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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高温爆裂型耐磨混凝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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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军事国防设施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耐磨、抗高温爆裂的需求，综述了国内外耐磨、抗高温爆裂混凝土的研究现状，

并提出了防御钻地弹等侵彻武器的抗高温爆裂型耐磨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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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of abrasion resistance in anti － high temperature cracking

SUN Bei，LIN Zhixiang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s，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Academy，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for abrasion resistance and anti － high temperature cracking of the military and national defense facili-
ties as well as industrial and civil buildings，research status of abrasion resistance and anti － high temperature cracking concrete were sum-
marized at home and abroad，and the abrasion resistant concrete in anti － high temperature cracking for defending penetration weapon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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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历数二战、海湾、伊拉克战争，钻地弹都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可钻透 6 m 厚钢筋水泥工事或 30 m 厚普通地面的

GBU －28 钻地弹就是一种于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专门用

于袭击伊拉克位于深层地下指挥中心的常规钻地弹。据报

道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用“炸弹之母”B － 61 核航空炸弹

摧毁了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萨达姆地堡。钻地弹以巨大的

动能钻入建筑物，钻入过程中由于摩擦而产生巨大的热

量，而用于国防军事要地建筑用高强、高性能混凝土具有

高脆性和低耐火性能，当该结构暴露于高温时，由于温度

梯度大等原因会引起材料热开裂，导致混凝土建筑物结构

破损，进而引发结构整体失效，造成灾难性后果。可见，军

事国防防御建筑需具有高耐高速钻磨性能，同时具有抗高

温爆裂等性能。

图 1 某楼板底面高强混凝土的爆裂

在工业与民用设施中，道路、各种机器厂房、重型工

厂、飞机场跑道、大型管道的内衬等都对材料提出高耐磨

要求; 工业与民用建筑、隧道等提出加强火灾防范要求。促

使众多学者分别对耐磨混凝土和防爆裂混凝土进行相应

的研究，笔者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并总结了国内

外耐磨、抗高温爆裂混凝土的研究现状，提出了适用于防

御钻地弹等侵彻武器袭击的抗高温爆裂型耐磨混凝土的

发展思路，以供读者参考。

1 国内外耐磨混凝土研究现状

材料磨损是传统材料科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关磨损方面的学术论文，最早发表于 1873 年，但直

至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对材料磨损进行广泛和深入的

研究，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路面耐磨混凝土的研究与

应用。

1．1 骨料对混凝土耐磨性能影响的研究

骨料在混凝土中占有相当地比例，国内外许多学者

选取高品质的骨料来提高混凝土的耐磨性能。AKilica 和

C．D．Atis［1］对辉长石、玄武岩、石灰岩、砂岩和石英岩 5 种

不同硬度的骨料的硅灰混凝土耐磨性能进行了研究，发现

硬度最大、耐磨率最小的辉长石混凝土的耐磨性强最好，

而硬度最小、耐磨率最大的砂岩混凝土的耐磨性最差。王

学森［2］发现以具有一定硬度的铁砂、石英砂为粗骨料，铁

粉为掺合料，外加膨胀剂和减水剂可以配制出耐磨性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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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耐磨混凝土。同时，骨料的表面性状对耐磨性能也有

一定的影响。Beixing Li［3］等研究指出具有粗糙度和低的

压碎值的砂有利于提高混凝土抗弯强度和耐磨性，同时表

明颗粒小于 75 μm 的微米级人工砂掺量增加到 20%将增

加混凝土的强度和耐磨性。
掺加一定量的耐磨材料无疑可以增加混凝土的耐磨

性能。陈健［4］并指出当耐磨剂的掺量达到水泥用量的6%
时，混凝土的耐磨效果提高了二倍以上。章银祥［5］在首都

机场新航站楼应用的耐磨混凝土中，也使用了自行研制的

NM －2 型耐磨材料来增加耐磨性。
1．2 矿物掺合料对混凝土耐磨性能影响的研究

粉煤灰、硅灰、磨细矿渣等活性混合材火山灰效应和

微集料效应的综合作用，能提高水泥石均匀性和致密性，

对耐磨性起着重要作用。N． Ghafoori［6］ 指出硅灰 掺 量 在

10%以内，混凝土耐磨性效果有所改善。20 世纪 80 年代

初，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率先在 kinzua 坝采用高强硅粉混凝

土修补消力池，28 d 强度高达 90 MPa，经 3 年运行检查，磨

损很少。清华大学根据小浪底水利工程溢洪道使用 C70 抗

冲耐磨混凝土的技术要求，利用 42．5 级中热硅酸盐水泥掺

硅粉配制出了 90 MPa 的高强混凝土。T．Ｒ．Naik ［7 －9］等指出

了大掺量粉煤灰可以改善混凝土的耐磨性。siddique［10 － 11］

的试验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同时还指出混凝土的后期耐

磨性随粉煤灰掺量的增大而增大，粉煤灰掺量为 40%时，

混凝土的耐磨性提高近 40%。考虑矿物掺合料优势互补的

原则，李双喜［12］优先使用硅灰与矿渣粉或粉煤灰的复合

超细掺合料，在低水胶比，掺加高性能减水剂下，配制出

C60～C80 高强抗冲磨混凝土。
1．3 纤维对混凝土耐磨性能影响的研究

纤维加入到混凝土中可有效的抑制混凝土塑性收缩

开裂，并对混凝土抗冻、抗渗、抗冲磨、抗冲击等性能有一

定的 改 善 和 提 高［13 － 14］。Zeng － Qiang Shi 和 D． D． L．
Chung［15］指出碳纤维对改善混凝土耐磨性能有一定作用。
挪威政府公路试验室在模拟抗磨损试验中掺加聚丙烯纤

维网，混凝土抗磨损能力增加 52%。谢玉钦［16］ 更是将硅

粉、聚丙烯纤维两种耐磨材料共同掺入混凝土中，取长补

短，有效提高了混凝土的耐磨能力。黄政宇、王涛等［17 － 18］

将硅粉、钢纤维混合配制出超高强混凝土材料，并指出随

钢纤维的掺入，混凝土强度、耐磨均有提高。
纵观耐磨混凝土的研究现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混凝

土水工的高冲磨、路面的高耐磨性能上做了大量的研究，

而钻地弹侵彻武器侵入过程的金属钻磨磨损方式与前者

完全不同，尽管各国防护工程有相应的经验计算式来计算

侵彻深度，但钻地弹等侵彻武器高速侵入时伴有瞬间高

温，在瞬间高温下混凝土建筑耐磨性能尚未有研究。

2 抗高温爆裂混凝土的研究现状

侵彻武器侵彻过程中，常常伴随着瞬间高温性。高强

混凝土结构暴露于高温时，特别在温升足够快时，结构体

表面将发生粉碎性的爆裂，即高温爆裂现象，该现象最早

于 1984 年 K．Hertz［19］提出，这将会导致混凝土建筑各性能

指标急剧降低，这无疑减弱了建筑的耐磨性能，加快了钻

地弹等侵彻武器的侵入进程。为此在考虑混凝土耐磨性能

的同时，必须考虑其高温爆裂现象。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高温爆裂形成的机理。
2．1 混凝土高温爆裂机理

由于高强、高性能混凝土高温爆裂的难以预料，其形

成机理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三种［20］。①热不相容学说，认

为高温时混凝土和钢筋之间，骨料和浆体之间产生物理性

能的不一致变化引起爆裂。②热应力学说［21］，是指由于混

凝土的热惰性使内部热量传导不均匀而在混凝土内部引

起了温度梯度，伴随温度梯度产生的两向或者三向热应

力，在达到某一值后引发混凝土爆裂。③蒸汽压学说，认为

由于高性能混凝土结构密实，渗透性低，在升温过程中，致

密的内部结构和不贯通的毛细孔阻止了水蒸气凝结水的

快速逸出，即“饱和屏障”( moisture clog) 的作用，产生蒸汽

压，当蒸汽压达到一定数值时，即引发混凝土高温爆裂。
Pierre Kalifa 对于混凝土内部蒸汽压进行了相应的试验测

量［22］，进一步证明了该理论为可行性。但许多学者认为爆

裂是温度应力理论与蒸汽压理论作用的结合［23］，并认为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易发生爆裂的根本原因是其密实的孔

隙结构。
2．2 外掺料对混凝土抗高温爆裂影响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认为改善高强、高性能混凝土高温爆裂的

方法之一就是掺加纤维等可熔有机物，赵军［24］等认为高

温作用下纤维通过自身的熔化，在高强混凝土内部形成连

通性孔隙，缓解了蒸气压力的影响，从而改善其抗高温爆

裂性能。
美国规范 ACI216．1 中说明掺入聚丙烯纤维可以降低

HSCHPC 爆裂的可能性。Sarvaranta［25］更是认为聚丙烯纤

维是抑制 HSC 爆裂最为有效的有机纤维。但赵军等［24］指

出高温后聚丙烯纤维高强混凝土的强度呈降低趋势，故

Kalifa 等［26］建议 纤 维 的 掺 量 一 般 不 宜 超 过 2 kgm3，而

Kalifa 与 A Bilodeau［27］却对聚丙烯纤维长短对爆裂抑制效

果有不同的看法。Sideris［28］等研究指出掺入钢纤维不能消

除爆裂，但可以提高爆裂温度，并保持较高的残余力学性

能［29］。在上述基础上，有研究人员掺加多种纤维材料，优

略互补。徐晓勇等［30］指出钢纤维和聚丙烯纤维混掺能提高

HPC 高温爆裂性能; P．Doherty 等［31］混掺钢纤维、聚丙烯纤

维，混凝土高温抗爆裂能力明显优于只掺聚丙烯纤维。
POON C S 等［32］试验表明粉煤灰掺和料有助于提高

混凝土的抗高温爆裂性，但是贾福萍［33］指出掺入硅灰的

大掺量粉煤灰混凝土的抗爆裂性能变化不明显。
2．3 骨料对混凝土抗高温爆裂影响的研究

骨料种类对混凝土抗高温爆裂性能有着一定的影响，

李金成［34］试验表明相同条件下，碳质 HSC 的最大爆裂程

度可 以 达 到 截 面 面 积 的 40%，而 硅 质 HSC 只 有10%。
Anderberg Y［35］指出相比于硅质骨料，石灰石、轻骨料和干

燥骨料可使混凝土爆裂敏感性降低。李友群等［36］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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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石灰石为骨料的高强混凝土在火灾高温环境下可明

显提高裂缝出现的温度，并推迟裂缝出现的时间，而以角

岩为粗骨料的抗高温爆裂性能较差; 同时指出粗骨料应选

择外表色泽较浅，含铁元素或其他金属矿物含量较低的粗

骨料。
2．4 含水量对混凝土抗高温爆裂影响的研究

经调研发现，混凝土抗高温爆裂性能因素很多，除了

骨料种类、掺合料外，含水率对爆裂有一定的影响。欧洲规

范 Eurocode 2 阐明当混凝土的含水率低于 3%时，火灾下

很难发生爆裂现象，可以不考虑爆裂引起的构件承载力损

失。含水率越高，爆裂程度越严重。朋改非［37］等试验表明

也表明 HPC 湿含量越高，爆裂发生几率越大，湿含量对爆

裂发生较混凝土强度更具有支配作用。
可见，国内外学者在外掺料、骨料种类等方面对抗高

温爆裂混凝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其研究过程均以缓慢

升温( 如 10 ℃ min) 为主，这与实际爆炸或者火灾时混凝

土表面瞬间达到 1 100 ℃的情况有很大出入。
经过国内外耐磨、抗高温爆裂混凝土的研究现状可以

看出，耐磨混凝土的研究多集中于常温下水工的高冲磨、
路面的高耐磨性能上、抗高温爆裂的研究多集中于缓慢

升温过程中，但是集耐磨、抗瞬间高温爆裂、高强等于一

体的研究并未开展，为了更好的防御钻地弹等侵彻武器

的袭击，我们需要混凝土建筑物必须同时满足耐磨、抗

高温爆裂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抗瞬间高温爆裂型耐磨混

凝土。

3 结语

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阶段，但近些年来，各种暴

力、恐怖事件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综合开展抗高温爆裂型耐磨混凝

土体系的研究，将为我国工业与民用设施、军事国防设施

的防御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使工业与民用设施、军
事国防设施更好的防御各种突发事件及防御钻地弹等侵

彻武器的袭击，达到打破敌人的破坏目的，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对实现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常规战争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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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 1) 轻质混凝土填充材料放置在钢筋混凝土现浇楼板

内部，可以大大减轻楼板自重，当其在楼板内并列式放置

时，可以形成纵横相互垂直交叉的现浇混凝土暗肋，使得

楼板形成传力途径明确，类似于井字梁支承结构体系的良

好的受力结构。
( 2) 楼板内形成的相互垂直交叉的纵横向现浇混凝土

暗肋为不规则截面，暗肋最薄弱处截面为一空心板截面，

为了简化计算，根据截面面积和惯性矩相等的原则，将空

心板截面等效为工字型截面。
( 3) 在不同等级砖荷载作用下，对实际楼板和简化后

楼板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并将数值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简化后楼板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

测试结果吻合较好，而实际楼板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测试

结果误差较大，但变形趋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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