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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海洋混凝土工程的日益增多，海洋环境下的混凝土耐久性受到了极

大的挑战。在众多影响海洋混凝土耐久性的因素当中，氯离子导致的钢筋锈

蚀是最为严重的因素之一。最近发现在海洋潮间带的混凝土表面上附着许多

海洋生物，形成一层很厚的膜状结构，即本文所称的海洋生物膜，这些生物

膜的成分中包含藤壶、牡蛎的外壳以及微生物及其有机代谢产物，同时发现

附着之生物膜与混凝土耐久性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本文基于这个现象，对海

洋生物膜对海洋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进行了系列的研究。 
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有： 
(1) 对青岛某海港旁防波堤上的混凝土工程进行钻芯取样，分析附着在

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组成成分； 
(2) 对钻芯混凝土进行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分析生物膜中的各种成分

以及生物膜失去活性前后对潮间带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 
(3) 测定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沿深度的分布规律，分析附着于混凝土表

面上的生物膜在混凝土长期服役过程中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作用； 
(4) 通过微观手段观察钻芯混凝土上生物膜的微观结构和分析生物膜的

成分，从微观的角度分析生物膜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研究工作，得出以下研究结果：潮间带混凝土表面海洋生物

膜成分主要为牡蛎、藤壶外壳、微生物及其有机代谢产物等；海洋生物膜中

的牡蛎外壳和藤壶夹杂附着在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时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影

响最大，能减少渗入混凝土内部的氯离子含量；从整个混凝土服役过程来

看，潮间带上层混凝土的实际氯离子含量高于下层，说明潮间带上层混凝土

表面上的生物膜保护效果不够理想；研究表明生物膜具有活性时对混凝土抗

氯离子渗透影响优于失去活性后，可能与微生物中的嗜盐菌吸收Cl−、生物
膜干燥后部分脱落等因素有关；混凝土的碳化检测和微生物种属鉴别结果表

明生物膜中不存在硫氧化、硫还原腐蚀，微生物亦未对混凝土的中性化造成

不利影响。 
本文为研究海洋混凝土工程的耐久性和防护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海洋混凝土；耐久性；氯离子渗透性；海洋生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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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number of marine concrete projects, the durability of 
concrete unde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aces a great challenge, and the corrosion 
of steel leaded by chloride is the most serious one of those factors which affects 
the dur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It is discovered recently that there are many 
marine organisms which form a very thick film on the concrete surface of marine 
tidal zone. The film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marine biofilm in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shells of barnacle and oyster, it also contains a host of microorganisms and its 
organic metabolites, meanwhile, a certain relationship is found between the 
attachment of marine biofilm and the dur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A series of 
studies which based on the above phenomen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to discover effect of marine biofilm on the anti-chloride perme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All of the works are as follows: 

(1) Some samples are collected by core-drilling method from the concrete 
on a breakwater of the Qingdao Port,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rine biofilm 
is analyzed. 

(2) The chloride accelerated penetration test are finished on the core 
concrete to discover what is the roles of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marine 
biofilm which perhaps have some effects on the anti-chloride perme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live and the dead biofilm. 

(3)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loride ion content in the 
concrete has been done, which is helpful to analyze the role of marine biofilm on 
the anti-chloride perme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during the long-term service 
process.  

(4) By observing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drilled concrete core and 
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biofilm at a micro-level, effects of marine 
biofilm on the anti-chloride perme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have been confirmed.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work, results obtained are as follows: the 
ingredients of marine biofilm on concrete’s surface of marine tidal zone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he shells of oyster and barnacle, as well as some 
microorganisms and its organic metabolites. It makes the most effects of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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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film on the anti-chloride perme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when the biofilm is 
mixed of the shells of oyster and barnacle, which largely reduces the penetration 
amount of chloride of the concrete on tidal zone’s upper layer. Looking from the 
entire concrete service process, the actual chloride content of concrete of the 
upper tidal zone is higher than the lower, which shows the protection of biofilm 
against chloride penetration is not ideal. Study shows that biofilm with activity 
has a better effect on the anti-chloride permeability of marine concrete than the 
dead. The reasons of this result may have relation to the absorption of Cl- by 
halophile and the partly break-off of the biofilm when it is dried. The 
carbonization test of concret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icrobiology species in 
the biofilm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no sulfur-oxidized and sulfur-reduced corrosion 
in the marine biofilm, and the microorganism in the biofilm has also no adverse 
effect to the neutralization of marine concrete which has been studied. 

This article has provided another kind of thread and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of marine concrete project's durability and protection. 
 
Keywords Marine concrete, Durability, Chloride permeability, Marine bio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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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与现状 

在众多建筑材料中，钢筋混凝土无疑是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材料，造价

较低，并结合了钢筋与混凝土的优点，是土木工程结构设计中首选形式，虽

然，随着新的结构计算理论的提出和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现，将来还会出现许

多新的结构形式，但可以肯定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仍然是 21 世纪最常用
的结构形式之一[1]。 

自从波特兰水泥发明以来，混凝土行业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

钢筋混凝土的发明，使得钢筋和水泥石的优点得以组合，造价也较低廉，混

凝土工程得以大规模使用。第二次是预应力混凝土的发明，进一步利用了混

凝土的抗压性和钢筋的抗拉性。第三次是高性能混凝土的大量研究和应用。

按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与美国混凝土协会(ACI)于 1990 年 5
月召开的讨论会上所提的概念，所谓高性能混凝土，是指具有某些性能要求

的匀质混凝土，必须采用严格的施工工艺，采用优质材料配制，便于浇捣，

不离析，力学性能稳定，早期强度高，具有韧性和体积稳定性等性能的耐久

的混凝土，特别适用于高层建筑、桥梁以及暴露在严酷环境中的建筑结构
[2]。目前国际上已广泛认识到，高性能混凝土由于具有高耐久性，高工作性

和高强度等特性，用高性能混凝土来替代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和建造在严酷环

境中的特殊结构，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挪

威、英国、德国等国家把高性能混凝土作为 21 世纪的新材料，已投入了大
量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和开发。 

然而从混凝土应用于土木工程至今的 150 年间，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提前失效，达不到预定的服役年限，其中很多原因是

由于耐久性失效而导致。所谓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是指混凝土结构在自然

环境、使用环境及材料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在设计要求的目标使用期内，不

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加固处理而保持其安全、使用功能和外观要求的能力[3]。 
我国 1980 年由交通部四航局主持，南科院等单位参加的对华南地区 18

座码头调查的结果发现，80%以上的结构都发生了严重或较严重的钢筋锈蚀
破坏，从码头建成到调查发现破坏的时间仅为 5～10年。随后有关单位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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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及华北地区的码头进行调研，发现沿海码头的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中，

连云港杂货 1、2 码头于 1976 年建成，1980 年即发现裂缝和锈蚀；宁波北
仑港 10 万吨级矿石码头，于 1980 年建成，使用不到 10 年，其上部结构即
发现严重锈蚀损坏。上述调查结果说明：我国在 1986 年以前建成的港口混
凝土结构因氯离子侵蚀引发钢筋锈蚀，导致构件开裂的情况十分严重。 

从 1994 年开始，在我国的天津港(板桥、港东、港中、港西的几个钢筋
混凝土构件)、连云港、北仑港、湛江港等港口和码头的混凝上结构上试用
港口、码头用保护涂料。经过 8～9 年的实际使用效果表明，现用的混凝土
保护涂料对海水中的混凝土构件具有一定保护、延缓腐蚀的作用，但其保护

年限在 10 年以内。在上述港口、码头等处的混凝土结构上的涂料已经局部
出现剥落、起皮现象，严重影响了这些部位的保护功能，正在进行局部的修

复工作。 
2000 年据交通部公路科研所研究报道，南方高温地区，若不采取任何

防护措施，新建海中桥梁，3～4 年后钢筋锈蚀达到相当程度，混凝土保护
层随之出现崩裂。如广东珠江口某大桥运营 4 年后仅一期 22-51 号墩防腐维
修面积就达 7720m2，维修工作量相当大。 

国外的混凝土耐久性现状同样不容乐观。 
挪威对 700座港工混凝土结构的调查表明，在浪溅区的梁板因钢筋腐蚀

引起的严重破损占 20%；沙特阿拉伯海滨地区 42 座混凝土框架结构的耐久
性调查结果显示，74%的结构都有严重的钢筋腐蚀破坏；日本对 103 座码头
调查证明，20年以上的混凝土结构都有相当大的顺筋锈裂。 

这些混凝土结构的修复需要大量的资金[4]。据统计，西班牙修复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费用每年约为 120亿欧元，英国修复混凝土结构桥梁的费用每年
约为 5 亿欧元，而据美国 1998 年报道钢筋混凝土腐蚀破坏的修复费，一年
要 2500 亿美元。美国 1975 年由于腐蚀引起的损失达 700 亿美元，1985 年
则达 1680 亿美元[1]。目前整个混凝土工程的价值约为 6 万亿美元，而今后
每年用于维修或重建的费用预计将高达 3000 亿美元。英国英格兰岛中部环
形快车道上 11 座混凝土高架桥，当初建造费 2800 亿英镑，到 1989 年因为
维修而耗资 4500 万英镑，是当初等价的 1.6 倍，估计以后 15 年还要耗资
1.2 亿英镑，累计接近当初等价的 6 倍。这正如国外学者提出的“五倍定
律”：设计阶段对钢筋防护方面节省 1 美元，意味着，发现钢筋锈时采取措
施将追加维修费 5 美元，混凝土表面顺筋开裂时采取措施将追加维修费 25
美元，严重破坏时采取措施将追加维修费 1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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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混凝土耐久性现状的事实说明，引起结构耐久性失效的原因存

在于结构的设计、施工、维护的各个环节。在许多国家的规范中都明确规定

钢筋混凝土结构必须具备安全性、适用性与耐久性，然而这一宗旨并没有充

分地体现在具体的设计条文中，使得在以往的乃至现在的工程结构设计中普

遍存在重强度设计而轻耐久性的现象，以我国 2002 年颁布的混凝土设计规
范为例，该规范除了一些保证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构造措施外，只是在正常使

用极限状态验算中控制了一些与耐久性设计有关的参数，如混凝土结构的裂

缝宽度，但这些参数的控制对结构耐久性设计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并且这

些参数也会随时间而变化。与此同时，设计出来很好的混凝土结构也不一定

就具有良好的耐久性，不合格的施工也会影响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诸如混

凝土质量不合格、钢筋保护层厚度不足都可有可能导致钢筋提前锈蚀。此

外，在混凝土结构的使用中，由于没有合理地维护而造成结构耐久性的降低

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对结构的碰撞、磨损以及使用环境的劣化，都会使混凝

土结构无法达到的使用年限。 
综观这些工程失效的原因，固然有由于结构设计的抗力设计不足的，也

有的是由于使用荷载的不利变化引导起的，但更多的是由于结构的耐久性不

足导致的。特别是沿海及近海地区的混凝土结构，由于海洋环境对混凝土的

腐蚀，导致钢筋锈蚀而使结构发生早期损坏，丧失了结构的耐久性能，已成

为实际工程的重要问题。这些处于海洋环境下的港口码头、道路桥梁等海工

混凝土结构，由于氯盐的侵蚀，造成钢筋腐蚀被公认为是导致混凝土结构破

坏的最主要原因，由此引起混凝土结构破坏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并日益突

出的一大灾害。钢筋腐蚀破坏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

料。 

1.2 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与渗透性 

1.2.1 混凝土的耐久性与渗透性之间的关系 

从上一节关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定义中可以得知，混凝土结构的耐久

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引起混凝土材料破坏的作用力或破坏力；二是材料

抵抗破坏的抵抗力。两种力对抗的结果决定了混凝土结构是否耐久。如果抵

抗力总是大于破坏力，则材料的耐久性始终可得到保证，反之，材料的耐久

性就会出现问题。破坏因素有内部与外部之分。外部因素常常通过内部因素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 4 - 

或进入混凝土内部而起作用，外部因素之间也常常相互影响——几个因素先

后或同时造成破坏作用，这本身增加了混凝土耐久性的复杂性。 
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环境、材料、构件和结构四个

层次都可能存在问题，仅从材料的角度来讲，就包括大气对混凝土的腐蚀

(如干湿度、温度、冻融、碳化等)、水对混凝土的作用、碱骨料反应、环境
中有害介质的侵蚀和磨损等。较常见的破坏因素主要有[5]：冻融循环作用，

钢筋锈蚀作用，碳化的作用，淡水溶蚀作用，盐类侵蚀作用，碱骨料反应，

酸碱腐蚀作用，冲击、磨损等机械破坏作用。 
虽然这些影响因素和破坏机理都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与水或

其他有害液体、气体向其内部传输的难易程度有关。 
气体、液体或离子受压力、化学势或电场作用在混凝土中渗透、扩散或

迁移的难易程度称作混凝土的渗透性[6]，而混凝土材料抵抗这种渗透的能力

称作抗渗性，因此，混凝土抗渗性被认为是评价混凝土耐久性的重要指标。

混凝土材料的腐蚀大多是在有水及有害液体或气体侵入的条件下发生的。例

如，混凝土钢筋发生锈蚀破坏，主要原因就是由氯离子破坏钢筋钝化膜或者

CO2 气体由混凝土表面开始逐渐向内部破坏高碱性环境，以及有水分和氧气

的参与等。研究表明，混凝土的渗透性与其耐久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7]，

渗透性低的混凝土，其耐久性一般来说是比较好的[8]。为了得到耐久性好的

混凝土，必须相应地提高其抗渗性，在耐久性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要考虑三

个标准：强度、渗透性和抗裂性，因此，要想提高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关键

是增加混凝土材料自身的密实性，有效提高其抗渗能力，或者通过其它外加

的防护手段，以此增加钢筋混凝土抵抗外界腐蚀介质侵入的能力，只有这样

才能阻挡水分、氧气、二氧化碳及有害化学物质的侵入，延缓其到达钢筋表

面的时间，使得钢筋混凝土结构达到预定的服役年限[6]。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海洋环境中由于海水含有较多的Cl−、SO4
2-、 2-Mg 等无机盐，加之海洋环

境气候的影响，造成沿海混凝土结构的应用环境十分恶劣，从而使得海洋工

程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尤为突出。 
海洋混凝土工程处于远比内陆更为严峻的自然环境：诸如海风、海雾、

海浪、海流、潮差、海冰以及盐类侵蚀作用。混凝土的破坏常常由化学侵

蚀、电化学腐蚀或化学、物理和机械荷载的共同作用引起，很多海工混凝土

结构的服役期不长就需要重建以及过早地老化已经成为海洋混凝土结构的普

遍特征，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十年大修、二十年重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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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海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1) 物理破坏 水结冰时体积增大，在混凝土内部产生压力，导致混凝

土膨胀开裂破坏，潮水起落干湿交替作用，使海水中盐类在混凝土内部结

晶，产生盐类结晶压力导致混凝土破坏；海风挟带砂、冰凌的冲击磨耗使混

凝土表面粗糙，促进水化产物的溶出性侵蚀，加速混凝土保护层破坏。 
 

 
图 1-1 混凝土耐久性与渗透性之间的关系 

 

(2) 化学侵蚀 海水中的氯盐占含盐量的 80%以上，氯离子( Cl− )是极强
的阳极活化剂，破坏混凝土中钢筋表面的 Fe3O4-γFe2O3 钝化膜，钢筋锈蚀

引起体积膨胀，使保护层出现微裂纹，最终导致混凝土结构破坏。含有

Cl−、SO4
2-、Mg2-的海水侵蚀，首先是 CH 和 C4AH13的溶解，Aft 形成，随

着 CH 溶出与 PH 值降低，当 PH 值达 11.6～10.6 时分解，PH 低于 8.8 时，
CSH 分解成硅胶，混凝土生成膨胀型腐蚀产物，水泥水化产物的强度损

失，粘结力破坏导致混凝土的开裂，渗透性增大，加速混凝土的劣化，混凝

土中可溶性碱在海水的作用下和集料中活性 SiO2、碳酸盐等反应，造成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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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局部过度膨胀，从而诱发裂缝并产生破坏。 
(3) 体积不稳定性破坏 混凝土凝结硬化过程中，由于化学收缩，温度

应力，干燥收缩等原因产生的收缩变形，使混凝土出现初始裂缝，影响混凝

土体积稳定性。而海洋工程混凝土严酷的使用环境，使任何微小的初始裂缝

都可能加速混凝土的劣化。 
在这些破坏原因中，可以看出渗透性海洋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影响

之大。在渗透到海洋混凝土内部的物质当中，氯离子引起的钢筋锈蚀导致钢

筋混凝土结构破坏最为常见。国内外学者[9]经过大量调查和研究表明：绝大

多数海洋工程混凝土结构的破坏是由于氯离子侵入到混凝土钢筋表面，并达

到一定临界浓度时引起的钢筋锈蚀所致，钢筋锈蚀使其与混凝土的粘结力下

降，同时产生的膨胀使保护层开裂破坏，最终导致整个结构的破坏。 
著名专家 P.K. Mehta 教授，2001 年以“21 世纪建筑结构的耐久性”为

名发表文章，认为“钢筋腐蚀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破坏的主要原因”。 Misra
等也强调氯离子的渗透性可以用来评定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性能，特别是

设计和建造容易受氯离子侵蚀而导致钢筋锈蚀的混凝土结构，如沿海结构、

海洋混凝土结构、应用除冰盐的船桥甲板、高速公路等。 在海洋环境下，
海水中含有大量的氯盐，从混凝土表层渗透到钢筋表面并锈蚀钢筋是海水环

境下导致钢筋混凝土结构破坏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研究海洋工程混凝土的抗氯盐渗透性对提高海洋混凝土工程的耐

久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2.2 氯离子引起钢筋锈蚀的作用机理 

配制混凝土的硅酸盐水泥中含有大量硅酸钙，水化时会生成大量

Ca(OH)2，水泥水化充分时，Ca(OH)2 的生成量将占水泥质量的 15%～
30%。Ca(OH)2 溶解度低，所以它在混凝土孔溶液中容易饱和，多余的大量

Ca(OH)2 结晶析出沉积于水泥石中，被称为羟钙石。以硅酸盐水泥为胶凝材

料主体的混凝土中，孔溶液通常总是 Ca(OH)2的饱和溶液，即使混凝土孔溶

液发生 Ca(OH)2任何溶出，沉积于孔壁的羟钙石的一部分会以溶解方式自动

地补充，使混凝土孔溶液总是具有高碱性(pH值为 12.5～13)。饱和 Ca(OH)2

溶液的 pH 值在 25 C下为 12.6，而且水泥常含有少量强碱质 (Na2O 或

K2O)，在水泥水化时，会完全溶解于混凝土孔溶液中，使其 pH 值增高。钢
在这种高碱性溶液中，只要含有少量 O2，由于开始的电化学腐蚀作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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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迅速生成一层非常致密的尖晶石固溶体 Fe3O4-γFe2O3，厚约 2nm～
10nm，称为钝化膜。这层膜牢牢地吸附于钢筋表面，使钢筋难以继续进行
阳极反应。 

但当有二氧化碳、水汽和氯离子等有害物质从混凝土表面通过孔隙进入

混凝土内部时，这些物质与混凝土材料中的碱性物质中和，从而导致了混凝

土的 pH值降低，就会出现 pH小于 9的情况。 
尤其是Cl−的侵入，它是一种极强的去钝化剂，可使钢筋表面 pH 值降

低到 4以下，从而破坏钢筋表面的钝化膜。如果在大面积的钢筋表面上具有
高浓度氯化物，则氯化物所引起的可能是均匀腐蚀，但是在不均质的混凝

土，常见的是局部腐蚀，Cl−对钢筋表面钝化膜的破坏发生在局部，使这些
部位露出了铁基体，与尚完好的钝化膜区域形成单位差；铁基体作为阳极而

受腐蚀，大面积钝化膜区域作为阴极，产生电化学腐蚀，反应式见式 1-1 至
1-4。腐蚀电池作用的结果是，在钢筋表面产生蚀坑，由于大阴极对应于小
阳极，蚀坑发展十分迅速。 

阳极： 
2+Fe Fe +2e→                         (1-1) 

阴极： 
2 2O +H O+4e OH−→                      (1-2) 

阴极表面二次化学过程： 
2+

2Fe  +2OH Fe(OH)− →                    (1-3) 

2 2 2 34Fe(OH) + O +2H O 4 Fe(OH)→               (1-4) 

在阴极表面二次化学过程中，Cl−不仅促成了钢筋表面的腐蚀电池，而
且加速了电池的作用。Cl−与阳极反应产物 2+Fe 结合生成 FeCl2，将阳极产物

及时地搬走，使阳极过程顺利进行甚至加速进行。通常把使阳极过程受阻称

作阳极极化作用，而把加速阳极极化作用称作去极化作用，Cl−正是发挥了
阳极去极化作用。 

在氯离子存在的混凝土中，在钢筋的锈蚀产物中很难找 FeCl2，是由于

FeCl2 是可溶的，在向混凝土内扩散时遇到 OH−就能生成 Fe(OH)2·4H2O 
(绿锈 )沉淀，绿锈从钢筋阳极向含氧量较高的混凝土孔隙迁移，分解为
Fe(OH)2(褐锈 )。褐锈沉积于阳极周围，再进一步氧化成铁的氧化物
Fe(OH)3，同时放出H+和Cl−，它们又回到阳极区，使阳极区附近的孔溶液
局部酸化，Cl−再带出更多的 2+Fe ，如反应式 1-4。由此可见，Cl−在腐蚀过
程中并不消耗，只起搬运的作用，这也是氯离子危害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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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Cl−还有导电作用，腐蚀电池的要素之一是要有离子通路。
混凝土中Cl−的存在强化了离子通路，降低了阴阳极之间的欧姆电阻，提高
了腐蚀电池的效率，从而加速了电化学腐蚀过程。氯化物还提高了混凝土的

吸湿性，这也能减小阴阳极之间的欧姆电阻。 
在上述电化学反应中，钢筋表面的铁不断失去电子而溶于水，从而逐渐

被腐蚀，在钢筋表面生成红锈，同时体积增大，由于氧化生成物的不同状态

增大的量也不同，最大可达 5倍。体积增大引起混凝土保护层膨胀和开裂，
而混凝土开裂又进一步加速钢筋锈蚀。钢筋锈蚀导致的保护层开裂引起一系

列破坏特征：(1)裂缝沿主筋方向开展延伸；(2)钢筋与混凝土的握裹力下降
与丧失；(3)钢筋断面损失；(4)钢筋应力腐蚀断裂。 

海洋环境中有大量氯盐来源，使得混凝土受到的由氯盐引起的钢筋锈蚀

相当严重，因此研究海工混凝土材料的抗氯离子渗透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1.2.3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测试方法简介 

混凝土所处环境不同，渗透的原理和侵入的有害介质也不同，因此通过

适当的方法定量评价混凝土的渗透性，是研究混凝土渗透性的基础。 
目前已有一些快速评价混凝土抗渗性的试验方法，但还没有一种方法可

以用来评价混凝土对任意介质的抗渗性[2]。早期的试验方法是依据流体力学

的达西定律，将混凝土视为多孔固体材料，用渗透系数来评价混凝土的抗渗

性。但随着混凝土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发展，混凝土的抗渗性能不断提高，使

得渗透性系数试验受到一定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混凝土使用范围扩

大，往往要求对混凝土抵抗各种有害离子(例如Cl− )侵蚀的能力做出评价，
各种离子扩散系数试验和电参数试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海洋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所选用的方法自然是

为了测定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 
目前关于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测定方法主要有两类：自然渗透法和加

速渗透法[10]。 
自然渗透法。自然渗透法是先将混凝土长时间浸泡于含氯盐的水中，再

通过切片或钻取芯样，用化学分析的方法分析氯离子浓度与渗透距离的关

系，然后利用 Fick 第二定律计算出氯离子渗透系数。这种方法是研究氯离
子在混凝土中渗透系数最常用的方法，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但缺点是费时费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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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渗透法。加速渗透法是先通过施加电场来加速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

迁移，缩短氯离子达到稳态传输过程的时间。具体方法又包括：电量法，渗

透系数法，电阻技术。 
电(直流电)加速氯离子扩散试验方法最初由 Whiting于 1981发明，最早

是快速氯离子渗透试验方法(RCPT)。装置的设计原理是溶液中的离子在电
场的加速下能够快速渗透。该装置中所用的电压为 60V。由于这种试验方法
持续时间短，在试验室内具有重复使用性，该试验方法于 1983 年被美国公
路运输局定为标准试验方法，即 AASHTO T277，紧接着又被美国试验与材
料协会(ASTM)选定为标准试验方法。 

AASHTO T277 (ASTM C1202)试验的具体方法：50mm 厚、100mm 直
径的水饱和混凝土试件安插在两端分别为 3.0%NaCl和 0.3mol/L NaOH溶液
的水槽中，在 60V 的外加直流恒电压下持续通电 6 小时，以该时间内通过
混凝土的电量高低来判断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能力。尽管该试验方法被选

定为标准试验方法，但是这种测试氯离子渗透的技术存在以下几点争论[9]： 
(1) 通过试件的电量与混凝土孔溶液中所有的离子有关，而并不只是氯

离子； 
(2) 所作的测试工作完成于离子达到稳定迁移之前，即离子的扩散并没

有达到稳定状态； 
(3) 所加的高电压导致溶液的温度升高，从而影响测试结果； 
(4) 电极腐蚀严重； 
(5) 所测结果不能精确定量说明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能力。 
渗透系数法。唐路平、K. Stanish 等基于 Nernst-Planck 方程首先从理论

上建立了浓度、电量、渗透深度、渗透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而进行了试验验

证。其中，唐路平的试验方法已经被欧盟广泛接受。并推荐为欧盟规范。但

该方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氯离子渗透试验中存在的问题。 
电阻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用来评价氯离子在混凝土中渗透能力的另

一种方法。电阻是物质对电的抵抗力，电导率与电阻率相反。Streicherand 
Alexander认为饱和多孔材料的电导率主要由孔液的电导率确定(式 1-5)： 

0F= /σ σ                          (1-5) 
式中 σ ——多孔材料的电导率； 

0σ ——孔液的电导率。 
多孔材料的电导率和扩散系数的影响因素是相同的，即孔径大小及其连

通性。因此，也可以用式 1-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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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 /D D                           (1-6) 
式中 D——多孔材料的扩散系数； 

D0——孔液中氯离子的扩散系数(即自由氯离子的扩散系数)。 
电阻值的测试方法有两种，包括用直流电和交流电测试。测试混凝土电

阻所用的电压通常为 10V 或更低，且测试时间很短，这样可以避免混凝土
被加热，这种测试方法的主要困难是确定孔液的电导率。提取孔液的方法有

两种：一种是孔溶液榨取法；另一种是用已知电导率的溶液将待测混凝土预

饱和，后者是常用的方法。国内路新瀛等人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研究。电阻技

术的不足之处在于： 
(1) 预饱和技术在干燥过程中由于微裂纹的形成损害混凝土原有的孔结

构，从而增加其渗透性。同时也很难使溶液在混凝土内达到均匀分布，即使

用真空饱和技术也很难保证高品质的混凝土和较厚的混凝土内部达到完全饱

和。 
(2) 溶液进入混凝土前后是相同的假设并不正确，主要因为混凝土孔液

中包含的离子是多样的(主要是碱性氢氧化物)，当混凝土干燥后，这些离子
过饱和结晶，当溶液进入混凝土时，这些结晶又会溶于溶液中，从而影响溶

液的电导率。 
(3) 离子的迁移很难达到稳定状态。 
(4) 不适用于导电材料。 
以上渗透模型的缺陷是均假定渗透系数为常数，忽略了水分传输对化合

物传输的影响，特别是测量周期较长时渗透系数作为时间的函数出现，测量

浓度过程中不能得到渗透系数随时间变化的对应值，因此用该渗透系数不能

准确地评价高性能混凝土的耐久性，然而这些模型对于实际应用还是很有用

的，因为可以计算得到渗透系数的相对值，用来比较不同混凝土和不同环境

中混凝土的渗透性。 

1.3 海洋混凝土工程耐久性防护研究现状 

在应用广泛的海洋混凝土工程中，虽然存在氯离子的巨大破坏作用，但

是人类开发海洋的脚步并不会因此而停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变得

日益需要开发海洋资源，这使得海洋环境下的混凝土工程越来越多，这些工

程包括沿海、跨海、离岸的钢筋混凝土或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物或构筑

物，如海港、挡潮闸、防波堤、桥梁、隧道、采油平台、房屋等，海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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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程的耐久性问题也随之变得严峻起来。因此，研究防护海工混凝土的方

法变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海洋工程混凝土的进行了较多的防护研究，

虽然每种方法各有优劣，但取得的成果也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种[3]： 
(1) 选用耐硫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使用高性能混凝土，增加混

凝土中水泥的用量，降低水灰比，掺入粉煤灰和矿渣等外加剂，可显著改善

混凝土的抗渗性和耐久性，在施工时，要进行合理的搅拌、振捣和充分的湿

养护，另外就是增大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此种方法经济、并且可以提高混

凝土结构的耐久性，但是混凝土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渗透性不会无限制的提

高。 
(2) 钢筋混凝土表面有机涂层防腐。在上述(1)方案的基础上，采用有机

涂料涂层对钢筋进行全面封闭。涂层材料如国内生产的环氧型涂料、丙苯乳

液涂料、氧化橡胶涂料、磺化聚乙烯防腐涂料等。此方法于 80 年代被广泛
使用，对阻止海水中Cl−对混凝土的侵入，减缓其对海工混凝土腐蚀程度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 

(3) 钢筋混凝土表面无机涂层防腐。同上述(2)方法的原理，该法采用的
覆盖层材料为无机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如国内研制成功的丙乳砂浆防渗修

补材料。该法于 90年代得到成功应用。 
(4) FRP 筋。FRP 筋这种材料具有轻质、高强、耐腐蚀性好的特点，它

能适应现代工程结构向轻质高强、大跨重载以及在恶劣环境中高耐久长寿命

的需要。但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混凝土和 FRP 的粘结问题，再者是 FRP
筋在不同环境介质中具有不同的耐腐蚀性能，如 GFRP 筋耐碱性较差，
AFRP 筋吸收水份膨胀，CFRP 耐环境腐蚀能力极强；FRP 筋的轴向热胀系
数较小，而横向热胀系数较大，在温差变化较大的环境下使用 FRP 筋可能
造成与混凝土的粘结破坏并使混凝土开裂，从而影响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

FRP 筋热稳定性较差，当超过温度范围时 FRP 筋的抗拉强度会明显下降；
FRP 筋抗疲劳性能优良，CFRP 筋与 AFRP 筋的抗疲劳性能要明显优于钢
筋，GFRP 筋的抗疲劳性能略低于钢筋，但能够满足结构构件对抗疲劳的要
求，FRP 筋在持续高应力作用下会因徐变断裂。因此，价格较低的 GFRP，
不宜在碱度大的工程中应用，而 CFRP 价格太高，显然无法在海洋混凝土工
程中广泛应用。 

(5)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此方法于 90 年代研制成功，即在混凝土构件
表面覆盖一阳极材料，通过直流电源强制钢筋成为阴极，并维持一定的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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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密度，使钢筋中的电子富裕而成为阴极免遭腐蚀。但该方法由于经济适

用型的阳极材料的寿命未经确切论证，同时由于电源设备及线路需经常维护

的工作量较大，故亦未能推广使用。 
因此，对于海洋混凝土工程，为了提高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就要

提高混凝土本身的耐久性设计参数，即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增大保护层厚

度以及提高施工质量等手段来改善混凝土的渗透性，提高其抗渗透性能，但

这些措施都具有一定限度，所以采取外部的保护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非常关

键。目前用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抗渗性及所用的混凝土防护技术仍然无法达到

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要求，这对于开发新型的混凝土防护技术极为重要。 

1.4 海洋生物膜与海洋混凝土工程的调研 

海岸线附近，涨潮时被水淹没，落潮时裸露出来的地带称为潮间带，它

是海洋与陆地相交的中间地带。礁岩潮间带遍布全球，该区间环境质量良

好，营养物质丰富，栖息着大量的动植物。像藤壶、牡蛎、贻贝、笠贝、毛

蚶、哈蜊等软体动物常常附着于舰船、浮标、码头以及水工建筑物水下部分

的表面生活，研究发现，这些附着的生物对钢筋表面有着加速腐蚀的作用，

缩短钢结构的使用年限。由于海水流速常常超过 10 m/s，这些生长在潮间带
的座生生物常常受到巨大的侧向和向上拉力，因此这些座生生物在潮间带生

存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强大并且耐环境侵蚀的粘接能力。进一步的细致观察会

发现潮间带礁岩表面有许多种永久或半永久吸附其上的生物。这类生物的粘

接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广大兴趣，因为它们的粘接策略随机应变，在水下它们

可以与所遇到的任何类型的硬质表面，例如矿物、石蜡、聚丙烯酸酯、聚四

氟乙烯、钢、混凝土表面、玻璃、牙齿和骨骼牢固地粘接[12]。 
本文调查发现，在海岸潮间带间礁石和其它固体表面上，例如防波堤、

跨海大桥等接触海水的地方，总是生长着许多种海洋生物，这其中有肉眼看

得见的诸如藤壶、牡蛎、贻贝、笠贝、管栖性多毛纲生物和海带，还有更多

看不见的微生物以及藻类，它们和它们的代谢产物或分泌物构成了一层厚厚

的膜状结构，类似于人工涂覆于混凝土结构表面上“保护膜”，本文称之为

海洋生物膜。 
巴恒静教授在我国南海某海港的混凝土工程调研中发现，混凝土结构表

面被海洋生物膜覆盖的地方其表面光滑、棱角分明；而裸露在海水中的混凝

土结构表面已经剥落，钢筋锈蚀严重甚至已经彻底地退出服役，正面临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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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维修，如图 1-2和图 1-3。 
从图中可以看出，被海洋生物膜覆盖的混凝土构件，棱角分明，保护层

也没有被破坏，而其它没有生物膜覆盖的地方，则破坏较为严重，保护层也

剥落得异常厉害，钢筋外露，产生严重的锈蚀现象。 
 

  
图 1-2 海洋生物膜密实覆盖的混凝土柱 图 1-3 有生物膜覆盖的柱子未被腐蚀 

 
把上述现象与混凝土的耐久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图 1-2 和图 1-3 中的

承重柱子靠近海水，也都很潮湿，但保护层并未脱落，说明混凝土内的钢筋

锈蚀并不严重，在海洋环境中，引起混凝土中钢筋锈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氯离子的渗透侵入，这似乎表明混凝土内部的氯离子含量并不高，至少还未

达到引起钢筋锈蚀的临界含量，因此推测这些海洋生物膜对混凝土的抗氯离

子渗透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 

1.5 本论文研究目的、意义和内容 

1.5.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对上面关于海洋混凝土工程的实地调查进行初步分析可得知，海洋生物

膜密实地覆盖在混凝土表面上，对海水中的Cl−渗透进入混凝土内部可能具
有一定的影响，附着在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增加了海水中的Cl−侵入混凝土
到达钢筋表面所需要的时间，可能延缓由Cl−引发的钢筋锈蚀，假如这种作
用很大，无疑可以提高混凝土工程的耐久性。 

因此本文推测，附着在海洋混凝土结构表面上的海洋生物膜，对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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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耐久性尤其是氯离子渗透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开展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海洋生物膜

对混凝土的耐久性尤其是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为海洋混凝土工程的防护

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 

1.5.2 本文研究内容 

(1) 在青岛某海港混凝土工程现场钻芯取样，分析附着在海洋混凝土表
面上的生物膜成分及它们对混凝土的影响； 

(2) 对钻芯混凝土进行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研究附着在混凝土表面上
的活性生物膜和死亡后的生物膜对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 

(3) 测定钻芯混凝土浇筑面以下沿深度方向分布的氯离子含量，并检测
潮间带混凝土的中性化尤其是碳化情况，分析海洋生物膜在混凝土工程服役

过程中对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 
(4) 微观观察生物膜和混凝土芯样表面下的显微结构，分析海洋生物膜

对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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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混凝土钻芯取样和海洋生物膜成分分析 

2.1 现场钻芯取样 

2.1.1 工程现场概况 

本次工程取样地点选取山东省青岛市黄岛附近某海港旁的防波堤。该防

波堤为斜坡式形式，所处环境累年年平均温度为 12.2 C，累年年平均相对
湿度在 80%以上，最冷月海水表层水温在 2.3～3.0 C之间。防波堤上布满
扭工块(见图 2-1)，以此来保持港口水面平稳，并对保护港池岸线不受冲
蚀、防止港池淤积也有一定作用。 

 

图 2-1防波堤上的扭工字块 

 

此防波堤建于 1986 年，距今 22 年。从现场情况来看，防波堤的垂直位
置处于海水的潮汐区，每天都要经历数次涨潮退潮的过程，本文把潮汐区称

作潮间带(亦称水位变动区)，即每天潮水的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之间的这一
段垂直区域。根据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提供的潮汐预报资料，对 2007 年 11、
12 月份的数据进行统计得结果如表 2-1。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1 月份每
天高潮水位与低潮水位之差的月平均值为 276.8cm，12 月份为 269.9cm。正
常情况下，其它月份的平均潮水位差值与这两个月份相差无几。本文所研究

的潮间带从垂直距离上看就集中于这个 270cm 左右的区域以及紧靠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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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溅区，此区域是海洋生物膜由厚到薄、从有到无的过渡区域，也是海洋混

凝土工程耐久性最为关注的区域之一，因为此区域的混凝土相对其它区域的

混凝土所遭受的环境更为恶劣：干湿交替，冻融循环，海水中氯盐、硫酸

盐、镁盐等的侵蚀。 
 

表 2-1 青岛海港 2007年 11和 12月潮汐统计表 

月 份 当月最大平均潮差 当月最小平均潮差 当月平均潮差 

2007年 11月 315.9cm 237.7cm 276.8cm 

2007年 12月 309.5cm 230.4cm 269.9cm 

 

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所研究的区域从垂直方向由低往高分为三部分：

潮间带下层，潮间带上层，浪溅区。各分区域在垂直位置上分别占 1.5m 左
右。 

从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出，在防波堤的混凝土结构表面上，长满了各种海

洋生物，有牡蛎、藤壶等，以及许多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垂直位置越低，

附着的量越多。它们附着在混凝土的表面，生物体自身以及它们各种各样的

分泌物和代谢产物，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膜，即本文所称的海洋生物膜。膜的

厚度不均，最厚的地方甚至有 30 多毫米厚，也有的地方没有覆盖上肉眼看
得见的的生物膜，但根据生物学上的常识可以肯定，在能接触到海水的混凝

土表面上一定存在着许多微生物。 
在防波堤上沿垂直方向从低到高，混凝土表面上的附着生物各有特点，

海平面较低的潮间带下部一般都被海水浸泡，只有当每月潮水位很低的情况

下才会露出水面，混凝土表面上的附着生物一般以牡蛎为主，偶尔有藤壶夹

杂其中，有些牡蛎只剩下左壳粘在混凝土表面，它们是被赶海的人们为了撷

取牡蛎肉而击碎了右壳，而绝大部分具有完整外壳的牡蛎都是活的，敲碎它

们的外壳，会发现贝壳里面有鲜活的牡蛎肉。牡蛎外壳一片片粘在混凝土表

面(见图 2-3)，粘结力非常强，用手很难拔下来。 
潮间带上层几乎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涨潮与退潮，干湿交替较为频繁，附

着生物以藤壶为主。沿着垂直位置往上，潮间带上层的混凝土表面牡蛎附着

量就少很多，藤壶占优势。这些看起来灰色的藤壶，其实也都是活的。藤壶

的外壳很结实地附着在混凝土表面，粗看起来就好像是混凝土表面粘了一层

细砂一样(见图 2-4)。 
在海浪很少到达的潮间带上方，也就是所谓的浪溅区，这个区域的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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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表面基本没有什么生物覆盖，但是混凝土表面都露出了砂砾，也较粗糙，

极少数混凝土表面上会发现有零星的藤壶附着其上，也只剩下死亡的外壳。 
 

图 2-3 附着牡蛎的混凝土表面 图 2-4 附着藤壶的混凝土表面 

 
图 2-5 扭工字块尺寸(h＝209cm) 

 
防波堤上的扭工字块(尺寸如图 2-5 所示)，外观基本良好，并没有出现

大的的裂缝，细小裂缝也并较为少见，位于潮间带上的混凝土鲜有剥落现

象，浪溅区混凝土构件表面会有一些蚀坑洞，估计是服役过程中受环境的侵

蚀所导致。所有的混凝土几乎未见有保护层开裂的破坏征兆，原因是这些扭

工字块的目的是为了挡浪而设计，所以仅在构件内部有少量钢筋，因此包裹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相对就显得很厚，使得内部的钢筋难以锈蚀。在潮

间带上层有几块横断的扭工字块，估计是被当地施工单位填倒建筑垃圾时，

被垃圾所冲断，亦即这些扭工字块并未被海水所冲断。虽然扭工字块的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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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外观并未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裸露在这些扭工字块表面上用来吊装的钢

筋却已基本锈蚀完毕，只留下一股股黄中透红的锈迹，说明海水对钢筋的锈

蚀破坏相当严重。 
本文选择位于此防波堤上潮间带及浪溅区的混凝土扭工字块进行钻芯取

样，对钻取的混凝土芯样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1.2 混凝土钻芯取样 

选择钻芯日期为 2007年 11月中最低潮日，因为只有在这一天才能钻取
到较低海平面的混凝土芯样。 

总共分三个部位进行钻取，即潮间带下层、潮间带上层、浪溅区，每个

区段垂直距离相差 1.5 米左右。从生物附着情况来看，这三个区段大致是：
潮间带下层基本分布的是牡蛎，上层是藤壶为主，浪溅区没有生物附着。 

采用钻芯机钻出来的芯样，直径基本在 98mm 左右。芯样钻取方法参

照《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03:88)的规定。由于工程现场
钻芯取样工作难度很大，钻芯时采取的思路是每个区段钻取 6个芯样，每个
芯样钻取的长度为 150mm，其中潮间带上的芯样选取生物膜覆盖相对较密
实的地方钻取。芯样钻取出来以后，用电锯切割成 50mm 厚的试样进行下

一步的混凝土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这样每个钻取出来的芯样就可以加工成

两个试件：接触海水的浇筑面是有生物膜覆盖的芯样，剩下的那个便是没有

生物膜覆盖的试样，以此进行对照试验。钻芯工作和所钻取的芯样如图 2-
6。 

 

  

图 2-6  现场钻芯及钻取的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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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混凝土芯样外观检查及附着生物介绍 

潮间带下层的混凝土芯样表面有很厚的生物膜覆盖，尤其是以牡蛎这种

软体动物居多。牡蛎外壳和混凝土结合非常牢固，但有个别牡蛎外壳由于附

着在其它生物上，造成粘结并不是十分牢固。 
潮间带上层的混凝土芯样表面上牡蛎附着较少，大部分面积被藤壶所占

满，个别芯样上也存在一些牡蛎外壳附着。藤壶个体较小，与牡蛎搭配附着

在混凝土表面时，两者互为补充，附着效果较好。为了抢夺生存空间，有些

藤壶甚至附着在牡蛎的外壳上。还有些潮间带上层的混凝土芯样表面几乎只

附着藤壶，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有关，藤壶不像牡蛎那样需要长时间被海水

浸泡而张开两瓣外壳捕食海水中的食物，因此藤壶是潮间带上层区域的优势

生物。 
浪溅区只有在潮水位较高海浪飞溅时才能接触到海水，所以能接触到海

水的时间相比潮间带要短得多，混凝土芯样表面上基本没有可以看得见的生

物膜，混凝土表面状况尚可，基本没有混凝土剥落的现象，但存在一些细小

的蚀坑和麻面等表观缺陷。 

2.2.1 牡蛎概况 

在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表面生物膜中，有大量的牡蛎外壳。牡蛎，又叫

蚝、海蛎子等，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从南到北沿海均有分布，约有 20 种
左右。常见的有体形较大的密鳞牡蛎、近江牡蛎、长牡蛎、大连湾牡蛎和体

形较小的褶牡蛎等[13]。它们是固着在海边岩石上生活的贝类，在退潮后常

见。因为它们固着在岩石上不动，贝壳的颜色又跟岩石差不多，所以不容易

识别。 
牡蛎具有一左一右两片贝壳，通常用左壳固着在岩石或其他固体表面，

两片贝壳的大小形状都不同：左壳稍大、稍凹，而右壳略小、略平。牡蛎贝

壳的形状因种类而不同，或虽是同一种，由于固着的岩石的形状不同，也常

常有很大差异。 
牡蛎贝壳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约占全壳成分的 94%～99%，其他还有

一些镁、铁等成分。它的结构与蚌类一样，由角质层、棱柱层和珍珠层构

成。一般说来，它的珍珠层比蚌和珍珠贝的薄，但远不如它们的光泽。 
牡蛎都是固着生活的，一旦固着在岩石、木、铁、竹、瓦等海中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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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便永远不能脱落。因此，它的成体除了贝壳开合的运动以外，就没有其

他的活动了。它采取食物的方式，是靠进入它身体里面的水流来获得硅藻和

有机碎屑等营养。 
牡蛎有雌雄同体和雌雄异体两种类型，因此牡蛎的繁殖方法也有两个类

型。雌雄同体的种类是幼生型，在它们的生殖腺中能够同时产生精子和卵，

而且它的卵排到母体的外套腔中受精孵化，等变成幼虫以后才离开母体，密

鳞牡蛎的繁殖方法就属于这种类型。雌雄异体的种类是卵生型，在它们的生

殖腺中不能同时产生精子和卵，精子和卵都是排到海水中受精孵化，近江牡

蛎和褶牡蛎的繁殖方法就属于这种类型。牡蛎产卵的数目很大，卵生型的更

大。幼生型的一个雌体，在 15min 的时间内，能产出卵数十万粒。而卵生
型的一个雌体，在同样时间内，就能产出数千万粒。这种繁殖方式保证了后

代的繁荣。牡蛎的产卵季节随着种类和地区略有不同。一般在夏季，约 6～
9 月，南方较北方稍早些。到达个时候，牡蛎产出大量的卵和精子，受精
后，受精卵便逐渐发育，经过担轮幼虫和面盘幼虫期，最后变态成成体。面

盘幼虫后期，面盘退化，足生出，这时若遇到适当的环境，就开始附着，变

态成为成体，终生过固着式的生活。 
 

图 2-7 长牡蛎 图 2-8 藤壶附着在固体表面 
 
本次钻芯取样的混凝土表面所附着的牡蛎，从外观看基本都是长牡蛎(图

2-7)，按照王海艳[14]的研究成果，北方海岸潮间带分布的牡蛎基本都是长牡

蛎。长牡蛎外壳大而坚厚，呈长条形。背腹缘几乎平行，壳长为高的 3倍左
右。大的个体壳长达 35厘米，高 10厘米，本次所取芯样混凝土并未见特大
个体。右壳较平，环生鳞片呈波纹状，排列稀疏，层次少，放射肋不明显。

左壳深陷，鳞片粗大，壳顶固着面小。壳表面淡紫色、灰白色或黄褐色。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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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面白色，瓷质样。附着在混凝土表面的牡蛎壳其粘结非常结实，用手很难

扳下来，就算用锤子等工具敲击也较难完全敲下来，会在混凝土表面留下牡

蛎的部分左壳，说明它的粘结力相当强。 

2.2.2 藤壶概况 

在潮间带的上层，大部分芯样表面上几乎只附着藤壶，个别芯样表面有

少量牡蛎附着。 
藤壶[15]，甲壳纲，藤壶科。种类繁多，形态多变，早在距今四亿一千

多万年的志留纪即已出现在地球上的海洋环境里。现代类型的藤壶是经历了

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直到距今六千万年的第三纪才出现。它实际上是一类

在海水中生活的甲壳类节肢动物，其幼虫营浮游生活，成年期固着在底质上

或是寄生。藤壶口后有六对附肢，细长似蔓状，故有“蔓足”一名。它分布甚
广，几乎任何海域的潮间带至潮下带浅水区，都可以发现其踪迹；它们数量

繁多，常密集住在一起，成型后的藤壶是节肢动物中唯一行固着的动物。 
藤壶附着在海边各种坚硬的固体上，这种一簇簇灰白色、有石灰质外壳

的小动物无法自由移动，个体寿命约为 2～6 年，形状有点象马的牙齿，所
以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常叫它“马牙”。它们凭借自身分泌的藤壶胶，可牢固地
附着在水下 100 余米以浅的几乎任何物体表面[16]，不但能附着在礁石和混

凝土表面上，而且能附着在船体上，任凭风吹浪打也冲刷不掉。许多种类的

藤壶在附着时，不会有特定的场所，从海岸的岩礁上、码头、船底等，凡有

硬物的表面，均有可能被它附着上，甚至在鲸鱼、海龟、龙虾、螃蟹的体

表，也常会发现有附着的藤壶。海边圆椎型藤壶的个体不大，但吸附力极

强，若想用手把它从附着物上拔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必须借助凿子类的

硬金属工具才能将它敲下来。 
藤壶是雌雄同体，行异体受精。由于它们固着不能行动，在生殖期间，

必须靠着能伸缩的细管，将精子送入别的藤壶中使卵受精。待卵受精后，经

三、四个月孵化，此时，刚孵化出的小幼苗即脱离母体，但常须过几个星期

的漂浮日子，才能附物而居。 
藤壶外围的钙质骨板具有保护性，并不会脱落，它们的身体，就躲在这

逐年增长且坚硬的外壳中。由于藤壶体表的这个坚硬的外壳，所以常被误以

为是贝类，其实它是属节肢动物中甲壳纲的蔓脚目动物。。 
一艘船底满附着藤壶的船只因这些附着物的阻力会降低船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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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从这个层次上讲，这种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生命的历程作出
很大贡献的小东西是人类航海业的祸害，常被人们称为污损生物，想方设法

防止它附着在船舶表面。然而任何事物总是具有正反两面，正是因为藤壶能

牢牢地附着于海洋中的固体表面，例如潮间带的混凝土表面，也就说明了它

可能对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具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所钻取混凝土芯样表面的藤壶品种比较单一，占优势的种群为东

方小藤壶。这也基本是青岛港分布最多的一种藤壶[15]，8 月份的附着量高达
1256.1g/m2。 

2.2.3 软体动物外壳和藤壶胶的形成机理 

牡蛎等软体动物，其外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约占全壳成分的

94%~99%，研究者发现[17, 18]，牡蛎这种软体动物外壳是一种由有机基质框

架中的碳酸钙单位组成的高度有序的多重微层结构，含珍珠层棱柱层，晶体

单位分别为文石和方解石，文石和方解石具有相似的晶体结构，钙离子几乎

位于其壳层的相同晶格上，与碳酸根离子层交替，两种形态的区别在于碳酸

盐分子的组织和趋向不同，有机基质层通常为片层结构，能限定晶体结构，

也能促进下一矿物层的形成。电镜、X 射线、电子衍射研究这些软体动物的
有机基质片层又包含 5个不同微层，其中心是由两厚层富 Gly和 Ala的蛋白
质夹一薄层 β -几丁质组成的夹心结构，外层是亲水性的蛋白质，它们与无
机相相连。几丁质聚合物与邻层的蛋白质多肽链几乎垂直，在珍珠层中，它

们分别与 a、b 结晶轴方向一致。软体动物外壳从外观上看，可能千变万
化，但是它们都含有相同的无机成分——碳酸钙，在碳酸钙和无机质中分布
着有机基质和结构多样的色素。 

进一步的研究，将软体动物壳用酸或钙化剂 EDTA 等去矿化后[19]，根

据有机基质的溶解性，将有机基质分为两大类：可溶有机基质和不可溶有机

基质。可溶有机基质的主要成份是酸性蛋白质和多糖，酸性蛋白质是一些

中、小分子量的蛋白质，牡蛎壳的可溶基质蛋白质的糖醛酸和氨基己糖或己

糖结合有硫酸基。不可溶有机基质的成分是一些疏水并交联的成分，去矿化

后不溶，这种物质由于其难溶性，目前研究较少，一般认为它主要是结合了

少量 β -几丁质的蛋白质，也有报道认为这是一种结合了大量多糖的蛋白质
糖物质，总之是一种难溶物质[20]。 

在软体动物壳的生物矿化过程中，壳形成材料均由外套膜分泌，虽然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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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方式至今还不太清楚，但几乎所有软体动物壳的晶体单位都有一定的

大小、形状和方位，这是因为它们的矿化作用受到了高度控制。外套膜细胞

分泌的成壳物质进入外套膜外腔溶液，可溶有机基质固定化离子簇或珍珠质

晶体，在生理条件下，这些离子簇或珍珠质晶体反复溶解与形成，最后稳定

下来形成晶核，在晶核上随着晶体的形成和生长，最终形成碳酸钙结晶，碳

酸钙结晶有秩序地沉积在壳内表面，完成壳的长大和加厚，形成的壳是碳酸

钙结晶与壳基质层相互交替排列的结构。 
藤壶胶的分泌原理。藤壶之所以能如此牢固地附着在海洋沿岸岩石或混

凝土等固体表面上，是靠着它自身分泌的藤壶胶来实现[21]。 
藤壶在它准备附着于固体表面时，会分泌一种胶质，使其自身能牢牢地

粘附在硬物上，这种藤壶胶可牢固地附着在水下 100余米深度以内的几乎任
何固体表面。藤壶长大后，会进行周期性的褪皮，每一次脱皮之后，就要分

泌出一种粘性的藤壶初生胶，这种胶含有多种生化成份和极强的粘合力，从

而保证了它极强的吸附能力。 
藤壶幼虫头胸部交界处有一对卵圆形粘液腺，其组成包括α和 β两种分

泌细胞。从腺体通出的管道为收集管，此管外端膨大成囊状，由此囊通出之

管始为粘液管，达成暂时附着后，粘液质由第 2肢节排出并硬化成一个圆顶
形胶块，这时第 3肢节和第 2肢节远端部分都被埋在胶块内。藤壶就是这样
通过分泌蛋白质类的藤壶胶在水下基底上附着营固着生活。 

根据收集方法和藤壶胶聚集的先后，藤壶胶分为初生胶和次生胶，这两

种胶在氨基酸组成上是相似的。藤壶胶在水下的交联、组装和有效粘附，其

过程必须完成胶凝、转移基底表面的水分子、建立界面接触和与各种基底间

的分子吸附等功能。由于藤壶胶不溶于盐、稀酸、稀碱等水溶液及苯等有机

溶剂溶液，故对藤壶胶的研究是随着胶粘蛋白溶解方法的改进而逐渐深入

的。人类目前对藤壶胶的清除非常重视，但藤壶胶不溶于水、盐水和稀酸、

稀碱，清除相当困难。近年来对溶解藤壶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发现

藤壶胶可以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特种粘合剂[22]。 

2.3 海洋生物膜中的微生物以及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2.3.1 钻芯混凝土表面生物膜中的微生物 

海洋生物膜中的微生物肉眼并不可见，因此需要通过生物学种群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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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才能知晓。本次为了研究这些混凝土表面上的的微生物，对潮间带混凝

土芯样表面上生物膜中的微生物进行了鉴定。 
方法由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开放实验室提供，步骤如下： 
(1) 在扭工字块上所研究的混凝土表面，用钎子敲下表面，同时注意不

能污染这块混凝土碎块，将取下来的带微生物的混凝土碎片放在专用的冰盒

里保存； 
(2) 回生物实验室，用灭菌牙刷，按照不同的部位通过专用溶液将混凝

土表面上的微生物刷到一灭菌容器里； 
(3) 将上述得到的微生物移到平板(一种用来培养微生物的玻璃板，上

涂微生物所需的营养物质)里繁殖，培养； 
(4) 培养 24h 后，观察平板上微生物的繁殖情况，并通过外观形态统计

不同菌种数目； 
(5) 将不同的菌种，用接种环接种到新的平板里进行纯化培养； 
(6) 纯化培养后再观察微生物的培养情况； 
(7) 把纯化后的细菌接种到试管里，再放到摇床(一种借以加快微生物

繁殖的机器)里培养； 
(8) 将培养好的纯种微生物，用甘油保种液分别保存所纯化的微生物，

放在保种管里，先于-30 C环境低温保存，25h后再放到-80 C环境保存，以
便以后接种繁殖； 

(9) 提取纯种细菌，将含某一个种类的细菌溶液用 7200r/min 的离心机
离心 5min，然后倒去上清液，加纯净水，将试管放在沸水中煮 5min，把细
胞壁煮裂，释放出细胞里的 DNA； 

(10) 将上述溶液再一次离心 2min，留取上清液，这里面含有表明此种
细菌生物身份的 DNA，放到 4 C或-30 C  (当需要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时)
环境中保存、待用； 

(11) 利用(10)中 DNA模板进行体外核酸扩增； 
(12) 将扩增出来的核酸进行电泳试验； 
(13) 回收电泳试验后凝胶中的 DNA； 
(14) 将(13)中的各种细菌的 DNA 送至上海博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

成 DNA的碱基序列测定； 
(15) 对测定出来的碱基序列，通过基因数据库查询该碱基序列属于何

种微生物种类。 
本次测定时，根据外观形态共分离得到 13 个细菌，但根据基因序列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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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来的结果，总共有四个种属，分别如下： 
(1) 假交替单胞菌属； 
(2) 弧菌属； 
(3) 弓形杆菌属； 
(4) 假单胞菌属。 
另外 9个菌样均与此四种细菌属于同样的属。 
事实上，这些海洋混凝土表面上的细菌远不止这几个细菌属，李会荣等

在青岛近岸海区两个不同地点，分别进行浸海挂片实验研究四种不同基质表

面(玻片、钢片以及涂有防污漆、防锈漆的玻片)微生物粘膜中的细菌组成，
从不同基质表面微生物粘膜中共分离 323株附着细菌，依据形态及生理生化
牲将革兰氏阴性细菌鉴定到属，分别属于氯单胞菌属、发光杆菌、莫拉氏菌

属、假单胞菌属、弧菌属和产碱菌属 12 个菌属，同时也发现，不同基质表
面微生物粘膜的细菌组成不同[23]。 

本文由于实验条件有限，以及对微生物方面的研究不够，使得成功分离

和培养其它的细菌显得较为困难。但这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在这些所研究的

混凝土芯样上，不太可能存在其它优势种类的细菌。有研究者发现，海水中

的混凝土表面有大量的丁酸细菌，当这些丁酸细菌不能为其它种类的细菌所

平衡时，就会迅速地破坏水泥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混凝土表面上的大量

细菌会互相保持平衡，即一种细菌的生命活动排泄物能被其它几种细菌所利

用[24]。本文此次细菌鉴定，并未发现这些大量的丁酸细菌，这说明对研究

对象所处的环境必须予以重视，即不同环境中混凝土表面上微生物种类也自

然不同。混凝土所处的环境有其独特性，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研究表明
[25]，天然条件下的海水在细菌生物区与混凝土相接触时，呈弱碱性反应

(pH=8.3～8.4)，而不是酸性反应。仅在个别的情况下，当海水的条件有利于
生物繁殖(细菌类)，或有利于植物(藻类)的生长，并且两种情况不相混合
时，海水的性质才会有利于混凝土的腐蚀。 

2.3.2 微生物对混凝土耐久性的影响 

目前，许多学者对混凝土耐久性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相关的研

究，目前认为有些微生物对混凝土具有腐蚀破坏作用，其破坏机制主要有以

下七类： 
（1） 无机酸引起的腐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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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机酸引起的腐蚀破坏； 
（3） 生成络合物引起的破坏； 
（4） 盐应力引起的破坏； 
（5） H2S，NO和 NO2引起的腐蚀破坏； 
（6） 生物生长——生物膜引起的腐蚀破坏； 
（7） 胞外酶和乳化剂引起的破坏。 

2.3.2.1 微生物对混凝土的腐蚀 
19 世纪末，法国人巴斯德和德国人柯赫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当时

微生物与水泥之问风马牛不相及，人们认为水泥混凝土是坚固的人造石，如

果受侵蚀也只是在水环境下受酸和盐类的腐蚀；而细菌只与人类的疾病、农

业和食品业有关。C. Parker[26]首先证明，混凝土的生物腐蚀是由微生物引起

的生物化学过程。腐蚀过程是自然界硫循环的一部分，这种化学反应的结果

被称为生物硫酸腐蚀。C. Parker 发现了腐蚀混凝土的细菌，他把这种能在
硫酸中生存，在 pH 值约 1.0 下仍能很好生长的细菌称为硫杆菌属，也称为
混凝土腐蚀菌。尤其是陆地上的污水管道，有很多对混凝土具有腐蚀作用的

好氧菌和厌氧菌。 
文献[26]发现，污水环境下混凝土的失效与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有

关，硫氧化菌、硫杆菌和筮砼菌的新陈代谢所生成的生物硫酸导致了混凝土

腐蚀，并通过分析提出了混凝土微生物腐蚀的作用机理 [27]：在厌氧环境

下，硫酸盐还原细菌将管道中的硫酸盐或有机硫还原为 H2S，H2S 进入管道
未充水空间；在好氧环境下，硫氧化细菌将其氧化为生物硫酸，硫酸渗入混

凝土，与混凝土中 Ca(OH)2 反应生成石膏，导致水泥水化物(CSH)分解，生
成不溶性且无胶结作用的 SiO2胶体，石膏则与混凝土 C3A 的水化物进一步
反应生成钙矾石，钙矾石生成时伴随体积膨胀，导致混凝土开裂，从而加剧

混凝土管壁的腐蚀破坏，整个过程的化学反应式如下： 
2

4 2SO H S− → ↑ (硫酸盐还原菌 SRB的作用)   (2-1) 

2 2 2 4H S+2O H SO→ (硫氧化细菌 SOB的作用)     (2-2) 
+ 2

2 4 4H SO 2H +SO −→                (2-3) 
+ 2+

2 22H +Ca(OH) Ca +2H O→                      (2-4) 
2

2 4 2 4 2Ca(OH) +SO +2H O CaSO 2H O+2OH− −→ ⋅              (2-5) 
2

2 3 2 4 2 2 2 3 4 24CaO Al O 12H O+3SO +2Ca (OH) +20H O 3CaO Al O 3CaSO 31H O+ 6OH− −⋅ ⋅ → ⋅ ⋅ ⋅
(2-6) 

因此，该观点认为，只有在好氧环境下，H2S 被硫氧化细菌氧化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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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才会对混凝土产生强烈的腐蚀作用。当 pH 值相同时，生物硫酸对混
凝土的腐蚀作用将大于化学硫酸，而氯液界面处的混凝土生物膜具有硫氧化

细菌生长的最佳环境，致使该处混凝土遭受的腐蚀也最为严重。 
目前的许多研究也发现[28, 29, 30]，工业和城市污水中常含有大量不同种

类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的代谢活动造成了混凝土的微生物腐蚀，导致污水

处理设施中混凝土结构表面砂浆脱落，骨料外露，严重时可产生开裂和钢筋

锈蚀，从而使其服役寿命大为缩短。 
这些研究表明的腐蚀机理和 C. Parker 的理论大同小异，认为污水中的

有机物在好氧条件下最终分解为 CO2、水、硝酸盐、硫酸盐、磷酸盐等，无

机氮、硫、磷在好氧条件下最终转化为硫酸、硝酸及其盐以及磷酸盐等。硫

酸侵入混凝土表面、与混凝土中碱性物质中和形成 CaSO4、Al2(SO4)3 等物

质，破坏了混凝土中硅酸盐的晶体结构，并使硫酸进一步侵入和腐蚀；而厌

氧条件下这些有机物和无机物则形成亚硝酸盐、氮气、PH3、H2S 等物质。
H2S 本身对混凝土无明显的腐蚀作用，但遇上混凝土表面的凝聚水膜，由于
生物化学作用生成硫酸，对混凝土具有强烈的腐蚀。此外，有机物的代谢过

程还将形成大量的脂肪酸、各种羧酸、氨基酸等中间产物，因此微生物的代

谢使污水成为复杂的介质体系，使得许多代谢产物都对混凝土具有潜在的腐

蚀作用。 
另有实验表明[31]，嗜中性的硫氧化细菌在生物膜表层大量繁殖，嗜酸

性的硫氧化细菌则在混凝土生物膜内保持活性并大量繁殖，并能与生物硫酸

一起渗入混凝土内部，进一步代谢产酸从而加剧混凝土的腐蚀，因此，嗜酸

性的硫氧化细菌能够直接在混凝土内部持续繁殖代谢并生成生物硫酸腐蚀混

凝土。 
综合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微生物腐蚀主要和污水、废水中的

硫化物、SO4
2-、pH 值和生物需氧量(BOD)、化学需氧量(COD)等有关，要

发生腐蚀，必须具备：硫组份的存在(体现在以各种形式的的硫酸盐)，有硫
酸盐还原菌(SRB)及乏氧环境存在，有硫氧化细菌(SOB)及 O2 存在。只有具

备这三个条件，混凝土才能发生腐蚀。 
微生物的腐蚀是各种细菌生成、生长和发生生物反应的动态过程，在生

化反应中生成了 H2S，进而在混凝土表面生成浓硫酸，导致混凝土结构破
坏。这说明微生物对混凝土的腐蚀不容忽视，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上这些微生物都是处于工业与城市建筑中的污水处理等混凝土市政设

施中，而海洋环境中混凝土表面生物膜中的微生物与混凝土之间的关系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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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有些研究人员只注意到海洋环境下微生物的代谢产物

硫化物等会加速钢筋锈蚀而已。 
海水中有元素 80 多种，其含量的多少大不相同，习惯上把每升海水中

含量大于 1mg 的元素称为常量元素，把含量小于 1mg 元素称为了微量元
素。其中 11 种常量元素占所有元素总量的 99.50%，黄海海域代表性部位的
海水成分如表 2-2所示[25]。 

从表中可以看出，海水中 S的含量比 Cl含量小很多，相差 20倍以上，
但是，海水中的硫组份含量相比陆地上污水的硫组份含量要大得多：不同行

业废水硫化物质量浓度一般在 2mg/L～80mg/L 左右，生活污水中的硫酸盐
含量通常在 20mg/L～100mg/L，工业废水的经石灰处理后接入城市污水管
网，其 SO4

2+质量浓度仍在 2000mg/L 左右。因此，正常情况下，海洋中硫
组份含量显得非常大。 

 
表 2-2 黄海海域代表性部位海水中常量元素含量表 

元素 Cl Na Mg S Ca K Br Sr B Si F 
存在形式 Cl- Na+ Mg2+ SO4

2+ Ca2+ K+ Br- Sr2+ B(OH)3 Si(OH)4 F- 
含量(mg/L) 19000 10500 1350 885 400 380 65 8 4.6 3 1.3

 
然而，处于潮间带上的混凝土并不缺少氧气，这使得硫酸盐还原菌

(SRB)所需要的乏氧环境并不易实现，进而从 SO4
2+还原到 H2S 这一步反应

难以发生，即使有 H2S 产生，该气体也容易扩散到大气中，这一点与陆地
上的排污管道不一样，陆地上的排污管道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H2S
产生后在污水上空不易排走，滞留在管道未充水的空间，引发硫氧化细菌

SOB 氧化 H2S 形成 H2SO4。而且，从本文所研究混凝土芯样表面的生物膜

中，并未鉴定到硫氧化细菌和硫酸盐还原菌的存在，这虽不能断定这两种细

菌一定不存在于这些混凝土表面上，但至少说明这两种细菌并不是优势菌

种，因此对于硫氧化细菌 (SOB)和硫酸盐还原菌 (SRB)的影响可以忽略不
计。 
2.3.2.2 细菌的嗜盐特性与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性 

嗜盐这个名词是用来明确定义那些确实需要 NaCl 才能生长的微生物，
对这些需要 NaCl 才能生存的微生物也称为嗜盐菌，根据盐浓度的不同需
要，嗜盐微生物可分为弱嗜盐微生物，中度嗜盐微生物和极端嗜盐微生物
[32]，其中，中度嗜盐微生物对盐浓度的适应范围是 0.4 mol/L～3.5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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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范围为 0.5 mol/L～2.0mol/L，海洋环境中 NaCl 盐浓度大约为：
0.535mol/L，正是中度嗜盐菌的适应范围。 

在中等盐浓度环境中，有丰富的好氧革兰氏阴性有机营养型细菌。用各

种数值分类法对革兰氏阴性中度嗜盐菌进行分类，发现包括了弧菌属、交替

单胞菌属、不动杆菌属、德莱氏菌属、海单胞菌属、假单胞细菌属和产黄菌

属等属中的菌种。 
这些嗜盐微生物与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氯离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Markus Roe ler Volker Mullerβ 和 研究发现盐芽孢杆菌在甘氨酸甜菜碱的传输

过程中严重依赖于Cl−的存在，0.5mol/L 和 2.0 mol/L 的Cl−环境中生长速率
最快[33, 34]。 

本文从嗜盐菌对高盐环境的适应机制分析。暴露在高盐环境中的微生

物，必须具有通过渗透压力作用避免水分丧失的机制。水能自由地渗透穿过

细胞质膜，因此渗透压的适应，需要细胞质有产生与周围基质相同渗透压的

潜力。研究发现：嗜盐菌生长需要高 Na+环境，但细胞内 Na+浓度并不高，

这是因为嗜盐菌具有在细胞内积累高于 5mol/L 浓度的 K+，而向外排出 Na+

的能力(Christian et al, 1962)，所以在 Na+占优势的高盐环境中，可防止过多

的 Na+进入细胞，从而保持细胞中低 Na+浓度。所有嗜盐细菌都有向内取向

的光驱氯泵，使得 K+可以通过氯离子梯度进入细胞内，结果是细菌内有大

量的 KCl。这一结果可能有助于减少氯离子渗透进入混凝土内部的含量。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关于海洋细菌中的嗜盐菌与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

之间的关系还只局限于理论分析而已，实际情况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2.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工程现场取样的基本情况，钻取了试验所需要的海洋工程混

凝土芯样，对附着在混凝土芯样表面上的生物膜进行了外观方面的检查，并

对生物膜中的微生物种类进行了鉴定，得出以下结论： 
(1)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芯样表面附着生物膜主要为牡蛎壳，上层则主要

为藤壶，个别芯样为少量牡蛎与藤壶夹杂。牡蛎的品种主要是长牡蛎，藤壶

的品种主要是东方小藤壶。 
(2) 混凝土芯样表面生物膜中鉴定出来的微生物至少有四个属：假交替

单胞菌属、弧菌属、弓形杆菌属、假单胞菌属。与陆地环境不同，本文所研

究的这些潮间带混凝土难以形成硫氧化细菌和硫还原细菌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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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嗜盐菌生长需要高 Na+环境，结果导致其体内含有大量的 KCl，因
此细菌的嗜盐特性可能对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有一定影响，但这只是理论上

的分析，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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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钻芯混凝土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 

3.1 测试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所采用的方法及准备工作 

本文研究对象是海洋环境中的混凝土工程。海洋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氯

离子，是引起钢筋锈蚀、导致钢筋混凝土结构失效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选

择氯离子的渗透性来研究混凝土的渗透性。 
从防波堤现场钻取芯样后，为研究芯样表面上具有活性的生物膜对混凝

土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需要立即在实验室进行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 

3.1.1 测定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方法 

本文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测定方法采用张武满所发明的测试装置[3]：以

ASTM C1202为基础，进行多项改进的多道通氯离子渗透测试仪。 
整个装置如图 3-1 所示，与 ASTM C1202 测试方法相比，该方法改进

点如下： 
(1) 增大了阴极室和阳极室容积，可以降低电流产生的焦耳热对试验结

果的影响，并使阴极室 NaCl 溶液足够大，溶液中的氯离子浓度在通电时间
内尽可能保持恒定(或浓度变化可忽略)； 

(2) 采用耐腐蚀的纳米电极，开发了数据自动采集系统，可任意设定电
流采集时间，并提供 0～60V直流电源和 6个测试通道； 

(3) 阴极室与阳极室之间加设试件固定室，使试件与整个测试装置始终
处于同一环境下，而且试件的厚度不受限制； 

(4) 可以测量通过试件的电流和溶液中氯离子浓度，并且所测得结果具
有很好的相关性。 

苏安双[35]应用上述测试方法与 CH2Cl2 浸泡法评价混凝土的渗透性，所

得的渗透性规律基本一致，说明这两种评价混凝土渗透性的方法可互相验

证，结果具有科学性、合理性。 
本文所进行的试验由于实验现场条件限制，并未对芯样进行真空饱水处

理，只用海水常压浸泡 24h，这样的实验方法改动，虽然没有按照标准实验
方法操作，实验数据较之标准方法有所差别(同一试件真空饱水后所得通电
量值比常压饱水大)，但本试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海洋生物膜对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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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大小，并非为了精确测试混凝土的渗透系数，因此将钻

芯混凝土试件截成两段，有生物膜覆盖的 50mm 厚的试块，剩下的部分再

截成 50mm 厚的试块，以此形成对比试验，试验过程中没有进行真空饱水

处理。 

 
图 3-1 改进的多通道氯离子渗透测试仪 

1. 阴极室, 2. 试件固定室, 3. 阳极室, 4. 溶液注入口, 5. 溶液注入口, 6. 电极, 7. 混凝

土试件, 8. 密封垫层, 9. 阴极接线柱, 10. 阳极接线柱 

3.1.2 混凝土芯样加工和试验步骤 

现场钻芯取样时每个芯样已经钻取至少 15cm 深度以上，因此加工时，
每个芯样可以切割成两个 50mm 的试件，有生物膜覆盖的部位和无生物膜

部位各一个(如图 3-2 所示)，切割后每个试件的尺寸为直径 98mm，厚度为
50±1mm(生物膜的厚度未计算在内)。 

将芯样切割后，编好号码，每次取 3组，共 6个试件，放在海水里浸泡
24h，然后取出来，待风干表面后，用腻子固定于氯离子渗透测试仪的固定
室中，接着先往阴极室注满质量分数为 3.0%的 NaCl(分析纯 )溶液，约
10min 后如果检查到阴极室中的 NaCl 溶液没有渗漏到阳极室，则表明试件
与固定室之间密封完好，没有渗漏，这时再把 0.3mol/L 的 NaOH 溶液注入
阳极室，用电线把测试仪上的电极与数据采集系统的主机相连接，打开主机

电源，将电压调到 60V，然后打开数据采集软件，系统开始自动记录通过电
流值，每隔 10min 进行一次电流值的大小记录，6h 后停止数据采集，每个
试件共采集 36个数据。最后计算 6h通过的总电量Q，如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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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60 300 330 360900( 2 2 2 2 )Q I I I I I I= + + + ⋅⋅⋅⋅ ⋅ ⋅ + + +         (3-1) 
式中 Q ——通过的电量(C)； 

0I ——施加电压后的瞬间电流(A)； 

tI ——加电压 t分钟以后的电流(A)。 

 
图 3-2 芯样切割示意图 (mm) 

3.2 海洋生物膜具有活性时的试验结果 

根据以上试验方法和步骤，对潮间带下层、上层之生物膜具有活性时的

芯样试块以及浪溅区的试块进行氯离子加速渗透性试验。 

3.2.1 潮间带下层的试验结果 

潮间带下层共进行了三组(共 6 块)混凝土试块的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
每组分有生物膜与无生物膜覆盖的混凝土各一块，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过程

中电流值与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 3-4至图 3-6所示。 
 

表 3-1 潮间带下层各试块 6h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电量值 

潮间带下层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有生物膜覆盖(C) 748.80  501.60  571.20  

无生物膜覆盖(C) 936.00  912.00  708.00  

有膜与无膜之比(%) 80.00  55.00  80.68  

由 6h内记录的电流值大小计算得到的潮间带下层各试块 6h通电量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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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潮间带下层第 1组芯样 

0

10

20

30

40

50

60

1 6 11 16 21 26 31 36

时间（×10min）

电
流
值
（
m
A
）

有生物膜覆盖

无生物膜覆盖

 
图 3-5 潮间带下层第 2组芯样 

 
从表 3-1 中可以看出，生物膜覆盖在混凝土表面上对混凝土的氯离子加

速渗透影响较大，其中第 2 组影响最大，有生物膜覆盖的混凝土 6h 通电量
为 501.60C，与之对应位置没有生物膜覆盖的试块高达 912.00C，前者仅为
后者的 55%；第 1 组和第 3 组有无生物膜试块的电量相对比值分别为
80.00%和 80.68%，也反映了生物膜对混凝土中氯离子加速渗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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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潮间带下层第 3组芯样 

3.2.2 潮间带上层的试验结果 

潮间带上层的混凝土芯样共四组，每组也为一个混凝土芯样切割成两个

50mm厚的试件，得到一有生物膜覆盖的试块和一无生物膜覆盖的试块。 
各组芯样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过程中电流值与时间之变化关系分别如图

3-7至图 3-10所示。 
由 6h内记录的电流值大小计算得到的潮间带下层各试块 6h通电量见表

3-2。 
 

表 3-2 潮间带上层各试块 6h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电量值 

潮间带上层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有生物膜覆盖(C) 295.20  350.40  667.20  175.20  
无生物膜覆盖(C) 2052.00  1149.60  789.60  576.00  
有膜与无膜之比(%) 14.39  30.48  84.50  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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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潮间带上层第 1组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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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潮间带上层第 2组芯样 

 
从表 3-2 中数据可以看出，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芯样上附着的生物膜对氯

离子加速渗透影响很大。其中第 1 组芯样有生物膜覆盖的混凝土试块 6h 通
电量为 295.2C，仅为无生物膜覆盖的混凝土试块(2052.0C)的 14.39%，从外
观上看，该芯样上的生物膜含有部分牡蛎外壳，整个表面附着非常密实。第

2 组和第 4 组之相对比值几乎一样，有生物膜覆盖的混凝土 6h 通电量都是
无生物膜覆盖混凝土的 30%左右，这三组芯样表面上附着的生物膜成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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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壶和少量牡蛎外壳，附着的密度也较好。第 3组的情况在潮间带上层是最
差的，有生物膜的试块 6h 通电量为无生物膜试块的 84.5%，该芯样表面的
藤壶附着状况没有其它芯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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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潮间带上层第 3组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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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潮间带上层第 4组芯样 

 
从这四组芯样的试验可以看出，生物膜的附着密实程度对氯离子渗透具

有很大的影响，牡蛎外壳的存在也影响很大，因为牡蛎壳很大，一片就可以

附着着一个混凝土芯样的大部分表面，而藤壶附着时，藤壶与藤壶之间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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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是氯离子渗入的入口，虽然微生物及其它们的代谢产物可能在这些空隙中

成膜阻挡氯离子的渗透，但由于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厚度非常小，因此效果

不如藤壶和牡蛎外壳。 

3.2.3 浪溅区的试验结果 

浪溅区位于潮间带上层以上的紧邻位置，这个位置接触海水的机率比潮

间带上层和下层要小得多，仅在海水潮位较高的时候才能接触飞溅上来的海

浪，而且高潮水位很快就消退，因此混凝土表面基本没有可见的生物膜附

着。虽然没有生物附着，但浪溅区的混凝土芯样采用与潮间带混凝土芯样同

样的处理方法，也是把钻取的芯样切割成两个 50mm 厚的试样，这样就形

成一个与大气接触的混凝土试块，即有一个表面是浇筑面，本文称之为浇筑

面试块，另一个试块是不能接触不到大气的试块，即所有的表面都不是浇筑

面，本文称之为非浇筑面试块。现场钻取得到 4个芯样，加工后得到 6个试
块：4个浇筑面试块和 2个非浇筑面试块。 

各试块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过程中电流值与时间之变化关系分别如图

3-11至图 3-13所示。 
 

表 3-3 浪溅区各试块 6h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电量值 

浪溅区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浇筑面 428.40 422.40 480.00 1336.80 
非浇筑面 450.00 ―― 507.60 ―― 

有膜与无膜之比(%) 95.20 ―― 94.56 ―― 

 

由 6h内记录的电流值大小计算得到的潮间带下层各试块 6h通电量见表
3-3。 

从表 3-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同一芯样的混凝土不论是浇筑面还是非浇
筑面，其 6h 通电量相差并不大，第 1 组芯样中浇筑面试块的通电量为非浇
筑面的 95.2%，第 3组芯样的这个比值为 94.56%，与第 1组几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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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浪溅区第 1组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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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浪溅区第 2、4组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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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浪溅区第 3组芯样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浇筑面的混凝土试块其 6h 通电量之值都比非浇筑

面小，这说明浪溅区扭工字块同一个部位的混凝土，其表面混凝土抗渗性比

其 5cm 深度以下的混凝土还要好一些，很可能的原因是与混凝土的碳化有

关，混凝土的表面由于碳化使得混凝土的孔隙率减小，抗渗性提高。第 2组
芯样只加工得到一块试块(图 3-12 中浇筑面 1)，其 6h 通电量绝对值与第 1
组和第 3组之浇筑面混凝土试块也相差不大。第 4组芯样也只得到一块浇筑
面的混凝土，它的试验值相比浪溅区上其它混凝土试样大很多，这很反常，

根据电流值大小与时间的关系图来看(图 3-12 中浇筑面 2)，电流值的增大速
率比其它试块的速率要大得多，因此估计是试验过程中阴极室与阳极室之间

的溶液产生了渗漏，所以此数据舍弃，不予分析。 

3.3 生物膜死亡后的试验结果 

在上一节的试验过程中，海洋生物膜均具有活性。本节试验将上述附着

海洋生物膜的混凝土芯样，放置在室内三个月，待生物膜中活性生物死亡后

(失去活性)再进行试验，以分析生物膜之活性对混凝土氯离子渗透性的影
响。试验方法和具体步骤同前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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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生物膜死亡后的对比试验 

将已失去生物膜活性的混凝土试块进行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并与上一

节中生物膜未死亡时的试验数据相比较。共测试了两组芯样，试验过程中的

电流值与时间之变化关系如图 3-14至图 3-15所示。 
由 6h 内记录的电流值大小计算得到的潮间带下层各试块失去活性后 6h

通电量见表 3-4。 
 

表 3-4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芯样表面生物膜死亡前后试验 6h电量值 

潮间带下层 第 1组 第 2组 
生物膜未死亡(C) 748.80 501.60 
生物膜死亡(C) 922.80 520.80 

有膜与无膜之比(%) 81.14 96.31 

 

从表 3-4 中可以看出，附着在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失去活性后，通过
混凝土芯样的电流值有所增大，且电流随时间的增大速率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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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生物膜死亡前后潮间带下层第 1组混凝土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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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生物膜死亡前后潮间带下层第 2组混凝土芯样 

 
第 2 组芯样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死亡后(失去活性)，电流值在试验刚

开始时候与生物膜未死亡时基本一致，甚至在 1h 后，生物膜死亡后的电流
值还略小于死亡前，试验进行 150min 后，生物膜死亡后的电流值又开始大
于死亡前，之后生物膜死亡后的混凝土芯样电流值开始略大于死亡前。从总

的过程来看，生物膜死亡后的混凝土芯样 6h 内通过的电量值(520.80C)大于
死亡前(501.60C)，这至少说明生物膜在具有活性时，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
透效果要优于死亡后(失去活性)。 

3.3.2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生物膜死亡后的对比试验 

潮间带上层共做了四组试块生物膜死亡后的氯离子加速渗透对比试验。

试验过程中四组试块的电流值大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 3-16 至图 3-19 所
示。 

表 3-5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芯样表面生物膜死亡前后试验 6h电量值 

潮间带上层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生物膜未死亡(C) 295.20 350.40 667.20 175.20 
生物膜死亡(C) 668.40 346.80 780.00 351.60 

两者之比(死亡/未死亡) 2.26  0.99  1.17  2.01  

 
由 6h 内记录的电流值大小计算得到的潮间带下层各试块失去活性后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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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量见表 3-5。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生物膜的活性状态对试块的加速氯离子渗透试验

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第 1 组和第 4 组，生物膜死亡后的 6h 电量比未死亡
时的电量要大得多，死亡后的通电量总量分别为 668.40C、351.60C，为死
亡前的 2.26 倍和 2.01 倍，第 3 组芯样生物膜死亡前后的电量比值并不是特
别大，死亡后的通电量为死亡前 1.17 倍，该芯样表面附着的生物膜较少且
主要为藤壶，附着密度比其它芯样差许多。第 2组试块的值出现一些反常，
生物膜死亡后的通电量反而比未死亡时小，前者之值为 346.80C，后者之值
为 350.4C，考虑到实验本身之间的误差，这两个值的大小几乎一样，但是
与此试块位置一样的无生物膜附着的试块其 6h 通电量为 1149.60C，这三个
值说明了附着生物膜对加速氯离子渗透试验有很大影响，但与生物膜死亡与

否并无太大关系。从外观上看，附着在此混凝土芯样表面上的生物膜中含有

部分牡蛎外壳，且较厚，因此当生物膜失去活性后，这些坚硬的外壳依然能

有效阻挡外界物质(如本试验中的Cl− )渗透进入混凝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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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生物膜死亡前后潮间带上层第 1组混凝土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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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生物膜死亡前后潮间带上层第 2组混凝土芯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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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生物膜死亡前后潮间带上层第 3组混凝土芯样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 45 -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1 6 11 16 21 26 31 36

时间（×10min）

电
流
值
（
m
A
）

生物膜未死亡

生物膜死亡

 
图 3-19 生物膜死亡前后潮间带上层第 4组混凝土芯样 

 
对于潮间带混凝土上的生物膜失去活性后，会出现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

下降，本文认为这就是生物膜的特性所致。附着在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

不但包括牡蛎、藤壶等的外壳，也包括其中的生物膜及其代谢产物，它们构

成一个有机整体，在牡蛎和藤壶等大型生物外壳未能附着的混凝土表面空

隙，被这些微生物和它们的代谢产物等有机物形成的粘膜所填充，而且微生

物中的嗜盐菌在未死亡前，由于它对氯离子的摄入可能对阻止氯离子渗入混

凝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当生物膜具有活性时对氯离子的阻挡效果优于失去

活性后。混凝土芯样表面放置三个月后，生物膜干枯，有脱落起皮的现象，

说明生物膜失去活性后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效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因此，生物膜的活性影响着它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的效果。 

3.4 本章小结 

将上述试验结果汇总如表 3-6和图 3-20所示。 
综观本章试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混凝土表面附着海洋生物膜时，其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 6h 通电量

比无生物膜的混凝土芯样小，但减小的程度不等，与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成

分和附着状况有关。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芯样表面生物膜中牡蛎外壳和藤壶夹

杂时，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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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各层试块的 6h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电量值汇总表    (C) 

位置  表面状况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生物膜未死亡 748.8 501.6 571.2 ―― 

生物膜死亡 922.8 520.8 ―― ―― 潮间带下层 

无生物膜覆盖 936 912 708 －－ 

有生物膜未死亡 295.2 350.4 667.2 175.2 
生物膜死亡 668.4 346.8 780 351.6 潮间带上层 

无生物膜覆盖 2052 1149.6 789.6 576 
浇筑面 428.4 422.4 480 1336.8 

浪溅区 
非浇筑面 450 ―― 5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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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各种状态下的混凝土芯样氯离子加速渗透电量对比图 
 
(2) 生物膜未死亡时(具有活性)其抗氯离子渗透试验结果优于死亡后，

这可能与生物膜中微生物的嗜盐菌以及生物膜干燥死亡后与混凝土的粘结效

果发生了改变有关，但个别芯样表面由牡蛎外壳组成的海洋生物膜对活性并

不敏感。 
(3) 从整个防波堤来看，浪溅区混凝土自身抗氯离子渗透性较好，且其

表面抗氯离子渗透性优于内部，估计是由于表面混凝土受到碳化的影响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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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抗氯离子渗透性有所提高。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自身抗氯离子渗透性较差，

且该性能离散性较大，原因是服役过程中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抗渗

性下降，也说明了整个混凝土寿命过程中，生物膜的附着效果不甚理想。潮

间带下层混凝土自身抗氯离子渗透性介于上层和浪溅区之间，说明生物膜对

混凝土抵抗环境有害介质的侵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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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钻芯混凝土氯离子含量及碳化分析 

4.1 引言 

在第 3 章中本文对现场钻芯混凝土芯样进行了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从
试验结果来看，生物膜附着在混凝土的表面对氯离子渗透有一定的影响。此

处防波堤上的混凝土扭工字块放置时间已超过二十年，从它们当初放置到现

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含量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它们的

碳化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本章内容对防波堤三个区域的混凝土中实际氯离子

含量分布和碳化情况进行研究。 

4.1.1 氯离子的存在形式 

混凝土中的氯离子有两种存在形式[36]： 
(1) 第一种是被混凝土的固相成分如水化产物和孔结构表面发生物理吸

附或化学结合的结合氯离子。 
通常化学结合的情况是 Cl−与水泥中 C3A 的水化产物硫铝酸钙和

Ca(OH)2 共同反应生成低溶性 Friedel 盐 [6]：单氯型水化氯铝酸钙

(3CaO·Al2O3·CaCl2·10H2O)和三氯型水化氯铝酸钙(3CaO·Al2O3·3CaCl2·32H2O)，
Cl−的这种化学结合是通过化学键结合在一起，相对稳定，不易分解破坏。 
物理吸附是指Cl−被吸附到水泥胶凝材料的水化产物中。Cl−一般被水泥

带正电的水化产物所吸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有巨大比表面积的

CSH 凝胶，不过物理吸附的结合力相对较弱，容易遭破坏而使得吸附的氯
离子转化为游离氯离子。通常化学结合过程总是伴随着物理吸附过程。 

(2) 第二种形式是存在于混凝土孔溶液中的自由氯离子，这部分以游离
态存在的 Cl−达到一定浓度后会对混凝土中的钢筋产生严重的锈蚀作用。
Cl−有可能通过化学结构或物理吸附变成结合氯离子。混凝土中对Cl−的化
学结合与物理吸附的能力统称为混凝土对Cl−的固化能力。当渗入混凝土中
的Cl−达到一定时，固化能力越强，则自由氯离子越少，对混凝土造成的危
害也就越小。 
在混凝土中，自由氯离子浓度 Cp和结合氯离子浓度 Cb之和构成了混凝

土中的总氯离子浓度 Cf。两者关系如图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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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混凝土中氯离子的存在形式 

 

在总的氯离子结合量一定的情况下，化学结合量越多，说明抗氯离子侵

蚀性能越好，自由氯离子的含量越少，说明钢筋锈蚀的可能性越小。 
不过氯离子的这些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

Friedel 盐在强碱性环境下能够生成并保持稳定，但当混凝土的碱度降低
时，Friedel 盐会发生分解，重新释放出自由氯离子，参与对钢筋的锈蚀
[37]。 
目前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引起钢筋锈蚀只是自由氯离子，忽略了结合氯离

子对钢筋锈蚀的影响，实际上结合氯离子和氢氧化钙对钢筋锈蚀过程的影响

还存在很多争议[36]。目前并没有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证明结合氯离子对钢筋

锈蚀没有影响[38]，所以结合氯离子对钢筋锈蚀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为了研究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的能力，将混凝土内部中所有的氯离

子都加以考虑，即测定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时，把自由氯离子和结合氯离子

都测量出来。原因是海水中的氯离子在渗透进入混凝土之前都是自由氯离

子，只有进入混凝土后才可能固化成结合氯离子，因此衡量混凝土的抗氯离

子渗透性应该是混凝土中所有的氯离子。应当指出，本文为了研究上的方

便，忽略了混凝土原材料中“混入”的氯离子。 

4.1.2 混凝土中引起钢筋锈蚀的氯离子含量临界值 

混凝土中的氯离子含量只有在达到一定的值以后才能引起钢筋锈蚀，目

前关于氯离子临界含量值的定义很多。 
文献 [9]认为：尚不致引起钢筋去钝化的钢筋周围混凝土孔隙液的自由

Cl- 最高浓度是混凝土氯化物的临界浓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影
响这个指标的因素很多，不但受到混凝土成分、组织与环境条件的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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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氯化物浓度也还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方法，所以目前尚无统一的定

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钢筋腐蚀的危险程度随混凝土氯化物含量的增大

而增加，当氯化物含量超过氯化物临界浓度时，只要其它必要条件具备，钢

筋会发生很严重的锈蚀。 
国内外研究人员运用多种检测脱钝方法，对各种混凝土在不同环境等多

种情况进行了试验，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临界值，离散性比较大。由于氯离子

临界值受到多种因素和试验条件的影响，理论上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氯离子

的尖在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概率下取值。我国对氯离子临界值也作

了大量的工作[1]，对码头调查、暴露试验和现场取样，得到了华南和华东海

港码头混凝土结构氯离子临界含量 (占混凝土 )分别为 0.105%～0.145%和
0.125%～0.150%。 

根据对钢筋钝化机理的研究，一些学者认识到，氯化物引起混凝土中钢

筋的去钝化并不单纯取决于钢筋周围混凝土孔隙液游离 -Cl 的浓度，更重要
的参数是[Cl-]/[OH-]值。据 Housmann 介绍[39]，在模拟混凝土孔隙饱和溶液

(pH 值为 11.6)中，只要[Cl-]/[OH-]值不大于 0.6，钢筋就不会激活。Diamond
在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后，给出了下列不同 pH 值碱溶液中钢的[Cl-]/[OH-]
临界值[1]，见表 4-1。 

 
表 4-1 不同 pH值碱溶液中钢的[Cl-]/[OH-]临界值 

pH值 11.5 11.8 12.1 12.6 13.0 13.3 
临界值 0.60 0.57 0.48 0.29 0.27 0.30 

 
张武满[40]通过 9 根钢筋放在模拟孔溶液中进行混凝土钢筋锈蚀试验，得

出 [Cl-]/[OH-]值为 0.2 时，模拟孔溶液中氯离子的浓度定义为临界浓度。
G.K.Glass[37]总结的研究成果中表明：OH-摩尔浓度为 0.5mol/L(pH 值为

13.70)时，[Cl-]/[OH-]值为 0.22是一临界值。 
洪乃丰认为：绝对“临界值”可能是不存在的[42]。 
本文中混凝土配合比的胶凝材料为 P·O32.5 水泥，为了方便研究仅利用

氯离子占混凝土质量的百分比，来粗略地评估一下混凝土结构经过在海边放

置 22 年后，保护层 4cm、5cm 处钢筋可能锈蚀的情况，因此采用总氯离子
引起钢筋锈蚀的临界含量值(占混凝土)为 0.125%～0.150%[1]。M.N. Haque
和 O.A. Kayyali亦同样认为总氯离子占混凝土质量的比值相比占水泥质量的
比值更能作为临界值[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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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测定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试验方法 

根据混凝土中氯离子的存在形式，自由氯离子和结合氯离子的测试方法

如下。 
4.1.3.1 自由氯离子含量测定方法和步骤 
自由氯离子测试方法参照《水运工程混凝土试验规程》(JTJ 270-98)中

水溶性氯离子的测试方法[44]，但根据本文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具体步

骤如下： 
(1) 样品处理。将用台钻钻取混凝土芯样表面下各深度处的混凝土砂浆

粉末放在研钵里研磨后，通过 0.63mm 筛，置于 105±5 C烘箱中烘 2h，取
出后放入干燥器冷却至室温，用 0.01g 感量的电子称称取 5g 左右的砂浆粉
末，置于三角烧瓶中，加入 50ml 蒸馏水，塞紧瓶塞，剧烈振荡 2min，浸泡
24h，期间摇动烧瓶两次； 

(2) 试剂配制。配制浓度为 5%的铬酸钾指示剂， 0.5%的酚酞溶液，稀
硫酸溶液(1 份体积硫酸倒入 20 份蒸馏水中)，配制 0.02mol/L 氯化钠标准溶
液，然后配制 0.02mol/L 的 AgNO3溶液(暂时配制这种溶液的溶液，具体使
用时，根据氯离子含量进行稀释浓度更低的 AgNO3 溶液)，并用 0.02mol/L
标准氯化钠溶液标定其精确浓度。在配制过程中，严格定量操作，并一次配

制大量的溶液，以此减少系统误差，保证试验过程中数据的稳定性； 
(3) 氯离子含量的测定：首先将(1)中所得到的浸泡液过滤，并用容量瓶

定容至 100ml。然后将滤纸上的粉末用蒸馏水冲洗下来放到三角瓶中，用来
测定结合氯离子含量试验。将滤液摇匀后，用移液管吸取 20ml，置于三角
烧瓶中，加 2滴酚酞，使溶液呈微红色，再用稀硫酸中各至无色后，加铬酸
钾指示剂 10 滴，立即用 AgNO3溶液滴至砖红色。记录所消耗的 AgNO3溶

液体积。 
试验结果计算： 

3 5

4

3

0.03545
100%AgNOC V

P VG
V

×
= ×

×
               (4-6) 

式中 P——砂浆样品中自由氯离子含量(%)； 

3AgNOC ——AgNO3标准溶液浓度(mol/L)； 
G——砂浆样品重(g)； 
V3——浸泡样品溶液过滤到容量瓶中的体积(一般为 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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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每次滴定时提取的过滤液(mL)； 
V5——每次滴定时消耗 AgNO3溶液体积(mL)。 
每个测试点测三个数据取平均值，当这三个值分别与平均值相差不超

±5%即算合格。最开始测试时，根据测出的氯离子含量值，适当稀释
AgNO3 的浓度，稀释的原则：用稀释后的 AgNO3 浓度测试氯离子时所消耗

的 AgNO3体积保持在 20ml 左右。原因是 AgNO3浓度太高，试验时消耗的

体积太少，由读数带来的误差较大，浓度太低时，消耗的 AgNO3 体积太

多，需多次加 AgNO3，多次读数易带来误差，且滴定终点也不易确定。 
4.1.3.2 结合氯离子含量测定方法和步骤 
结合氯离子的测试原理是用硝酸将将含有氯化物的水泥全部溶解，然后

在硝酸溶液中，用倭尔哈德法测定氯化物的含量。具体步骤参照《水运工程

混凝土试验规程》(JTJ 270-98)中氯离子总含量的测试方法，在个别地方作
适当修改。 

倭尔哈德法是在硝酸溶液中加入过量的 AgNO3标准溶液，使Cl−完全沉
淀，在上述溶液中用铁铵矾 NH4Fe(SO4)2 作指示剂，将过量的硝酸银用

KCNS 标准溶液滴定，滴定至CNS−略有多余时，即与 Fe3+形成 Fe(CNS)2+

络离子使溶液显红色，当滴至红色能维持 5s～10s 不褪时，即为滴定终点。
反应式为式 4-7至式 4-9： 

Ag Cl AgCl+ −+ → ↓                    (4-7) 
Ag CNS AgCNS+ −+ → ↓                  (4-8) 

3 2( )Fe CNS Fe CNS+ − ++ →                 (4-9) 
规范中要求用铁矾(FeSO4·7H2O)作指示剂，有研究表明[45]， 铁矾中为

二价 Fe2+，并非褐红色，用它作指示剂，滴定终点模糊，误差较大；铁铵矾

(NH4Fe(SO4 )2)中为三价 Fe3+，作指示剂时效果好，终点明显且测试精度

高。为了更好地判断滴定终点，本文用铁铵矾代替规范上的铁矾指示剂。 
(1) 试剂配制： 
(a) 硝酸银采用测试自由氯离子时配制的溶液； 
(b) 配制质量浓度为 10%的铁铵矾试剂； 
(c) 配制 0.02mol/L 的 KCNS 溶液，并用之前配制的硝酸银溶液进行精
确标定。 

(2) 样品处理。将测试自由氯离子时过滤剩下的粉末，冲洗到三角烧瓶
中，然后加 50mL 稀硝酸溶液(按体积比为浓硝酸：蒸馏水＝15：85)，塞紧
瓶塞，防止蒸发。将样品浸泡 24h，其间摇动三角烧瓶两次，使得粉末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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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然后将溶液用滤纸过滤到容量瓶中，定容至 100ml。 
(3) 用移液管准确量取滤液 20mL，置于三角锥瓶，用滴定管加入硝酸

银溶液 10mL，再加入 3 滴铁铵矾试剂，最后用 KCNS 溶液滴定，滴定时激
烈摇动溶液，当滴定至红色能维持 5s～10s不褪时即为滴定终点。 

(4) 试验结果计算。 
结合氯离子含量计算如式 4-10： 

3 1

2

3

0.03545( )
100%AgNO KSCNC V C V

P VG
V

−
= ×

×
       (4-10) 

式中 P——砂浆样品中结合氯离子含量(%)； 

3AgNOC ——硝酸银标准溶液浓度(mol/L)； 

KSCNC ——KCNS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G——砂浆样品重(g)，和测定自由氯离子时的值一样； 
V——加入滤液试样中的硝酸银标准溶液量(mL)； 
V1——滴定时消耗的 KCNS标准溶液量(mL)； 
V2——每次滴定时提取的滤液量(mL)； 
V3——浸泡样品溶液过滤到容量瓶中的体积(一般为 100mL)。 
每个测试点测三个数据取平均值，当这三个值分别与平均值相差不超

±5%即算合格。最开始测试时应根据测出的氯离子含量值，适当稀释 KCNS
溶液的浓度，调整的原则和原因同测试自由氯离子时一样，不再赘述。 
测试完每个位置的自由氯离子和结合氯离子含量后，两者之和即为该位

置的总氯离子含量。 

4.2 各层混凝土氯离子含量的测试结果 

4.2.1 潮间带下层 

潮间带下层共测试了 6 个不同深度点，从混凝土芯样的浇筑面算起，分
别是浇筑面下 5mm、15mm、25mm、40 mm 、70 mm和 100 mm处。所得
结果如表 4-2和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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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测试结果 

浇筑深度(mm) 自由氯离子(%) 结合氯离子(%) 总氯离子(%) 自由 Cl-占总 Cl-

之比(%) 
5  0.672  0.169  0.842  79.9  

15  0.505  0.171  0.676  74.7  
25  0.397  0.124  0.520  76.3  
40  0.230  0.076  0.306  75.1  
70  0.065  0.026  0.091  71.7  

100  0.059  0.026  0.085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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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图 

4.2.2 潮间带上层 

潮间带上层共测试了 6 个点，从混凝土芯样的浇筑面算起，分别是浇筑
面下 5mm、15mm、25mm、40 mm 、60 mm和 90 mm处。所得结果如表
4-3和图 4-2。 

 
表 4-3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测试结果 

浇筑深度(mm) 自由氯离子(%) 结合氯离子(%) 总氯离子(%) 自由 Cl-占总 Cl-

之比 (%) 
5  0.732  0.116  0.848  86.3  

15  0.621  0.117  0.737  84.2  
25  0.492  0.126  0.619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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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3

浇筑深度(mm) 自由氯离子(%) 结合氯离子(%) 总氯离子(%) 自由 Cl-占总 Cl-

之比 (%) 
40  0.378  0.107  0.485  78.0  
60  0.296  0.082  0.378  78.3  
90  0.179  0.070  0.248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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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图 

4.2.3 浪溅区 

浪溅区共测试了 7 个点，从混凝土芯样的浇筑面算起，分别是浇筑面下
5mm、15mm、25mm、40 mm 、60 mm、 90 mm和 120 mm处。所得结果
如表 4-4和图 4-3。 

 
表 4-4 浪溅区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测试结果 

浇筑深度(mm) 自由氯离子(%) 结合氯离子(%) 总氯离子(%) 自由 Cl-占总 Cl-

之比(%) 
5  0.757  0.118  0.874  86.5  

15  0.652  0.152  0.804  81.1  
25  0.468  0.131  0.600  78.1  
40  0.172  0.106  0.278  61.8  
60  0.064  0.035  0.100  64.6  
90  0.046  0.029  0.075  60.9  

120  0.045  0.015  0.060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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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浪溅区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图 
 
从以上所测数据来看，潮间带和浪溅区三个位置混凝土中的氯离子含量

沿深度的分布特点：各种氯离子含量均随深度增加而减小，自由氯离子占总

氯离子含量的绝大部分，居于 60.9%～86.5%之间，只不过此比值随着深度
的增加有所变化，深度越深，该比值变小。 

4.3 混凝土的碳化 

早期的混凝土一般呈碱性，当空气、土壤或是地下水中的酸性物质如

CO2，HCl、SO2、Cl2 深入混凝土表面与水泥石中的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的过程，称为混凝土的中性化[46]。 
混凝土的碳化是严重影响混凝土耐久性的一个因素。国内外的研究与实

践均表明，混凝土的高碱度对于保护钢筋与保持结构物的耐久性，都是极端

重要的。在绪论中已提到，当混凝土中 pH＜9.88 时，钢筋表面的钝化膜是
不稳定的，即对钢筋没有保护作用；当 pH 处在 9.88～11.5 之间时，钢筋表
面的钝化膜不完整，即不能完全保护钢筋免受腐蚀；只有当 pH＞11.5 时，
钢筋才能完全处于钝化状态[47]，起到保护钢筋不锈蚀的作用。另外前面已

指出，当 pH 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以 Friedel 盐形式存在的结合氯离子会变
得不稳定而重新分解变成自由氯离子，这对混凝土的耐久性是不利的。 
本文所研究的混凝土碳化，最可能的影响因素是大气中 CO2 以及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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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混凝土的酸化，例如硫酸盐菌，虽然在第 2章的微生物种类鉴别中并未
发现，但并不排除在混凝土的服役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类似有利于混凝土中性

化的微生物。 
因此，本文对潮间带各层的混凝土的碳化情况进行检测。方法采用《普

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酚酞试剂检测法，将混凝土芯样用

压力机劈成两半，往劈裂面喷上 1%的酚酞酒精溶液，经 30s 后在劈裂面上
每隔 10 毫米一个测量点用钢板尺分别测出两侧面各点的碳化深度(见图 4-
4)。如果测点处的碳化分界线上刚好嵌有粗骨料颗粒则可取该颗粒两侧处碳
化深度的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深度值，最后取各点的深度平均值作为混凝土的

碳化深度值。测试结果如表 4-5。 
 

表 4-5 各层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值 

垂直位置 浪溅区 潮间带上层 潮间带下层 
碳化深度平均值(mm) 1.9 1.1 检测不到碳化现象 

 

 
a) 浪溅区 b) 潮间带上层 c) 潮间带下层 

图 4-4 混凝土的碳化现象 

 

从检测的结果来看，浪溅区的碳化深度最深，1.9mm，潮间带上层为
1.1mm，潮间带下层几乎无碳化现象。这说明海洋工程中的混凝土碳化现象
并不严重，以往的研究也表明[48]，海工混凝土钢筋锈蚀并非由于混凝土碳

化引起，也就是说明碳化并不是影响海工混凝土耐久性的主要因素。 
出现这种结果，与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以及所处的外界环境有关。 
附着在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中的物质，例如牡蛎、藤壶等外壳以及微生

物，对 CO2 向混凝土内部扩散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为这些生物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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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混凝土表面附加了一层物理隔绝作用的“涂膜”，减小了混凝土表面 CO2

的初始扩散浓度，增加了 CO2扩散到达混凝土表面的难度。 
浪溅区的混凝土碳化深度相对较大，主要是由于其暴露于大气中的时间

较长，CO2 的来源较潮间带上层和下层充足，且表面无生物膜阻挡 CO2 的

扩散。潮间带上层由于海洋的潮汐作用，经常遭受干湿交替，CO2 的来源较

之浪溅区少，且混凝土中相对湿度较大，混凝土表面附着有生物膜，因此，

虽然有碳化现象，但比起浪溅区的深度要小一些。不过它的碳化深度为

1.1mm 说明在混凝土的服役寿命中，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附着效果并不理

想，因此导致了碳化现象的发生。潮间带下层混凝土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海

水中，常年接近饱水状态，这使得 CO2 的有效扩散系数显著减小，再加上

覆盖于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形成了一道阻碍 CO2 向混凝土内部扩散的屏

障，降低了混凝土的碳化速度，碳化难以发展。 
文献[48]的研究表明，碳化对氯离子渗透有两个相反的作用，一个是化

学作用，另一个是物理作用。化学作用是碳化降低了混凝土的 pH 值而使以
Friedel 盐形式存在的氯离子得以释放，因此碳化增加了混凝土中自由氯离
子的含量[49]。碳化对氯离子渗透的物理作用是碳化产物 CaCO3 的生成减小

了混凝土的孔隙率[50]，进而阻碍氯离子向混凝土内部渗透。不过在极度潮

湿环境下，由于碳化十分有限，其对氯离子侵入的阻碍作用并不大[51]。 
检测结果同时也表明，生物膜中的微生物并未对混凝土的中性化造成显

著的不利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从 SO4
2-到 H2SO4 转化的第一阶段，并不存在

厌氧环境，硫酸盐还原菌 SRB将 SO4
2-转化到 H2S这一步反应难以进行。 

因此，从碳化这个方面来考虑，附着在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对混凝土的

碳化有阻碍作用，进而有利于维持混凝土的高碱性，减轻氯离子对混凝土中

钢筋的锈蚀作用。 

4.4 各层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分布特点 

4.4.1 氯离子的总含量分布特点 

潮间带和浪溅区三个区域的混凝土总氯离子含量沿混凝土浇筑深度分布

的规律见图 4-5。 
在表面 25mm深度以内，含量大小的分布特点是：浪溅区＞潮间带上层

＞下层，40mm 深度以后，则是潮间带上层＞潮间带下层＞浪溅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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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60mm 以后，潮间带下层和浪溅区的含量相差并不大，潮间带上层的

含量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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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各层混凝土总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比较图 
 
从图 4-5 中可以看出，浪溅区和潮间带下层的含量分布规律相差并不

大，只是在 40mm 深度以内，浪溅区的总氯离子含量比下层的略大，在第 3
章中的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中，浪溅区混凝土自身抗氯离子渗透性能优于潮

间带的混凝土，但现在其表层的总氯离子含量却比潮间带高，本文认为导致

这一结果发生的原因是浪溅区混凝土受到了环境干湿交替的影响以及混凝土

表面无生物膜附着。 
浪溅区混凝土与海水接触的时间较之潮间带要少，但由于此区域经常遭

遇海浪飞溅的情况，加上混凝土表面粗糙，能蓄积少量海水，为氯离子的渗

透提供较长的时间，因此混凝土表面的氯离子来源也比较充足。飞溅的海浪

造成浪溅区混凝土遭遇干湿交替的作用，且这种干湿交替有一个特征——干

燥时间比湿润时间长，这样当混凝土不与海水接触时候，由于气温光照等原

因，混凝土的表层变得十分干燥，干透了的混凝土表层再次接触海水时，会

依靠毛细管的吸收作用吸收海水直到饱和，当混凝土再次干燥的时候，混凝

土中水流方向逆转：纯水从混凝土中的毛细孔对大气开放的端头向外蒸发，

混凝土表层孔隙液中的盐分浓度增高，这样在混凝土表层与内部之间形成氯

离子浓差，驱使混凝土孔隙中的盐分向混凝土内部扩散，只要混凝土具有足

够的湿度，就可以进行这种扩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浪溅区混凝土表面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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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物膜附着，使得氯离子侵入混凝土内部时毫无障碍，这一点与潮间带混

凝土很不一样。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常年与海水接触，只有在潮水位极低的情况下才会露

出水面，且很快又被涨起来的潮水所淹没，因此Cl−来源最为丰富，并存在
一定的水头压力，有利于Cl−往混凝土内部渗透，但是总氯离子含量分布测
定结果表明它相比潮间带上层和浪溅区混凝土并不高，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附

着于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在混凝土服役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附着

在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堵住了混凝土中毛细孔向外开放的端头，减少了

氯离子进入混凝土内部的入口和初始浓度，承担了海水对混凝土表面的水头

压力，因而能阻止海水中Cl−渗透进入混凝土。当有冻融现象发生时，较厚
的生物膜可防止混凝土表面温度过低，对混凝土防冻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总氯离子含量在其表面下各个深度都比较高。规范[52]

中规定北方海港工程混凝土除水下区以外，钢筋混凝土结构保护层的最小距

离为 50mm，一般钢筋保护层的距离都不超过 80～100mm(太厚在混凝土成
形时易导致保护层干燥收缩开裂)，此防波堤上潮间带上层混凝土保护层
60mm 深度处的含量值(0.378%)已超出工程调查统计所得的氯离子含量经验
临界值 0.125%～0.150%，如果在该处有钢筋，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钢筋锈
蚀。 

在第 3 章的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中，可以看出潮间带上层混凝土的自身
抗氯离子渗透性能不佳，无生物膜覆盖的试块 6h 通电量很大，最大达
2052C，且各试块之间的性能离散性很大，说明在服役过程中自身性能受到
了环境的劣化。事实上，相比起浪溅区和潮间带下层的混凝土，潮间带上层

混凝土所经受的干湿交替最为频繁，平均每天都有两次涨潮与落潮。频繁的

干湿交替作用劣化了混凝土自身的抗氯离子渗透性，有助于氯离子通过混凝

土中的未被生物膜覆盖的毛细管通道和微裂缝进入混凝土内部，并且此传输

速度由于干湿交替次数较多而显著增大[53]。青岛冬季最低气温低于 0 C，
会有冻融现象发生，海水(盐溶液)中的冻融比水中的冻融对混凝土的破坏作
用更剧烈[54]：对混凝土内部造成严重的损伤，极大地破坏混凝土的自身抗

氯盐渗透性能。 
问题是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也存在生物膜，并在第 3 章中的氯离子加

速渗透试验过程中，可以得知附着在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对氯

离子渗透影响最大，与无生物膜覆盖的试块对比效果非常明显。对于这个矛

盾，本文认为是在混凝土的服役过程中，生物膜没有自始至终地附着在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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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表面，潮间带上层的生物膜中成分主要是藤壶外壳，含部分牡蛎壳，藤壶

壳小而薄，虽然附着时非常牢固，但自然状态下的附着密度并不理想，且易

遭受环境的风化等破坏因素而慢慢脱落，这不像潮间带下层生物膜中的牡蛎

外壳厚而宽大，也就是说，潮间带上层的生物膜其自身的“耐久性”没有潮

间带下层那么好。从碳化结果也可以看出，潮间带上层存在一些碳化现象，

说明在混凝土服役过程中生物膜没能始终良好地附着。还有一个可能原因，

工程刚建成投入使用时，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的生物膜形成时间比潮间带

下层要长，这样可能导致混凝土投入使用的早期渗入相当数量的Cl−。日本
冲绳地区琉球大学在当地海岸边所作的足尺试验[55]发现，海岸边的混凝土

结构在建成到涂覆层保护之间的 4个月内会积累一定数量的Cl−。 
既然附着在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上的海洋生物膜对其抗氯离子渗透性

有较大的作用，说明潮间带的这个区域值得人们去研究如何人工干预生物膜

的形成并加以利用，防止氯离子渗入混凝土。 

4.4.2 自由氯离子和结合氯离子含量分布特点 

沿混凝土深度从混凝土表面往深处，自由氯离子分布总的趋势是一直下

降(见图 4-6)，在起初的 60mm 范围内，下降的速率比较快，之后下降的速
率大为减缓。在表面下 25mm 深度以内，自由氯离子含量分布的规律是浪

溅区＞潮间带上层＞潮间带下层。到了 40mm 以后，则是上层＞下层＞浪

溅区。上层混凝土表面 40mm 处的自由氯离子含量高达 0.378%，这说明潮
间带上层的混凝土氯盐含量都不容忽视。 
对比总氯离子的分布规律，可以发现防波堤上各层混凝土自由氯离子含

量沿深度分布规律与总氯离子分布极为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结合氯离子沿深度变化幅度并不大，在混凝土表面至 40mm深度内，存

在一个较小的峰值，如图 4-7，即结合氯离子含量从混凝土表面往深处，由
小变大，再由大变小。例如浪溅区的混凝土芯样，其结合氯离子含量由

0.118%上升到 0.152%然后又下降到 0.131%，潮间带亦有类似现象，其原因
是由于混凝土表面存在一定的完全碳化和不完全碳化区，导致混凝土表面的

碱度有所降低，pH 值的降低引起结合氯离子的不稳定，使得结合氯离子中
以 Friedel 盐形式存在的结合氯离子分解释放成自由氯离子[56]。从图中可以

看出，浪溅区的峰值最为明显，其次是潮间带上层，下层的峰值并不明显。

这与碳化深度的大小是对应的：碳化深度越大，峰值越明显。生物膜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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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的碳化，进而影响结合氯离子在混凝土中的分布。 
由图还可以看出，沿混凝土表面 25mm深度以内，结合氯离子含量的大

小依次是潮间带下层﹥浪溅区﹥上层，在 25mm 深度以下，则潮间带上层

的含量大于下层和浪溅区，且浪溅区和潮间带下层的含量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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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各层混凝土结合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分布比较图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钢筋锈蚀主要是由自由氯离子引起的，结合氯离子

对其没有影响。事实上，当氯离子以扩散的方式进入混凝土时，氯离子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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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改变孔溶液中氯离子的浓度，进而改变驱动扩散的浓度梯度，因此结合

氯离子对混凝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氯离子的结合使混凝土表层

长时期维持着较高的氯离子浓度差，从而增加了氯离子侵入混凝土的平均速

度；另一方面，氯离子的结合减少了浓度梯度中氯离子的浓度值，进而减少

了氯离子侵入的深度[57]。通常混凝土表面氯离子含量较高，而渗透深度不

大的情况就是由氯离子的结合引起的。 

4.5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研究防波堤上各层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沿浇筑深度的分布规律

以及碳化情况，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沿混凝土芯样表层越往深处，不论是自由氯离子还是结合氯离子，

其含量都越小。自由氯离子占总氯离子含量的绝大部分(比例高达 70%～
85%)，不容忽视。结合氯离子在混凝土表层以下的 20mm 深处左右，存在

一个较小的峰值。 
(2) 潮间带和浪溅区的自由氯离子与总氯离子含量分布规律基本一样，

在混凝土表层下 25mm 深度以内，浪溅区的总氯离子含量＞潮间带上层＞

潮间带下层，25mm深度以外，刚潮间带上层＞潮间带下层＞浪溅区。 
(3) 浪溅区氯离子来源不及潮间带充足，但其表层总含量仍然较高，是

由于混凝土表面无生物膜附着，加上环境的干湿交替导致氯离子在表层的渗

透量超过有生物膜附着的潮间带混凝土。 
(4)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中的自由氯离子和总氯离子含量在各个深度均比

上层混凝土小，说明附着其上的生物膜(尤其是牡蛎壳)在混凝土长期服役过
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虽然表层的总氯离子和自由氯离

子含量在防波堤中三个区域中皆不算高，但是其深处混凝土自身抗氯离子渗

透性不佳，导致该层混凝土深处的氯离子含量很高，超过工程调查统计临界

含量值，说明在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服役过程中，生物膜对混凝土的抗氯离子

渗透性作用不大。 
(5) 浪溅区和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有少量完全碳化区，潮间带下层混凝土

几乎检测不到碳化现象，说明碳化不是引起海工混凝土耐久性下降的主要原

因，生物膜中的微生物亦未对混凝土的中性化造成不利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论文 

- 64 - 

第5章 混凝土及生物膜的微观分析 

在前面几章的研究内容中，本文对潮间带混凝土表面上附着生物膜进行

了成分分析，得出了这些海洋生物膜的组成成分；然后对潮间带和浪溅区混

凝土进行了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来对比附着于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对混

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最后对各层混凝土沿深度方向的氯离子实际含

量进行了精确的测定，以研究混凝土在服役过程中受氯离子侵害的真实状

况。这些都是从宏观方面研究生物膜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 
本章从微观角度对混凝土的表面和内部进行分析。 

5.1 防波堤上各层混凝土的微观形貌及微区域成分分析 

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和 X 射线能量色散谱 EDAS 进行混凝土微观形貌
观察和微区域成分分析。 

5.1.1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微观结构及表面能谱图 

选取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表面，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对其表面和表面以下

的内部结构进行观察，结果如图 5-1。 
 

a) 混凝土表面显微结构 b) 混凝土内部显微结构 
图 5-1潮间带下层混凝土的微观结构 

 

从显微镜中可以看出，混凝土内部比较致密，基本无疏松的现象。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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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表面所得显微镜照片其实是生物膜中的牡蛎壳表面，该结构规则致密，如

同一有机涂覆层覆盖在混凝土的表面一样。 
利用 X 射线能量色散谱 EDAS 对表面微区域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图

5-2和表 5-1。 
 

图 5-2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表面能谱图 
 

表 5-1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表面能谱分析 

Element Wt% At% 
  CK 10.57 25.16 
  OK 7.76 13.87 
 NaK 0.62 0.77 
 MgK 0.43 0.51 
 AlK 0.14 0.15 
 SiK 1.44 1.46 
  PK 8.19 7.56 
 ClK 0 0 
  KK 0.17 0.13 
 CaK 70.67 50.4 

 
从表中数据可以得出，该微区域的成分主要为 C、Ca、O、P 四种元

素，再加上表面形貌特征可推定为有机生物膜。 

5.1.2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微观结构及表面能谱图 

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对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进行观察，结果如图 5-3。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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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可以看出，潮间带上层混凝土结构表面的生物膜为藤壶胶及其分泌物等

成分，藤壶胶形成的膜状结构也比较致密，但局部有一些小孔隙，明显不及

牡蛎外壳那样严实。进一步从侧面观察藤壶胶时能发现混凝土表面具有絮状

结构的物质，这可能是微生物或藤壶的代谢分泌物等。它们堆积于混凝土表

面，填充在任何能填充的空隙，因此有可能有利于阻止氯离子渗透进入混凝

土内部，但该絮状结构的厚度并不厚，大约在 20 mµ 左右。图中的絮状结构

本身并不致密，这可能与它们的活性有关，因为电镜观察时它们已经非常干

燥并失去活性了。 
 

a) 混凝土表面显微结构 b) 侧面观察混凝土表面结构 
图 5-3潮间带上层混凝土的微观结构 

 

在观察混凝土表面生物膜以下的范围内，发现有疏松的现象，可能原因

是由于潮间带混凝土在服役过程中，频繁的干湿交替以及冻融循环等环境因

素导致混凝土自身材料性能劣化，也说明了附着于混凝土表面上的生物膜没

能在整个服役过程中对混凝土产生足够的保护作用。在第 3章的氯离子加速
渗透试验中，潮间带上层混凝土之无生物膜覆盖混凝土芯样 6h 通过的电量
非常大，在第 4章的氯离子含量分析中，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氯离子含量沿深
度分布相当高，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利用 X 射线能量色散谱 EDAS 对表面的微区域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
图 5-4和表 5-2。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该点的成分主要为 C、Ca、O、P 四种元素，因
此可推定为有机生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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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能谱图 

 
表 5-2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能谱分析 

Element Wt% At% 
CK 44.68 65.1 
OK 9 9.85 
NaK 0.24 0.18 
MgK 0.27 0.2 
AlK 0 0 
SiK 5.89 3.67 
PK 27.8 15.71 
ClK 0 0 
KK 0 0 
CaK 12.12 5.29 

 

5.1.3 浪溅区混凝土微观结构及表面能谱图 

选取浪溅区混凝土表面中的试样，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对其表面和侧面

进行观察，结果如图 5-5。 
利用 X 射线能量色散谱 EDAS 对表面的微区域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

图 5-6和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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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混凝土表面显微结构 b) 混凝土侧面显微结构 
图 5-5 浪溅区混凝土的微观结构 

 

图 5-6 浪溅区混凝土表面能谱图 
 

表 5-3 浪溅区混凝土表面能谱分析 

Element Wt% At% 
  CK 24.37 37 
  OK 33.4 38.07 
 NaK 1.63 1.29 

 MgK 2.65 1.98 

 AlK 5.56 3.76 

 SiK 16.18 10.5 

 ClK 0 0 

  KK 1.55 0.72 

 CaK 14.67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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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结果来看，该处成分主要为 C、O、Si、Ca 元素，再根据形貌特
征，可推定该处并无有机物，说明无生物膜覆盖在混凝土表面。由观察的结

果还可以看出，浪溅区混凝土表层有疏松和微裂纹的现象，应该是环境因素

导致了混凝土性能下降，再加上没有生物膜的附着，这样的混凝土表面易使

有害介质渗入混凝土内部，从而影响混凝土的耐久性。但混凝土表面以下的

内部结构相对比较致密，可能是由于碳化的原因，导致密实性有所提高。 

5.2 海洋生物膜与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关系 

从防波堤上各层混凝土的显微结构和能谱分析结果来看，各层混凝土的

表面形貌都不一样，成分也各有所异，联系第 3章和第 4章中对各区域混凝
土芯样进行的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和实际氯离子含量测定结果，可以进一步

确认海洋生物膜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存在一定的影响。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表面可以观察到一层很规则致密的生物膜(牡蛎外

壳)，相当于一层均匀的有机涂层涂覆于混凝土表面，将混凝土与海水相隔
离。生物膜下的混凝土结构比较致密，未受到严重破坏。氯离子加速渗透试

验表明，生物膜对此区域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有较大影响，实际氯离子含

量测定结果也表明混凝土内部各处的含量并不算高。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有也有一层生物膜覆盖，观察结果表明它们是藤

壶外壳和微生物以及代谢产物等成分，从侧面来看，生物膜中有絮状结构，

并不密实，膜下混凝土结构也并不致密，应该是由于上层严酷的使用环境导

致混凝土自身性能的劣化。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表明生物膜对此区域混凝土

抗氯离子渗透性影响最大，实际氯离子含量测定结果却表明混凝土内部各处

的含量都很高，说明生物膜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的长期作用并不大。 
浪溅区混凝土表面无生物膜覆盖，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表明，此区域的

混凝土自身抗氯离子渗透性能不错，但实际氯离子含量测定结果表明混凝土

表层 25mm深度范围内的含量最高，说明缺乏生物膜对其影响较大。 
应当指出，在自然状态下，混凝土表面上附着的生物膜并不处处均匀致

密。从生物膜成分来看，诸如牡蛎和藤壶之类的动物外壳覆盖并不很严实—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表面尤为明显，虽然那些没有牡蛎或藤壶等大型生物附

着的地方会有微生物以及它们的分泌物形成一层生物膜，但是它们的效果及

其作用机理也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从潮间带的位置来看，潮间带下层的生物膜总体上覆盖得厚且均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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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增加了氯离子渗入混凝土的物理距离，对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是有利

的。而潮间带上层由于所处位置相对较高，与海水接触的时间也少，所附着

之生物膜中的成分更多的是藤壶外壳，藤壶外壳小而薄，自然状态下的附着

效果不理想，混凝土表面有许多地方没有被这种肉眼能看得见的生物膜所覆

盖，且藤壶外壳易受环境的影响而风化脱落，因此潮间带上层是最值得继续

研究的区域。至于浪溅区，与海水接触时间少，混凝土表面没有发现肉眼能

看得见的生物膜，嗜盐菌也极难生长于此，所以混凝土几乎是裸露于环境

中，直接遭受氯离子的侵蚀。 

5.3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对各层混凝土芯样的表面及表面以下的内部结构进行微观层次

的观察，并对生物膜的成分进行能谱分析，通过这些手段来分析生物膜与混

凝土氯离子渗透性之间的关系。 
由观察的结果来看，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潮间带下层混凝土芯样表面生物膜中的牡蛎外壳结构致密，膜下的

混凝土内部结构较致密，说明生物膜中的牡蛎外壳成分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

透性具有有利作用。 
(2) 潮间带上层混凝土芯样表面附着由藤壶外壳和微生物及它们的代谢

产物等有机物形成的生物膜，生物膜结构不如牡蛎外壳致密，代谢产物及其

分泌物等絮状物质在干燥后并不密实，厚度很薄。这种膜结构的物理阻挡氯

离子渗透进入混凝土的效果和机理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生物膜下的混凝土

结构有疏松的现象，自身的抗氯离子渗透性能不佳，说明在服役过程受到了

环境因素的作用而导致混凝土性能的劣化，生物膜未能起到充分保护混凝土

抗氯离子渗透的作用。 
(3) 浪溅区的混凝土表面上未发现生物膜，表层有疏松和微裂纹的现

象，缺乏生物膜的附着以及长期的干湿交替等其它环境因素导致混凝土表层

性能劣化。但表面以下的微观结构比较致密，可能是由于碳化的原因，导致

密实性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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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对青岛海域某防波堤上扭工字块混凝土现场钻芯取样，研究附

着其上的海洋生物膜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所开展的试验有确定

生物膜中大型生物的种类和鉴定微生物种属，对浪溅区和潮间带上的混凝土

芯样进行氯离子加速渗透试验，并对各区域的混凝土芯样测定了沿混凝土浇

筑深度分布的实际氯离子含量，最后通过显微镜和能谱仪研究了各区域混凝

土表面的生物膜成分以及混凝土内部结构。综上，得出如下结论： 
(1) 潮间带混凝土表面附着大量由海洋生物组成的生物膜，其中潮间带

下层混凝土表面海洋生物膜成分主要为牡蛎外壳、微生物及其有机代谢产物

等，附着量大而厚，覆盖效果较好。潮间带上层生物膜中的成分主要为藤壶

外壳、少量牡蛎外壳和微生物及其生物的代谢产物，附着量没有下层多，存

在不均匀的现象。 
(2) 海洋生物膜中的牡蛎外壳和藤壶夹杂附着在潮间带上层混凝土时对

混凝土的抗氯离子渗透性试验结果影响最大。但从整个混凝土服役过程来

看，上层海洋生物膜对氯离子渗透的阻碍效果不及潮间带下层主要由牡蛎外

壳组成的生物膜，原因与潮间带上层混凝土生物膜附着密度不均匀、藤壶外

壳易风化脱落等因素有关。 
(3) 生物膜具有活性时对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影响优于失去活性后，可

能与微生物中的嗜盐菌吸收氯离子、生物膜干燥后有部分脱落等有关。混凝

土的碳化检测和微生物种属鉴别表明生物膜中不存在硫氧化、硫还原腐蚀，

微生物未对混凝土的中性化造成不利影响。 
有关海洋生物膜对海洋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的影响，本文开展了上述

系列的研究工作，从中得到了一些初步结果。考虑到生物膜与海洋混凝土工

程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各种不同环境下的海洋混凝土工程以及生物膜中各种

不同的成分，本文的研究仅仅是该课题的开端，尚有很多继续深入拓展的空

间。以下便是本课题今后将着手开展的研究工作： 
(1) 微生物的种类鉴定和嗜盐菌嗜盐特性的研究。存在混凝土表面的微

生物有很多种类，不同的环境其种类也不一样，应该进行更为详细的鉴定，

找出对混凝土耐久性影响较大的种类，进一步研究可能导致混凝土腐蚀的微

生物。海洋微生物中有许多嗜盐微生物，其嗜盐机理现在并不十分清楚，嗜

盐菌对氯离子的吸收量与氯离子渗入混凝土内部之间的关系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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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需和海洋微生物研究机构进行合作。 
(2) 自然状态下的生物附着状态并不很理想，存在厚度不均，覆盖不匀

的现象，甚至有些潮间带混凝土表面没有诸如牡蛎、藤壶等组成的生物膜附

着，针对这些情况，需要研究如何能快速使这些对提高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

性的生物膜附着到混凝土表面，发挥对海工混凝土耐久性的防护作用，这将

是提高海工混凝土耐久性的一项生态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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