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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泥基本知识概述 

       水泥的性能主要取决于水泥熟料的质量，

优质的水泥熟料应该具有合适的矿物组成和

良好的岩相结构。水泥的矿物组成及其比例

对减水剂能否发挥良好的作用，关系非常密

切。 



（一）水泥的矿物组成及特征 

1．矿物组成 
 

矿物分子式 矿物名称 简写 

3CaO·SiO2 硅酸三钙 C3S 

2CaO·SiO2 硅酸二钙 C2S 

3CaO·Al2O3 铝酸三钙 C3A 

4CaO·Al2O3·Fl2O3 铁铝酸四钙 C4AF 

CaSO4·2H2O 二水石膏 CSH2 

CaSO4 无水石膏 CS 



2．水泥矿物的主要特征 

1）C3S：水泥熟料的主要矿物，其含量一般为50%左

右。水化较快，强度发展比较快，凝结时间

正常，水化热较高。单矿物胶粒动电性质呈

“阴性”。 

2）C2S：水泥熟料中以β型存在，其含量一般为20%

左右。β-C2S水化较慢（28d仅水化20%左

右），凝结硬化缓慢，早期强度较低，水化

热较低。单矿物胶粒动电性质呈“阴性”。 



3）C3A： 含量在7%-15%之间。水化迅速，放热量

大，凝结时间很快（若不加石膏，易使水

泥急凝），硬化也很快，其强度在3d几乎

大部分已发挥出来，早期强度高但绝对值

不高，干缩大，抗硫酸盐性能差。单矿物

胶粒动电性质呈“阳性”（即带正电荷）。 

4）C4AF：含量为10%-18%。水化强度介于C3A与

C3S之间，早期强度发挥较快，但后期还
能不断增长，抗冲击和抗硫酸盐性能较好。
单矿物胶粒动电性质呈“阳性”。 

水泥矿物的主要特征 



5）CSH2（CS）：熟料粉磨成细粉时掺入5%

左右的石膏，不仅可调节凝结时间，同时还能

提高早期强度，降低干缩变形，改善耐久性、

抗渗性等一系列性能。单矿物石膏（尤其是

CS）胶粒动电性质呈很强的“阳性”。 

水泥矿物的主要特征 



（二）水泥的水化硬化 

C3S：2(3CaO.SiO2)+6H2O 

                →3CaO.2SiO2.3H2O+3Ca(OH)2 

                             (C-S-H)            (CH) 

C2S：2(2CaO.SiO2)+4H2O 

                →3CaO.2SiO2.3H2O+Ca(OH)2 

 



    C3A（在石膏存在的条件下）: 

3CaO.Al2O3+3(CaSO4.2H2O)+26H2O 

                →3CaO.Al2O3.3CaSO4.32H2O 

                                      钙矾石（AFt） 

     

    C4AF：与C3A水化硬化状况基本相似。 

 

水泥的水化硬化 



 

       总之，水泥的水化产物主要为: 

（C-S-H）约占70%左右; 

（CH）约占20%左右; 

（AFt）约占7%左右。 

       

水泥的水化硬化 



混凝土强度与水灰比之间的关系 

不完全密实的混凝土 

振动 

人工捣实 

完全密实的混凝土 

抗

压

强

度 

水    灰    比 

减水剂能起到显著降低 

混凝土水灰比的作用 



二、减水剂的作用机理 

（一）减水剂分子结构模型 

        减水剂属于表面活性剂并大多属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表面活性剂分子结构  

亲油基团 亲水基团 

COOH 

或OH 

或SO3Na 

 

             CH3CH2 ··· ··· CH2 

                                   CH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                                      两性表面活性剂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二）水泥产生絮凝状结构体的原因 

1．水泥胶粒水化过程中产生异性电荷作用。 

2．水泥胶粒的热运动，边棱角处相互碰撞结

合。 

3．水化反应生成新的水化产物。 

      絮凝状结构体内部包裹着很多自由水。 



（三）减水剂作用机理 

1．吸附分散作用机理 

  1）同性电荷的相斥作用 

  2）浆体间的润滑作用 

  氢键缔合（半刚性水膜） 

  极性微气泡（泡沫珠） 

 



减水剂作用示意图 

水泥颗粒 

水泥絮凝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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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氢键 

减水剂极性亲水基团以氢键的形式与水分子缔合的作用 

氢键缔合 



极性微气泡所起润滑作用 



2．空间位阻效应 

  主链、支链、侧链形成梳型状吸附网络。 

  聚羧酸减水剂良好的分散性主要得益于以下两

种机理： 

    1）空间位阻效应 

    2）由于本身所带电荷所引起的静电排斥作用 



聚羧酸减水剂分子结构示意图 



聚羧酸分子结构的多变性 

改变主链化学结构 

改变侧链化学结构及长度 

改变接枝密度 

增加共聚单体 

主链与侧链间桥接基团 

序列分布 

长侧链 

极性/非极性基团 

主链 

短侧链 



 

减水剂的作用原理示意图 





三、混凝土外加剂的发展 

（一）减水剂所起的作用 

       混凝土外加剂品种较多，功能各异。可以

说混凝土外加剂已成为改善混凝土性能方面几

乎无所不能的重要措施。其作用为： 

    1．改善混凝土或砂浆拌和物施工时的和易性和

可泵性； 

    2．改善混凝土或砂浆的强度及其它物理力学性

能； 



3．节约水泥用量或代替特种水泥； 

4．加速混凝土或砂浆的早期强度发展； 

5．调节混凝土或砂浆的凝结硬化速度； 

6．调节混凝土或砂浆的含气量； 

7．降低水泥水化热或延缓水化放热速度； 

8．改善拌合物的泌水性能； 

减水剂所起的作用 



9．提高混凝土或砂浆耐各种侵蚀盐类的腐蚀性； 

10．减弱碱-集料反应； 

11．改善毛细孔结构； 

12．减少混凝土的收缩； 

13．提高钢筋的抗锈蚀能力； 

14．提高钢筋与混凝土的握裹力； 

15．提高新老混凝土界面的粘结力。 

减水剂所起的作用 



 

简单归纳为： 

  增大混凝土的流动性，改善施工性（在保持水

泥用量和水灰比相同的情况下）； 

  由于水灰比的降低，从而提高了混凝土的强 

度和耐久性等一系列性能（在保持流动性相同

的情况下）； 

  或者二者兼之。 

减水剂所起的作用 



（二）减水剂的发展 

自1935年美国首创研制应用木质素为主要组分的塑

化剂至今已有70个年头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萘磺酸和密胺树脂类高效减水剂的

相继问世，减水剂在混凝土工程中的应用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混凝土向高工作性、高强度、高耐久和多功能

方向发展，减水剂已成为制备优质混凝土必不可缺

的组分之一。 



1．木质素系减水剂——第一代减水剂 

       木质素系减水剂按其带阳离子的不同，有木质素

磺酸钙（木钙）、木质素磺酸钠（木钠）和木质素磺

酸镁（木镁）等区别。它是生产纸浆或纤维浆的废液，

经生物发酵提取酒精后的残渣（酒槽），采用石灰乳

中和、过滤、喷雾干燥而制得木钙。若采用氢氧化钠

中和制得的木钠，一般掺量为水泥重量的

(0.20~0.25)%。其改性措施有分子量分级改性、降糖

改性等。  

减水剂的发展 



2．高效减水剂——第二代减水剂 

1）萘磺酸盐系（1962年问世） 

  萘系减水剂为芳香族磺酸盐醛类缩合物，属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全称为β-萘磺酸甲醛缩合物钠盐。其

主要工艺为磺化、水解、缩聚、中和。萘系减水剂有

低浓和高浓之别，低浓产品硫酸钠含量约在18%左右，

而高浓产品硫酸钠含量小于5%。一般掺量为水泥重

量的(0.50~0.75)%。 

减水剂的发展 



2）密胺树脂系减水剂（1964年问世） 

       是一种水溶性的聚合物树脂，全称为磺化三聚

氰胺甲醛缩合物，也属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密

胺树脂减水剂的主要原料为三聚氰胺、甲醛、氢氧

化钠、焦亚硫酸钠和硫酸等。其主要生产工艺为羟

甲基化、单体磺化、缩聚和中和反应。一般掺量与

萘系减水剂大致相同。 

减水剂的发展 



3）脂肪族系减水剂（90年代开发） 

       生产脂肪族减水剂的主要原料为丙酮、焦亚硫酸

钠、氢氧化钠等。由于丙酮可广泛用作油脂、树脂、

赛璐璐等的溶剂，化学性质活泼，能发生卤化、加成、

缩合等反应。因此，将此类产品称为脂肪族系减水剂，

全称应该为羰基焦醛高效减水剂。 

减水剂的发展 



       其掺量较低，对水泥的适应性比萘系和密胺系好，

但由于产品呈红色，往往受到质疑。 

CH3 C 

SO3Na 

CH3 

O CH2CH2 

O 

C CH2CH2O 

n 

C 

CH3 

SO3Na 

CH3 

减水剂的发展 



4）氨基磺酸盐系（90年代开发） 

       生产的主要原料为苯酚、氨基苯磺酸、碱和甲醛

等。生产工艺较简单，不用高温、高压反应。其掺量

要比萘系减水剂低，对水泥的适应性较好，控制混凝

土坍落度损失情况较好。由于苯酚原料价格昂贵，生

产成本较高。 

减水剂的发展 



3．聚羧酸盐系减水剂——第三代减水剂 

       聚羧酸盐系减水剂是高分子合成产品，生产合

成原料有甲基丙烯酸、环氧乙烷、甲基丙烯酸甲脂、

马来酸酐、聚乙二醇、甲基烯丙基磺酸盐等。在引发

剂过硫酸铵、过硫酸钠等作用下聚合而成。其中有

60%以上是以环氧乙烷（EO）为基材的聚合物。因

此，EO价格对该类减水剂成本至关重大。 

减水剂的发展 



 掺聚羧酸盐系减水剂混凝土的性能特点为： 

1）掺量低、减水率高、混凝土增强效果大； 

2）混凝土拌和物流动保持性好，坍落度损失低； 

3）对水泥的适应性较好； 

4）硬化混凝土收缩低； 

5）总碱含量低； 

6）环境友好。 

     适合配制高强高性能混凝土，大掺量矿物掺合料

的混凝土。 

减水剂的发展 



三代减水剂对混凝土性能的不同影响（1） 

品种 

性能 

第一代减水剂 第二代减水剂 第三代减水剂 

木钙、木钠、木镁等 
萘系、密胺系、氨基磺

酸系、脂肪系等 

各类聚羧酸系高性能减

水剂 

减水率 
一般掺量：5%-8% 

饱和掺量：12%左右 

一般掺量：15%-20% 

饱和掺量：30%左右 

一般掺量：25%-30% 

饱和掺量：大于45% 

对混凝土拌合

物综合性能的

影响 

超掺时，缓凝严重，引

气量大，强度下降严重，

单用时易引起混凝土质

量事故 

掺萘系混凝土拌合物坍

落度损失大、易泌水； 

掺密胺系混凝土拌合物

坍落度损失大、粘度大 

混凝土拌合物流动性和

流动保持性好，很少发

生泌水、分层、缓凝等

现象 

强度增长 
28d强度比一般在115%

左右 

28d强度比一般在

120%~135%左右 

28d强度比一般在140%

以上 



                 品种 

 

性能 

第一代减水剂 第二代减水剂 第三代减水剂 

木钙、木钠、木镁等 
萘系、密胺系、氨基磺

酸系、脂肪系等 

各类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

剂 

对混凝土体积

稳定性的影响 

对混凝土的体积稳定

性影响不大 

萘系增加混凝土塑性收

缩，一般也增加混凝土

28d的收缩率。密胺系可

降低混凝土28d的收缩率 

与萘系相比，对混凝土塑

性收缩的影响大大减少，

一般不增加混凝土的28d

收缩率 

对混凝土含气

量的影响 
增加混凝土的含气量 

一般情况下，混凝土含

气量增加很少 

一般情况下，会增加混凝

土的含气量，但可控制 

三代减水剂对混凝土性能的不同影响（2） 



                 品种 

 

性能 

第一代减水剂 第二代减水剂 第三代减水剂 

木钙、木钠、木镁等 
萘系、密胺系、氨基磺酸

系、脂肪系等 

各类聚羧酸系高性能减

水剂 

钾、钠离子含

量 
不大 一般在5%-15%之间 一般在0.2%-1.5%之间 

环保性能及其

他有害物质含

量 

环保性能好，一般不

含有害物质 

环保性能差，生产过程使

用大量甲醛、萘、苯酚等

有害物质，成品中也含有

一定量的有害物质 

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均不

含任何有害物质，环保

性能优异 

三代减水剂对混凝土性能的不同影响（3） 



四、减水剂应用技术 

（一）掺量及掺加技术 

1．掺量 

      胶凝材料对减水剂的极限吸附量。 

      胶凝材料浆体中产生临界胶束浓度。 

2．掺加技术 

      先掺（同掺）法——吸附分散作用 

      后掺（滞水）法——凝胶吸附分散作用 



（二）减水剂与水泥的适应性 

  1．外加剂方面 

      原料纯度；磺化程度；聚合度等。 

      粉状减水剂的减水率低于原液状（等当量）。 

  2．水泥方面 

       矿物组成的比例；水泥中硫酸根离子的浓度；石膏的

形态与数量；水泥中的含碱量；水泥中掺合料的品位与数

量；水泥的细度；水泥的新鲜状况和温度等。 



（三）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及控制 

混凝土坍落度损失的原因 对        策 

1．水泥矿物对减水剂的选择性吸附，液

相中减水剂浓度显著下降。 

1．采用后掺法； 

2．增大掺量； 

3．选用高档的减水剂（如带有反应性高分

子的减水剂和聚羧酸系产品）。 

2．气泡外溢及水份蒸发。 

1．适当复配含有稳定极性气泡的组份； 

2．适当复配保水、保塑剂； 

3．合成工艺革新。 

3．胶凝材料水化反应，AFt、C-S-H以

及CH等含水结晶矿物的增加。 

1．针对性地选择缓凝剂； 

2．选用聚羧酸系或氨基磺酸盐系产品。 



（四）新拌混凝土产生泌水的原因与改善措施 

原    因 改  善  措  施 

胶凝材料 

水泥 

矿渣微粉 

粉煤灰 

1．矿渣水泥改用硅酸盐水泥。 

2．水泥等级提高，配比调整。 

3．减少矿渣微粉掺量，适当增大粉煤灰掺量。 

混凝土配合比 
1．粗骨料粒径适当减小。 

2．砂率适当增加。 

外加剂质量和数量 

1．适当减少外加剂用量（用水量不变的情况下） 。 

2．外加剂用量取上限，充分减少拌和用水量。 

3．外加剂中掺入保水及引气组份。 

4．改用保水性能好的外加剂。 



（五）混凝土表面盐析泛白与改善措施 

      盐析泛白——是由于水泥水化反应生成的Ca(OH)2沿毛细管通

道上浮到表面与大气中的CO2作用生成CaCO3等白色结晶盐类。 

原     因 改  善  措  施 

材料（水泥） 

1．少选用早强高强水泥。 

2．掺加些含有SiO2组分的混合材（矿渣、粉煤灰等）。 

3．适当掺加些堵塞毛细管通道的材料。 

施工、养护 

1．精心施工，充分密实。 

2．加强养护，尤其要加强早期湿润养护（洒水、复盖薄

膜等） 。 



（六）萘系液体减水剂低温结晶与改善措施 

      由于萘系高效减水剂低浓产品中，含有18%左右的

Na2SO4，它在15℃开始产生结晶。 

原     因 改  善  措  施 

Na2SO4低温结晶 

（液剂中达一定浓度时） 

1．选用Na2SO4含量低的高浓产品。 

2．中和时选用部分KOH替代NaOH。 

3．预先冷冻除晶。 

4．保温搅拌。 

5．加入防结晶组分等。 



（七）混凝土的异常凝结 

       水泥矿物组成，水泥细度，石膏的品位，环境

温湿度，水泥的温度，混凝土中的水灰比以及外加

剂等情况决定着混凝土凝结时间的长短。而产生异

常凝结（急凝、快凝及长时间不凝）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5条： 

 



   水泥中C3A含量偏高； 

   球磨时采用的不是二水石膏； 

   选用木质素系普通减水剂； 

   把高效减水剂误当作普通减水剂使用； 

   水泥中C2S含量偏多，选用超量的普通减水剂等。 

       以上情况可能会产生混凝土的异常凝结，

造成不少工程质量事故，经济损失惨重。 



（八）混凝土裂缝成因与改善措施 

1．塑性收缩裂缝 

       原因：混凝土在塑性阶段表面水分蒸发的速度超

过内部水分向表面迁移补充的速度。 

       当空气湿度比较低、混凝土表面风速较大，以及

混凝土表面温度比周围环境高的情况下，塑性收缩裂

缝最易发生。 

 



影响因素： 

  水泥用量太高的混凝土； 

  砂子中含泥量超标的混凝土； 

  掺有硅灰的混凝土； 

  坍落度大的混凝土； 

  掺加超缓凝剂的混凝土等。 

改善措施： 

   优化选材，尽量不使用硅灰； 

   优化配合比设计，降低水泥用量； 

   充分密实成型，控制混凝土的坍落度； 

   充分重视湿润养护等。 

塑性收缩裂缝 



2．沉降裂缝 

       原因：混凝土同时浇注联体结构，由于结构形

状存在差异，或者存在高度差，使得连结处两端的

混凝土自重不同，容易引起沉降裂缝。 



影响因素： 

  混凝土的用水量； 

  混凝土的坍落度； 

  混凝土的凝结时间。 

改善措施： 

  控制用水量，掌控好混凝土的和易性； 

  充分浇捣密实成型； 

  控制调节混凝土的凝结时间等。 

沉降裂缝 



3．温度裂缝 

      原因：混凝土内部的温升，巨大的内外温差

产生很大的温度应力。 

      影响因素： 

  水泥的矿物组成和比例； 

  水泥的品种和混凝土掺合料； 

  混凝土结构体的体积； 

  环境温度等。 



改善措施： 

水泥品种的选择； 

降低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掺加适量的活性矿物掺

合料； 

适当掺加缓凝型减水剂； 

大体积混凝土应控制（降低）混凝土的入模温度

（并掌握好浇注混凝土的时间）。 

温度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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