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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在毗河供水工程槽身泵送

混凝土中的应用

宗 培 军，　兰 旭 东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３０）

摘　要：在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开工初期，正置夏季，施工时气候炎热。又因水利工程施工线路较长等特点，混凝土从拌制、运

输、浇筑整个过程中水分蒸发较快，坍落度损失很大，导致混凝土泵送困难，影响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试

验室分别从外加剂，掺和料方面入手调整配合比，在经过几次外加剂与水泥适应性调校不理想之后，最终选择掺粉煤灰作为

调整方案，调整结果达到了预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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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　言

粉煤灰在混凝土中产生形态效应、火山灰效

应和微集料效应三种效应。粉煤灰粒径很小，多

呈球形，表面比较光滑，这种球形小颗粒统称为微

球，掺入混凝土中，可提高混凝土的和易性减少用

水量。同时粉煤灰在混凝土中可起到微集料作

用，充填在微小的空隙中，可混凝土。

粉煤灰掺入混凝土后，混凝土坍落度变大，保

水性和粘聚性也得到提高。粉煤灰的细度小于水

泥，它替代部分水泥后，使混凝土获得更多的胶凝

浆体体积，增加拌合物的粘聚性。粉煤灰的微珠

颗粒对泌水通道起到堵截作用，可提高拌合物的

保水性。粉煤灰的细微颗粒填充于混凝土中不够

致密的孔隙中，使原本填充其中的水分被释放出

来，提高了拌合物的流动性。此外，粉煤灰延缓了

混凝土初期的水化反应，随着粉煤灰掺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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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坍落损失明显减少，满足混凝土远距离运输、

浇筑的要求。

１　工程简介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由引水枢纽、总干渠、干

渠、充水渠及灌区渠系工程等组成。该工程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苟家滩引水枢纽、输水总干渠一期

工程（渠首朝阳水库）、新生水库充水渠、十里河水

库充水渠、鲤鱼水库充水渠、乐阳干渠及灌区１５

条骨干渠配套工程。各类渠道总长３８１．３６ｋｍ，

其中总干渠长１５６．３ｋｍ。该工程为Ⅰ等工程，设

计引水流量２２ｍ３／ｓ。

苟家滩引水枢纽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毗河中

游，引水枢纽包括拦河闸、进水闸及两岸防洪堤。

总干渠从苟家滩引水枢纽引水口起，向南东方向

延伸。在金堂县白果场下游设付家坝倒虹管跨沱

江，经平桥镇、悃牛寨于大河坝设倒虹管跨阳化

河，再经曾家湾、金顺场，以后线路折向南东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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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县城以南延伸至安岳县的朝阳水库。总干渠全

长１５６．４ｋｍ，沿线总体地势北西高、南东低，其中

明渠（含暗渠）６９．５４ｋｍ；隧洞６６座，长５１．８２

ｋｍ；渡槽５７座，长２７．７４ｋｍ；倒虹管４座，长７．３５

ｋｍ。其中该工程渡槽采用现场浇筑的施工方法，

部分渡槽高度达到２０～３０ｍ，因此保证渡槽槽身

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能和耐久性能是保证渡槽槽

身工程施工质量的重点之一。

２　混凝土原材料

苟家滩引水枢纽项目槽身混凝土原材料使用

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毗河供水一期混凝土原材料列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产地

１ 水泥 Ｐ．Ｏ４２．５ 四川星船城水泥有限公司

２ 细集料 细砂 遂宁大英砂石骨料从场

３ 细集料 粗砂 遂宁大英砂石骨料从场

４ 粗集料 ５～１０ｍｍ小石 遂宁大英砂石骨料从场

５ 粗集料 １０～２０ｍｍ中石 遂宁大英砂石骨料从场

６ 水 饮用水 —

７ 粉煤灰 ＩＩ级 金堂火电厂

８ 减水剂 ＨＰＷＲ－Ｒ 山西桑穆斯建材化工厂

３　配合比调整

在苟家滩引水枢纽中，槽身中使用的混凝土

设计指标为Ｃ３０Ｗ６Ｆ１００。试验室初始设计的每

立方米混凝土配合比如下：水泥３７２ｋｇ，细集料

７４３ｋｇ，粗集料１１１４ｋｇ，水１７１ｋｇ，外加剂３．７２

ｋｇ，设计坍落度１６０～１８０ｍｍ。但在实际施工

过程中，深受当地环境影响，因天气炎热造成坍

落度损失，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槽身泵送混凝土

的工作性能，导致在渡槽墩柱、槽身等部位施工

中受到很大影响。项目部一方面受影响工程部

位提前按夏季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另一方面通

过掺和粉煤灰调整原配合比设计，改善整体混

凝土的施工性能。

在保证Ｃ３０Ｗ６Ｆ１００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均

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开展以改善工作性能

为目的进行调整。在混凝土配合比调整上，采用

先保持除胶凝材料外的其他参数配比不变，通过

不同掺量的粉煤灰试拌观察混凝土性能，以确定

粉煤灰最优掺量，最后再采取优化的方式确定最

终配合比。掺和粉煤灰后，试配配合情况如表２

所示。

表２　苟家滩Ｃ３０Ｗ６Ｆ１００泵送混凝土调整试配表

编号
胶凝材

料／ｋｇ

细集料

／ｋｇ

粗集料

／ｋｇ

水

／ｋｇ

减水剂

／ｋｇ
水灰比

砂率

／％

粉煤灰

掺量／％

坍落度

／ｍｍ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７ｄ ２８ｄ

备注

ＴＰＢ－１ ３７２ ７４３ １１１４ １７１ ３．７２ ０．４６ ４０ ０ １６５ ３０．８ ３９．９ 选定配合比

ＴＰＢ－２ ３７２ ７４３ １１１４ １７１ ３．７２ ０．４６ ４０ １０ １７５ ２８．７ ３９．５ 掺量方案

ＴＰＢ－３ ３７２ ７４３ １１１４ １７１ ３．７２ ０．４６ ４０ ２０ １８０ ２８．１ ３８．５ 掺量方案

ＴＰＢ－４ ３７２ ７４３ １１１４ １７１ ３．７２ ０．４６ ４０ ３０ １８５ ２７．３ ３７．８ 掺量方案

３．１　工作性能

不同配比情况下，坍落度损失情况表见图１。

图１　不同粉煤灰比例试配混凝土坍落度损失图

由图１中的试验结果可知，随着粉煤灰掺量

的提高，混凝土坍落度损失越来越少，有效地改善

了混凝土的工作性能，提高了混凝土的施工质量，

使混凝土的自密实和可泵性得到提高。

不同配比情况下，混凝土凝结时间影响的结

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不同粉煤灰比例试配混凝土凝结时间图

由图２中的检测数据可知，掺入粉煤灰后，混

凝土的初、终凝时间相对延迟，并且随着掺量的提

高，凝结时间越长。从而得出结论：掺加粉煤灰

会延长混凝土的凝结时间。由于凝结时间直接影

响混凝土的凝结硬化强度，凝结时间的延长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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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混凝土后期强度的增长，同时还为远距离运输

混凝土后的浇捣工序赢得更多时间，保证了现场

施工有序进行，提高了工程质量。

同时在等量取代水泥时，随粉煤灰掺量增加，

水泥水化热降低，且降低了混凝土温升。粉煤灰

还能消减峰值和推迟最高温升出现的时间，这对

槽身薄壁混凝土防裂和抗裂有很好效果。

３．２　力学性能

不同配比情况下，混凝土强度增长的结果如

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粉煤灰比例试配混凝土强度增长图

粉煤灰对混凝土的影响取决于其减水效果和

火山灰效应。由于粉煤灰自身的胶凝性比水泥

小，须与水泥水化产物Ｃａ（ＯＨ）２ 产生二次反应，

因此掺加粉煤灰的混凝土早期强度发展缓慢，后

期增长率高，使得粉煤灰混凝土在强度较之普通

混凝土出现后来居上的现象。这对水工混凝土建

筑物来说，能充分利用其后期强度的发展，有利于

改善和提高混凝土性能。

一般水利工程强度评定以参照混凝土２８ｄ

抗压强度为准，但在实际情况中，粉煤灰水化时间

为２８～９０ｄ之间。因此２８ｄ以后掺粉煤灰的混

凝土强度依然具有很高的增长空间。图３中所示

也验证了这一点。而且从图中曲线趋势分析，混

凝土后期强度随粉煤灰掺量的增加而增长更明

显。但随着粉煤灰掺量的增加，混凝土早期强度

降低比较明显，当掺量达到３０％时，混凝土２８ｄ

抗压强度为３７．８ＭＰａ，小于Ｃ３０混凝土最低的配

置强度犳ｃｕ，ｏ＝３０＋１．６４５×５．０＝３８．２ＭＰａ，不能

满足设计要求。

３．３　耐久性能

调整配合比经由混凝土抗冻及抗渗试验４个

不同粉煤灰比例试配混凝土的抗冻性能和抗渗性

能均能满足设计要求。

３．４　混凝土调整结果

经过对掺和不同比例粉煤灰后的混凝土各项

指标进行对，特别是图３强度增长根据内差法选

定粉煤灰掺量为２５％。最终苟家滩引水枢纽项

目中槽身混凝土经调整的施工配合比为：水泥

２７２ｋｇ／ｍ
３，粉煤灰９１ｋｇ／ｍ

３，细集料７２９ｋｇ／

ｍ３，粗集料１１４１ｋｇ／ｍ
３，水１６７ｋｇ／ｍ

３，减水剂

３．６３ｋｇ／ｍ
３。

４　结　语

在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开工初期，正置夏季，施

工时气候炎热。又因水利工程施工线路较长等特

点，混凝土从拌制、运输、浇筑整个过程中水分蒸

发较快，坍落度损失很大，导致混凝土泵送困难，

影响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为解决这一问题，试

验室分别从外加剂，掺和料方面入手调整配合比。

经使用该配合比后三个月的试验检测数据分析，

平均出机口坍落度１７５ｍｍ，７天强度２８．６ＭＰａ，

２８ｄ强度３９．１ＭＰａ，抗冻性能和抗渗性能均能满

足设计要求。同时因坍落度损失较小，凝结时

间适宜。使混凝土满足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要求

的同时，实现粉煤灰最经济掺量，最大限度的改

善了混凝土的性能，保证了整个项目工程进度

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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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电站年度岁修首台机组Ａ修完成
５月２５日，溪洛渡水电站７号机组完成所有Ａ修项目，成功并网。这标志着溪洛渡水电站本年度岁修首台机组 Ａ

修圆满完成。

溪洛渡水电站７号机组Ａ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开工，历时２１１ｄ，完成了修前试验、定子铁芯及线棒更换、常规Ａ

级检修、回装试验、机组启动试验等工作。溪洛渡水电站７号机组的并网发电，标志着电站本年度机组岁修接近尾声，电

站发电设备将以最佳工况迎接汛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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