cm3，与

水泥表观密度的 3.0g/cm3 左右相比相差就大了，按上述假定的

表观密度计算，则体积都会大于 1m3，掺合料越多，大得越多。

因此从根本上，还是应当使用绝对体积法。当然，正如任何方

法都有一定的假设，绝对体积法的假设是忽略水泥水化所减少

的那部分水的体积，但是，混凝土在新拌状态时，这部分水相

对于混凝土的总体积来说是很少的。为了弥补这部分忽略水的

体积，建议用绝对体积法计算时，不必计入搅拌式挟入的孔隙

体积。

2.1.2  等水胶比法

掺矿物掺合料后的水胶比与未掺矿物掺合料时的水灰比

值相同，即简单等量取代。因矿物掺合料密度小，使浆体体积

变大，即浆骨比增大，例如，假定普通水泥密度为 3.0 g/cm3，

粉煤灰密度为 2.2 g/cm3，当以粉煤灰简单取代 30% 的水泥时，

浆体体积就会增加 37 L。水泥加水硬化后的体积收缩是混凝

土的特性之一，加入骨料制成混凝土后，由于骨料的温度变形

系数比硬化水泥浆体的温度变形系数小一半多，则对混凝土起

稳定体积的作用。浆骨比越小，硬化混凝土收缩值越小 ；浆骨

比增大势必会对混凝土的体积稳定性有影响。此外，因粉煤

灰反应速率和反应率低，混凝土早期浆体水灰比增大。例如

假定有一原水灰比为 0.57 的混凝土，如果用粉煤灰简单取代

30% 的水泥，水胶比仍为 0.57，忽略粉煤灰表面吸附水，则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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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水灰比就会增大到 0.81，同时混凝土强度肯定下降 ；为了保

持混凝土强度不变，将水胶比降至 0.5，则早期水灰比仍有 0.71。

这样大的水灰比就会造成早期较大的孔隙率。

因此，掺粉煤灰时，不能采用不变的等水胶比，必须降低

水胶比才能发挥粉煤灰的作用。

2.1.3  掺用粉煤灰的超量取代法

由于对矿物掺合料的不了解，混凝土的设计与工程质量

管理人员限制矿物掺合料的掺量，于是有关配合比的规范中提

出粉煤灰的“超量取代法”，即，在能被接受的掺量范围取代

水泥，另多掺一部分取代砂子。这只是一种计算而已，在数量

上“代砂”，实际上因为细度量级的差别在功能上粉煤灰并不

是砂，不可能“代砂”，仍然是胶凝材料，却因为“超量”而变

相增加浆体含量、减小水胶比，但是，在形式上，并未公开实

际的粉煤灰掺量和实际的水胶比，在客观上起了遮人耳目的作

用。水胶比是混凝土配合比的三要素之一，在原材料相同的情

况下，影响混凝土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有效拌合水与包括水泥在

内的全部粉细料的比值，即水胶比。即使掺入传统意义上的惰

性材料如磨细石英砂等石粉，超量取代法不能用的原因，还在

于对水胶比界定的混乱。例如有的搅拌站在胶凝材料中不计入

超量取代的部分，声称掺粉煤灰前后的水灰比不变。已有实例

表明，这种做法使得工程中出现问题时，无法从所报的配合比

上分析原因。有人认为掺粉煤灰后的混凝土抗裂性改善不明显，

浆骨比增大是其原因之一。建议今后不要再采用这种实际上增

加浆骨比的计算方法。

2.1.4  等水灰比法

基于某些人对水泥认识的局限性，把水泥厂生产的混合材

水泥叫做水泥，而在搅拌站生产混凝土时掺的矿物掺合料不

算在水泥中，简单地保持水灰比不变，减小用水量，降低水胶比，

希望以此保证混凝土强度不变，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水胶比

将过大，实际强度会超过期望值。以粉煤灰为例，如果掺入粉

煤灰后仍保持水灰比不变，则需降低水胶比。粉煤灰掺量越大，

水胶比需降低越多。例如，假定所用水泥密度为 3.1g/cm3，原

始（FA 掺量为 0）水灰比为 0.50，当密度为 2.4g/cm3 的粉煤灰

掺量为 30% 时，使水灰比不变的水胶比应为 0.40，依此类推，

粉煤灰掺量为 40% 时，水胶比应为 0.30。这是忽略了粉煤灰

表面吸附水而计算出来的。实际上由于粉煤灰表面对水的吸附，

自由水并不像计算的那样大，则所需水胶比可以更大些。同时，

这种方法的粉煤灰掺量是按等质量取代水泥掺入的，总胶凝材

料质量不变，但因粉煤灰密度比水泥的小，粉煤灰掺量越大，

总胶凝材料体积越大，水胶比降得太低时，会影响拌合物的施

工性，就需要增加用水量（同时按水胶比增加胶凝材料用量），

不仅会增加试配工作量，还会因浆骨比增大而影响混凝土的体

积稳定性。

2.1.5  对骨料颗粒级配与粒形要求的忽略

骨料在混凝土中起骨架作用，主要稳定体积。即使采石

场生产的石子经过严格的级配，销售时经过装料、运输中的颠

簸和卸料，再加上生产混凝土时的投料，就会大小颗粒分离而

重新分布，失去级配。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配制混凝土所用的石

子都采用两级配或三级配。例如德国，还在混凝土试配时就

将砂石一起连续地级配。我国目前市场供应的石子由于生产工

艺落后，也由于大多数生产者的无知，无视砂石标准。号称连

续级配，实际上小于 10 mm 的颗粒极少，几乎没有。而且由于

我国砂石标准中对针、片状尺寸颗粒限定要求过宽（实际上是

迁就落后），使石子的粒形很差。

已故我国老专家蔡正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说过 ：我

国混凝土质量不如西方国家的，原因就是石子质量太差。但

是那时我国石子随机取样的松堆空隙率一般都在 40% ～ 42%，

而理想粒形和级配的石子空隙是约 38%。现在，我国市售石子

空隙率已达 45% 以上，甚至超过 50% ！这就使我国混凝土的

水泥用量和用水量比西方国家混凝土水泥用量和用水量约多用

20%。已经有一些搅拌站或工程采用了两级配的石子，混凝土

的水泥用量可减少约 20%。

然而，因对砂石质量的无奈，目前绝大多数混凝土的生产

不对骨料提要求，混凝土配合比规范和砂石标准也基本上是

迁就落后的现状，造成混凝土无法保证应有的质量。按市场

经济的规律，产品的品质都是根据市场需求生产的，符合顾客

的要求才能卖得出去。现在没有合格砂石的供应，其根源就是

买的人对砂石质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典型的是过去在制定砂

石应用标准时，在所规定的级配要求表格之下居然会说明 ：如

级配不合格，实验证明不影响施工，也可使用。( 那么还有必

要定标准吗？只要无限制地增加水泥浆体含量就能做到啊！)

2.2  建议

（1）鉴于当前混凝土组分的变化，进行混凝土配合比的计

算的假定密度法不再适用，建议改用绝对体积法。

（2）以单粒级石子进行两级配或三级配，生产时分级投料，

可得到满足施工要求的 小浆体总量，有利于工程的经济性和

耐久性。 

（3）当矿物掺合料掺量改变时，应当使用等浆体体积法调

整混凝土配合比，以保持混凝土的稳定性。

3  确定混凝土配合比的原则

按具体工程提供的《混凝土技术要求》选择原材料和配合

比 ：

（1）注重骨料级配和粒形，按 大松堆密度法优化级配骨

料，但级配后空隙率应不大于 42% ；

（2）按 小浆骨比（即 小用水量或胶凝材料总量）原则，

尽量减小浆骨比，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和 小胶凝材料总量的

原则确定浆骨（体积）比，按选定的浆骨比得到 1m3 混凝土拌

合物浆体体积和骨料体积 ；计算骨料体积所使用的密度应当

是饱和面干状态下所测定的 ；

（3）按施工性要求选择砂石比，按《混凝土性能技术要求》

中的混凝土目标性能确定矿物掺合料掺量和水胶比 ；

（4）分别按绝对体积法用浆体体积计算胶凝材料总量和用

水量 ；用骨料体积计算砂、石用量。调整水胶比时，保持浆体

体积不变。根据工程特点和技术要求选择合适的外加剂，用高

效减水剂掺量调整拌合物的施工性 ；

（5）由于水泥接触水时就开始水化，拌合物的实际密实体

积略小于各材料密度之和，则当未掺入引气剂时，搅拌时挟入

空气可按约 1% 计。

4  混凝土配合比选择步骤的方案之一

4.1  确认目标

确认混凝土结构设计中《混凝土技术要求》提出的设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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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条件及各项指标和参数 ：混凝土结构构件类型、保护层

小厚度、所处环境、设计使用年限、耐久性指标（根据所处环

境选择）、 低强度等级、 大水胶比、胶凝材料 小和 大

用量、施工季节、混凝土内部 高温度（如果有要求）、骨料

大粒径、拌合物坍落度、一小时坍落度 大损失（如果有）。

4.2  根据上述条件选择原材料

4.3  确认原材料条件

（1）水泥 ：品种、密度、标准稠度用水量、已含矿物掺合

料品种及含量、水化热、氯离子含量、细度、凝结时间 ；

（2）石子 ：品种、饱和面状态的表观密度、松堆密度、石

子 大粒径、级配的比例和级配后的空隙率 ；

（3）砂子 ：筛除 5mm 以上颗粒后的细度模数、5mm 以上

颗粒含量、饱和面状态的表观密度、自然堆积密度、空隙率、

来源 ；

（4）矿物掺合料：品种、密度、需水量比、烧失量、细度；

（5）外加剂 ：品种、浓度（对液体）、其它相关指标（如减

水剂的减水率、引气剂的引气量、碱含量、氯离子含量、钾钠

含量等）。

4.4  计算胶凝材料密度

实测掺合料一定的胶凝材料密度，或由一定水泥和矿物掺

合料的密度计算胶凝材料密度，如下：

    B=C+ SL   …………………………………（1）

按加权法由式（1）得 ：

 ………………………（2）

为了消除难以测定的 b，将

代入式 (2) 得 ：

…………………………………(3)

式中  B,C，F，SL ──分别为胶凝材料总量和水泥、粉煤灰、

矿渣粉的质量用量 ；

 ρB,ρC,ρF,ρSL ──分别为胶凝材料、水泥、粉煤灰、矿

渣粉的密度 ；

 VB ,VC, VF, VSL ──分别为胶凝材料、水泥、粉煤灰、矿

渣粉的体积 ；

αc、αF、αSL ──分别为水泥、粉煤灰、矿渣粉占胶凝

材料的质量百分数 ；

βC、βF、βSL ──分别为水泥、粉煤灰、矿渣粉占胶凝

材料体积的百分数。

5  混凝土配合比四要素的选择

5.1  水胶比

对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按照《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

规范》，由设计给出《混凝土技术要求》中的 低强度等级 [2]，

按保证率 95% 确定配制强度 ；以 大水胶比作为初步选水胶

比，再依次减小 0.05 ～ 0.1 个百分点取 3 ～5 个水胶比试配，

得出水胶比和强度的直线关系，找出上述配制强度所需要的水

胶比，进行再次试配。或按无掺合料的普通混凝土强度 - 水

灰比关系选择一个基准水灰比，掺入粉煤灰后再按等浆骨比调

整水胶比。一般，有耐久性要求的中等强度等级混凝土，掺用

粉煤灰超过 30% 时（包括水泥中已含的混合材料），水胶比宜

不超过 0.44。

5.2  浆骨(体积)比

在水胶比一定的情况下的用水量或胶凝材料总量，或骨料

总体积用量即反映浆骨比。对于泵送混凝土，可按表 1 选择，

或按 GB/T 50746-2008《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对 小

和 大胶凝材料的限定范围，由试配拌合物工作性确定，见表 1，

取尽量小的浆骨比值。水胶比一定时，浆骨比小的，强度会稍低、

弹性模量会稍高、体积稳定性好、开裂风险低，反之则相反。

表 1  不同等级混凝土最大浆骨比

强度等级 浆体体积（m3）/ 浆骨体积比 用水量（kg/m3）

C30 ～ C50（不含 C50） ≤ 0.32 / 0.47 ≤ 175

C50 ～ C60（含 C60） ≤ 0.35 / 0.538 ≤ 160

C60 以上（不含 C60） ≤ 0.38/ 0.61 ≤ 145

5.3  砂石(体积)比

通常在配合比中的砂石比，以一定浆骨比（或骨料总量）

下的砂率表示。对级配良好的石子，砂率的选择以石子松堆空

隙率与砂的松堆空隙率乘积为 0.16 ～ 0.2 为宜。一般，泵送混

凝土砂率不宜小于 36%，并不宜大于 45%。为此应充分重视石

子的级配，以不同粒径的两级配或三级配后松堆空隙率不大于

42% 为宜。石子松堆空隙率越小，砂石比可越小。在水胶比和

浆骨比一定的条件下，砂石比的变动主要可影响施工性和变形

性质，对硬化后的强度也会有所影响（在一定范围内，砂率小的，

强度稍低，弹性模量稍大，开裂敏感性较大，拌合和物粘聚性

稍差，反之则相反）。

5.4  矿物掺合料掺量

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视工程性质、环境和施工条件而选

择。对于完全处于地下和水下的工程，尤其是大体积混凝土如

基础底板、咬合桩或连续浇注的地下连续墙、海水中的桥梁

桩基、海底隧道底板或有表面处理的侧墙以及常年处于干燥

环境（相对湿度 40% 以下）的构件等，当没有立即冻融作用

时，矿物掺合料可以用到 大掺量（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总

量的 大掺量粉煤灰为 50%，磨细矿渣为 75%）；一年中环境

相对湿度变化较大（冷天处在相对湿度为 50% 左右、夏季相

对湿度 70% 以上），无化学腐蚀和冻融循环一般环境中的结

构，对断面小、保护层厚度小、强度等级低的构件（如厚度只

有 10 ～15cm）的楼板），当水胶比较大时（如大于 0.5），粉煤

灰掺量不宜大于 20%，矿渣掺量不宜大于 30%（均包括水泥中

已含的混合材料）。不同环境下矿物掺合料的掺量选择见 GB/T 

50746-2008 附录 B 和条文说明附录 B。如果采取延长湿养护

时间或其他增强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密实度的措施，则可超过

以上限制。

5.5  试配和配合比的选定

在所选用高效减水剂的推荐掺量的基础上，按混凝土的

施工性调整为合适的掺量。

在《混凝土技术要求》 大水胶比的基础上，依次减小水

胶比，选取 3 ～5 个值，计算各材料用量后 进行试配，检测所

指定性能指标值，从中选取符合目标值的水胶比，再次进行试

配。                                                                          （下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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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测试配结果得出配合比的拌合物密度，对计算密

度进行配合比的调整。

无论水胶比还是矿物掺合料的变化，都要按等浆体体积

法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可见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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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合理使用原材料。完备的调查将会为以后的配合比设计

带来极大的帮助，可以避免因为原材料质量不稳定或质量缺陷

以及设备配备能力缺陷引起设计工作上的被动。

（2）根据我们多年对砂浆法进行原材料的验收及配合比的

筛选试验的跟踪，认为该方法可信度较高，简单实用，值得推

广使用。

（3）在实际生产中，应加强对原材料和计量装置的管理，

混凝土生产的搅拌时间应根据配合比设计中的胶凝材料总量、

细度、水胶比、混凝土的种类及设备性能等情况进行调整。

（4）配合比从设计到生产应该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来保证

配合比的顺利执行。

以上是本人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点体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思

路，总结出了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有不足之处望同行给予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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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砂子细度模数 = 累计筛余百分率之和的分析表

筛孔尺寸（mm） 分计筛余百分率 累计筛余百分率

4.76 P6  P6

2.38 P5  P6 + P5

1.19 P4  P6+ P5+ P4

0.59 P3  P6+ P5+ P4+ P3

0.297 P2  P6+ P5+ P4+ P3+ P2

0.149 P1  P6+ P5+ P4+ P3+ P2+ P1

累计筛余百分率之和（即细度模数）  6P6+5P5+4P4+3P3+2P2+1P1

按细度模数的定义，粒径 0.074mm 以上的砂子和粗骨

料 （石子）都可以用它作为衡量粗细的指标 ；同样，粒径小于

0.074mm 的材料，如粘土、水泥、粉煤灰，也可用它来衡量粗细，

只不过这时细度模数为负值。

此外，细度模数还与级配曲线图配套使用。级配曲线图的

横坐标粒径为对数坐标。

由于细度模数是几何平均粒径的对数式函数，由细度模

数就可计算得几何平均粒径，再就可计算得以几何平均粒径计

的骨料表面积。所以不能认为“细度模数与不同细度砂子的比

表面积没有相关性”。比粒度只是相对的粗细指标，不如细度

模数的物理意义明确，难以取代细度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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