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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硅灰是冶金厂生产硅铁和工业硅过程中产生的废灰。硅灰混凝土为绿色混凝土, 它不仅节约了水泥

熟料, 而且改善了环境, 大大促进了混凝土和建筑工程的健康发展。混凝土中掺入硅灰可得到高强和超高强混凝

土, 用此混凝土浇制的结构物其安全度大大提高, 经济效益显著。硅灰混凝土还可以有效抑制碱骨料反应, 提高

结构物的安全度和耐久性, 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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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硅灰 (Silica Fum e) 是铁合金厂在冶炼硅铁合

金或金属硅时, 从烟尘中收集的一种飞灰, 亦称硅

粉。当硅石、焦炭和生铁在电炉中共冶, 温度达到

1700～ 2000°C 以上, 部分硅与空气中的氧反应生

成一氧化硅, 一氧化硅烟气在上升过程中进一步氧

化成二氧化硅, 并冷却凝聚成细微的球状颗粒用收

尘器加以回收, 就得到硅灰。它为暗灰色的粉状颗

粒, 平均粒径为 011Λm 左右, 密度为 212göcm 3, 松

堆密度为 0118～ 0123göcm 3, 空隙率高达 90% 以

上, 通过氮吸附法测定的比表面积大约为 25～

35m 2ög, 比水泥的比表面积 (约 014m 2ög) 大 50～

100 倍。硅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能达到节能、经济、

环境保护和节省资源的目的, 掺入硅灰可得到绿色

混凝土及高强混凝土, 并对混凝土的碱骨料反应有

一定的预防控制作用, 可提高结构物的安全度, 延

长使用寿命。

2　绿色硅灰混凝土

随着人口爆炸、生产发展, 地球承受的负担剧

增, 其中以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最为严重, 使人类生

存受到威胁。1992 年里约热内庐世界环境会议后,

绿色事业受到全世界的重视[1 ]。绿色的涵义随着认

识的提高不断扩大, 主要包括:

(1)节约资源、能源;

(2)不破坏环境, 更应有利于环境;

(3)可持续发展, 保证人类后代能健康、幸福地

生存下去。

　长期以来, 人们对混凝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 但大多是为了满足人类对混凝土材料性能的

需求[2 ]。而对于如何考虑自然环境的因素, 使混凝

土的生产和使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尽量

减轻给环境造成的负担, 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

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很少。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以来, 保护地球环境, 寻求与自然的和谐, 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的课题。水泥混凝

土作为最大宗的人造材料, 到 2000 年止世界水泥

年产量超过 15 亿吨, 混凝土年产量超过 120 亿吨,

对资源、能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影响十分巨大。而

作为混凝土主要原料的水泥实是一种不可持续发

展的产品, 是人所周知的污染源。在制造水泥时石

灰石分解生成石灰, 同时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粉

尘和二氧化硫等, 给地球环境造成负担。生产 1 吨

水泥大约要排出 1 吨 CO 2, 目前全世界每年 CO 2

的排放量大约为 100 亿吨, 其中由于生产水泥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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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CO 2 气体约占 1ö10, 是产生温室效应气体的

大户。同时水泥的烧成反应所需要能量在我国是由

化石类燃料燃烧获得的, 每烧制 1 吨水泥熟料耗标

准煤 178kg, 由此还将产生 CO 2 和 SO 2 等有害气

体, 以温室效应和酸雨的形式增加对地球环境的负

荷。而温室效应的结果是地球变暖, 气候反常, 物种

灭绝, 疾病流行, 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 混

凝土能否长期维持作为最主要的建筑结构材料, 关

键在于能否成为绿色材料。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是混

凝土发展的方向, 是混凝土的未来。

以部分工业废料或其它掺合料代替水泥后, 配

制出的混凝土不仅经济, 而且有利于环境保护。硅

灰为铁合金厂生产的工业废料, 如不加处理就排放

出去会严重污染环境。目前, 国内外厂家充分认识

到硅灰的实用价值及对环境的影响, 已采取各种措

施进行回收和处理。在水泥混凝土中掺入硅灰后,

减少了水泥熟料的用量, 节省了矿物质资源。同时

硅灰本身也是一种工业废灰, 它的重新利用对改善

环境、减少二次污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 硅

灰混凝土为绿色混凝土, 它不但有利于开辟建材新

资源节约水泥, 而且对减少大气污染、环境污染和

保护入体健康也是十分有利的。

3　高强硅灰混凝土

硅灰作为有效的掺合料掺入新拌混凝土中后,

可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 配制出高强和超高强混凝

土。试验证明, 硅灰是配制高强和高性能混凝土的

优质超细粉掺合料[3 ]。

311　硅灰对水泥浆体的作用机理

计算表明, 用 15% 的硅灰代替水泥, 在混凝土

拌合物中, 每 6418m g, 硅酸盐水泥大约有 2 000

000 粒硅灰。硅灰颗粒如此之细, 它们可以在很早

的几小时发生火山灰反应, 使水泥浆集料界面变得

密实。在硅酸盐水泥水化时, 硅灰将以细分散的无

定形富硅的形态存在于Ca (OH ) 2 中, 钙离子与硅

经过火山性的反应化合形成硅——钙水化物。这些

水化硅酸凝胶体的形成, 改善了水泥石的孔结构,

使混凝土致密, 物理力学性能大大提高。在硬化混

凝土中, 硅灰粒子由于填充了水泥颗粒之间的空

隙, 从而增加了固体材料之间的密实性。图 1 和图

2 分别为硅酸盐水泥浆与添加硅灰的水泥浆的结

构模式, 反映了硅灰对水泥粒子间的填充性。

图 1　硅酸盐水泥浆的结构

F ig11　T he structu re of silicate cem ent paste

图 2　添加硅粉的水泥浆的结构

F ig12　T he structu re of cem ent paste added by silica

fum e

312　对新拌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31211　和易性

水泥硅灰混凝土的用水量, 随硅灰掺量的增加

而增大。在用水量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硅灰的掺入

和掺量的增加, 混凝土的坍落度明显减小。一般硅

灰掺量在 5% 左右时, 对需水量影响不大, 但若再

增加掺量则需水量呈直线上升, 可达 130%。但它

可用掺高效减水剂来抵消。硅灰的掺入使混凝土的

粘聚性好, 且离析倾向小, 泌水作用大幅度下降。

31212　凝结时间和水化热

掺硅灰混凝土比同强度的末掺硅灰的凝结时

间长, 特别是硅灰掺量较多时。部分水泥由硅灰代

替后, 通常使前 3d 的水泥速度和温度升高加快, 但

最终水化热有所降低, 特别是水胶比低时更显著。

313　对硬化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31311　强度

硅灰混凝土的相对强度发展通常稍慢, 但硅灰

使得混凝土的绝对强度大大提高。在常温养护时,

硅灰对混凝土强度发展的主要作用在 3d 到 28d,

硅灰混凝土 28d 的抗压强度一般较高。表 1 为几种

水泥浆体的级配和与其相应的混凝土 (集料总质量

不变, 配比有调整)的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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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混凝土不同龄期的强度

T able 1 　 T he strength of four k inds of concrete at

differen t stages

品种
3d 7d 28d 90d

强度
(M Pa)

对比
(% )

强度
(M Pa)

对比
(% )

强度
(M Pa)

对比
(% )

强度
(M Pa)

对比
(% )

对比混凝土 1417 　 2010 　 2616 　 2816

硅酸盐水泥
+ 22% 粉煤灰

1211 - 18 1718 - 11 2312 - 12 2716 - 3

硅酸盐水泥
+ 22% 硅灰

1512 + 3 2414 + 22 4710 + 77 5612 + 93

硅酸盐水泥
+ 11% 粉煤灰
+ 11% 硅灰

1412 - 3 2012 + 1 3719 + 4313 4313 + 53

　　由表 1 可见, 随着硅灰掺入量的增加, 早期强

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大大地改进了单独掺入粉

煤灰引起的强度增进缓慢, 早期强度低的缺点。硅

灰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与硅灰掺量呈正比关系, 但硅

灰掺量最多不得超过 35%。如硅灰混凝土和高效

减水剂同时使用, 可配制出高性能的混凝土, 即高

强、大流动性混凝土。

31312　耐久性

硅灰的掺入使混凝土的密实度明显提高 , 从

而渗透性降低, 抗化学侵蚀性提高, 预防混凝土中

钢筋的锈蚀, 使混凝土的耐久性大大改善。

31313　含气量

随着硅灰取代率的增加, 为获得所要求的含气

量, 引气剂的用量将显著增大。这是由于硅灰用量

增加, 其总比表面积显著增加以及含碳量也增大所

造成的。

硅灰混凝土现已在高层建筑、厂房的大跨度

梁、海上钻井平台、高速公路、隧洞、桥梁以及大坝

消能池等工程中大量使用, 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果

和社会效益。利用高强混凝土的高强、早强和高变

形模量的特点, 可以大幅度缩减建筑物墙、柱的截

面并增加建筑使用面积, 同时提高了结构刚度、减

少高层房屋的压缩量与水平荷载下的横向位移。如

美国芝加哥一幢 77 层大厦建设中, 下部 1ö3 采用

C 80硅灰混凝土, 使柱子断面尺寸由原来 (C 30混凝
土)的 70×70 (cm 2)减小到 4215×4215 (cm 2) , 截面

积减小 60% 以上, 节约了成本, 同时使可使用空间

大大增加, 安全度大大提高。实践证明, 硅灰混凝土

能增加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降低平时的维修费用。

4　硅灰对混凝土碱骨料反应的预防
控制作用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 混凝土材料在工程中获

得了更加广泛的应用。一般情况下, 钢筋混凝土结

构实际上往往只对混凝土的强度特别感兴趣, 而忽

略了混凝土的耐久性。很多工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物的早期劣化和耐久性降低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

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结构物的安全使用和服务年

限。混凝土结构物产生劣化的因素很多, 主要有冻

融循环、温度变化、荷载作用、盐害、碳化、设计施工

上的人为因素及碱骨料反应等, 其中由碱骨料反应

(AA R ) 引起的混凝土结构物的裂缝损伤、破坏而

作为一个突出的课题[4 ]。

碱骨料反应是指水泥中的碱性氧化物与骨料

中的活性二氧化硅发生化学反应, 在骨料表面生成

复杂的碱—硅酸凝胶, 其吸水后会产生很大的体积

膨胀 (体积可增大 3 倍以上) , 从而导致混凝土产生

膨胀开裂而破坏。碱骨料反应使混凝土的强度等性

质发生显著变化, 抗拉强度约降低 30%～ 50%。由

于抗拉强度降低, 混凝土产生裂缝, 对含筋量少的

混凝土可能导致结构失去抗拉能力, 引起钢筋抗

剪、粘结强度降低, 从而导致结构物的破坏。碱骨料

反应开始是在 30 年代美国西部地区的堤坝、公路、

桥梁等混凝土结构物发生异常膨胀, 产生裂缝而发

现的。进入 70 年代后, 不断从欧洲、南非等地传来

碱骨料反应引起的结构损伤报告, 碱骨料反应作为

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被提了出来。在日本海沿

岸, 许多港湾建筑、桥梁等, 建成后不到 1 年的时

间, 混凝土表面开裂、剥落, 钢筋锈蚀外露, 主要原

因是碱骨料反应。北京的三元立交桥桥墩, 建成后

不到两年, 个别地方发生“人字形”的裂纹, 也是碱

骨料反应的结果。对受碱骨料反应破坏的结构物,

修补起来比较困难, 效果也比较差, 因此最好的办

法是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

在混凝土中掺加硅灰, 对碱骨料反应有明显的

预防控制作用。硅灰添加量为 5%～ 10% 时混凝土

的膨胀量可减少 10%～ 20% , 其控制效果根据反

应性骨料及硅灰的种类而不同。实验研究表明, 硅

灰对碱骨料反应的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加硅灰后, 由于硅灰颗粒很细, 拌制混凝土

时需增加用水量, 结果改变了混凝土中的空隙率,

缓和了局部压力。

(2)硅灰比表面积大, 可吸附碱离子, 降低了混

凝土细孔溶液中氢氧离子的浓度, 生成含钙量高的

非膨胀性凝胶体。氢氧离子的浓度降到某一限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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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时不发生碱骨料反应。

(3)添加硅灰后, 由于其粒径小, 所以它最先和

水化氢氧化物反应, 生成的未硬化碱—硅酸凝胶充

填于孔隙结构中, 并且反应要消耗一定量的碱骨料

反应需要的氢氧化钙, 使氢氧化钙均匀分布, 从而

控制了有害膨胀。

硅灰对碱骨料反应的预防控制作用, 有效提高

了混凝土的耐久性, 延长结构物的使用寿命。同时

也是减少混凝土的生产量, 实现减轻环境负荷的重

要途径。

5　结　论

(1)硅灰混凝土为绿色材料, 它是利用工业废

灰——硅灰取代混凝土中一部分水泥, 减少了水泥

的用量, 达到节能节料、改善环境的目的, 具有较高

的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

(2) 硅灰混凝土为高性能混凝土, 28d 强度可

达 90～ 100M Pa, 比一般混凝土提高强度 50% , 具

有高强、早强和高变形模量的特点, 可提高结构刚

度、减少高层房屋的压缩量与水平荷载下的横向位

移, 安全可靠, 前景广阔。

(3)在混凝土中添加硅灰可有效控制碱骨料反

应。硅灰混凝土的添加量为 5%～ 10% 时, 混凝土

的膨胀量可减少 10%～ 20% , 一般添加量在 10%

时可充分控制碱骨料反应。因此, 硅灰混凝土提高

了结构物的安全度和耐久性, 延长了使用寿命。同

时减少混凝土的生产量, 减轻了环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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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H igh- strength Concrete—Sil ica Fum e Concrete

Chen Yao　Zhang M eix ia

(Ch ina U n iversity of Geosience,W anhan 430074)

Abstract: Silica fum e is w aste m ateria l d ischarged by sm eltery w hen p roducing ferro silicon o r indu stria l

silicon. A s greeen m ateria l, silica fum e concrete can econom ize cem en t and imp rove the environm en t, thu s

b ringing abou t a healthy advance in concrete and arch itectu ra l engineering. H igh2st rength and superh igh2
st rength concrete w ill be m ade up to imp rove the safety of st ructu re w hen silica fum e is m ixed in to the

concrete. Silica fum concrete a lso con tro ls the alkaline2aggregate react ion effect ively and imp roves the

du rab ility that p ro long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st ructu re1
Key words: silica fum e concrete; greeen concrete; h igh2st rength concrete; a lkaline2aggregate rea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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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ide-collapse Analysis and Rem ed iation M easurem en t
by Steel Tube Peg for the D eep Foundation P it

L iang W ei　L iu X inx i

(Ch ina U n iversity of Geosciences,W uhan 430074)

Abstract: A fter the comp lete analysis of the engineering geo logy and the con struct ion of som e

foundat ion p ile a t Shu iyin Road in Guangzhou C ity, the stab ility num erat ion w as taken fo r the slope

com b ined w ith the M o rgen stern2P rice model and the fo rm ing m echan ism of slid ing w as po in ted ou t. A t

last the rem edia t ion m easu re w ith steel tube peg w as offered.

Key words: steel tube peg;M o rgen stern2P rice model; rem edia t ion m easu re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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