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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沿海地区氯盐侵蚀会对混凝土结构造成严重的耐久性问题，混凝土设计使用寿命难以保障。对于新建工程，若在自

由水含量较高混凝土养护期进行电迁阻锈处理，则有利于电迁移性阻锈剂在钢筋周围聚集以达到更佳的阻锈效果。为此，针
对两种电迁移性阻锈剂对处于氯盐侵蚀环境中的混凝土适用性展开研究，并测试了干湿循环前后混凝土内钢筋电化学参数、
氯离子扩散特征及钢筋周围电迁移性阻锈剂含量研究两种电迁移性阻锈剂对混凝土耐久性保障的作用。结果表明，试验中
养护期介入电迁阻锈后试件阻锈效果良好，经过干湿循环后钢筋腐蚀电位正向高于 －162． 6 mV，同时，钢筋附近出现明显的阻
锈剂聚集现象，能保持钢筋的钝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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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concrete durability guarantee by applying
electro-migrating corrosion inhibitor during cur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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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University，Ningbo 315100，China)

Abstract: The chloride attack in coastal areas will cause serious durability problems of concrete structures and reduce the durability
service life． The pore water content during the curing period of concrete is high． It will benefit the electro-migration corrosion inhibitor
to aggregate around the reinforcement． The better corrosion inhibition effect should be predicted． Thus，two electro-migration inhibitors
we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concrete durability guarantee performance under the chloride salt erosion． Electrochemical parameters，
chloride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lectromigration inhibitor content around reinforcement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dry-wet cycling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the reinforcement is higher than － 162． 6 mV after wet-dry cycling．
Corrosion inhibitor is accumulated near the reinforcement，and it can keep the passivated surface of reinforcement unbroken．
Keywords: reinforced concrete durability; electrochemical; electro-migrating corrosion inhibition; wet-dry cycling; chloride ion

混凝土结构服役时间和服役环境的作用下，大量结构出现耐久性问题，引起的原因有氯盐侵蚀、碳化、冻
融环境等。沿海地区钢筋锈蚀严重危害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其中氯离子侵蚀是引起钢筋锈蚀的最主要
［1-3］

原因

。

［4］
钢筋阻锈剂是用于阻止或减缓钢筋腐蚀的化学物质 ，能对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提供有效保障，在钢筋
［5］
混凝土结构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包括无机钢筋阻锈剂、迁移型阻锈剂、电迁移性阻绣剂。 无机阻锈
［6］

剂能对钢筋起到较好的防腐蚀作用，但多数具有毒性，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 迁移性阻锈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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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渗透等方式进入混凝土内部到达钢筋表面，对钢筋提供防蚀保护，但迁移性阻锈剂渗透能力弱，存在渗
［7］
透速度慢、渗透深度不足的局限性 。
［8］
［9］
［10］
电迁移性阻锈剂通过电场作用将阻锈剂向混凝土内部迁移 ，已应用于码头 及桥梁 中，此类阻锈
［11-12］
研
剂多为胺、醇胺类有机物，电迁至钢筋表面起到阻锈作用。 除胺、醇胺类阻锈剂外，余其俊和费飞龙

发了一种阳离子型咪唑啉季铵盐电迁移性阻锈剂并在混凝土中验证了其性能。咪唑啉同时也广泛的应用于
［13］
［14］
石油、天然气管道缓蚀剂中 。电迁阻锈剂从外部往混凝土内迁移较为困难，马世豪 对新建混凝土结构
［14］

内掺阻锈剂适用性进行了研究，验证新建结构内掺阻锈剂的阻锈效果。朱垚锋 对混凝土养护期介入电化
学修复技术进行了研究，表明此阶段混凝土水化完成度较低，混凝土内离子迁移效率高。 目前，混凝土结构
养护期掺入阻锈剂并进行电化学处理的研究较少。
通过在浇筑混凝土时掺入小掺量电迁移性阻锈剂，并于养护期介入电迁移技术的试验来研究电迁移性
阻锈剂对混凝土的耐久性保障作用。试验中选用不同类型和不同浓度的阻锈剂进行试验研究。分别从钢筋
腐蚀电位变化、氯离子扩散特征和混凝土内阻锈剂含量等指标来评价内掺电迁移性阻锈剂在氯盐侵蚀混凝
土中的适用性。

1

试验过程

1． 1

试验设计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保护层厚度为 40 mm，试
件尺寸为 150 mm × 150 mm × 300 mm( 高 ×宽 ×长) ( 如图
1 所示) 。
混凝土试件中埋置两根长 340 mm 的 10 钢筋，
钢筋在试件两端各伸出 20 mm 用于连接导线，裸露部
分被环氧树脂密封。 粗骨料采用粒径为 10 mm 的碎
石，细骨料为天然河砂，拌合用水为自来水，混凝土试
图1

件浇筑时掺入电迁移性阻锈剂，试件除电迁面外其余
5 个表面均采用环氧树脂涂封，其配合比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Fig． 1

试验装置示意

Experimental device schematic

混凝土配合比

Concrete mix proportion

设计强度等级

水灰比

－3
水 / ( kg·m )

P． O． 42． 5 / ( kg·m －3 )

－3
砂 / ( kg·m )

－3
石子 / ( kg·m )

C35

0． 48

220

457． 6

577． 6

1 072． 6

为探究不同阻锈剂的效果，试验设置阻锈剂种类、阻锈剂掺量、通电条件等影响因素，并设置未掺阻锈剂
的空白组，试验设置如表 2 所示。
表2
Tab． 2
试件编号

阻锈剂种类

IQS-0． 25
IQS-0． 50

咪唑啉季铵盐( IQS)

IQS-0． 75
TETA-0． 25
TETA-0． 50

三乙烯四胺
( TETA)

TETA-0． 75
空白组

—

试验分组设计

Design of experiments

阻锈剂掺量 / ( %)

－2
电流密度 / ( A·m )

通电时间 / d

0． 25

3

15

0． 50

3

15

0． 75

3

15

0． 25

3

15

0． 50

3

15

0． 75

3

15

0

0

0

注: 表 2 中阻锈剂掺量均为占胶凝材料质量的百分数，每组试件均设置同等掺量但不进行电迁处理的对照组。较小掺量的有
［16］
机阻锈剂对混凝土材料性能影响有限 ，故不考虑不同掺量给混凝土性能带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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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

钢筋混凝土试件在浇筑完 2 天后拆模，结合电迁阻锈技术进行通电试验。 钢筋混凝土试件中钢筋作为
阴极连接直流电源的负极，试件底面包裹不锈钢网作为阳极连接直流电源的正极。 试件电迁阻锈后放入潮
汐模拟池进行干湿循环试验，研究海洋潮汐环境下阻锈剂对混凝土耐久性保障作用的影响。
潮汐模拟池中采用浓度为 3． 5% 的氯化钠溶液模拟海水侵蚀，室温 ( 20±2) ℃ ，工作时通过在两个水池
中抽水循环模拟海洋环境中的潮汐进行干湿循环。 模拟涨潮时，池内水位完全浸没混凝土试件; 模拟退潮
3
时，将溶液抽走，并利用 3 台流量 500 m / h 的离心风机对试件进行持续风干处理，模拟实际海洋环境下的海

风( 10 m / s) 。试验设置 3 天( 72 小时) 为一个干湿循环周期，干湿比例为 3 ∶ 1，即在每一个干湿循环周期内
混凝土试件浸泡 18 小时，风干 54 小时。 通过前期试验表明，20 个干湿循环周期后部分构件中的钢筋开始
出现锈蚀，故确定钢筋混凝土试件干湿循环时间为 30 天，即 10 个干湿循环周期。
试验过程中分别测试电迁阻锈前后及干湿循环前后试件的钢筋腐蚀电位，以及干湿循环后试件中氯离子
含量、
阻锈剂含量及其分布特征。采用电化学工作站 Gamry Ｒeference 600 对试件中钢筋进行动电位极化曲线
试验采用三电极系统，两根内置钢筋分别作为工作电极和辅助电极，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 ( SCE) 。
测定，
采用稳态动电位极化曲线测试方法测试弱极化曲线。试验设置从相对于开路电位 － 70 mV 开始扫描，
扫描区间
扫描速率为 0． 15 mV / s。混凝土试件钢筋腐蚀电位测定完成后对试件电迁面沿保护层厚
为－70 mV 到+70 mV，
度方向以 5 mm 为间隔用 8 mm 钻头钻孔取粉测定干湿循环后混凝土试件内氯离子浓度分布，
分层取粉结束后，
取部分粉样用孔径为 0． 3 mm 的筛子进行筛分，称取粉样 1． 5 g，溶于 15 ml 去离子水中，浸泡 24 小时后采用
Chloride-Meter DY-2501 型精密离子快速测定仪测定混凝土内氯离子浓度。采用元素分析仪 Flash EA 1112 测
定混凝土粉末中的氮元素含量，
测定阻锈剂含量前，取部分初始混凝土粉末，采用 0． 075 mm 的筛子进行筛分，
得到待测阻锈剂含量的样粉并用银锡小杯秤取 15 mg 的进行测试，进行分析试验之前，先用标准样品( BBOT)
及空白样品进行测试，
测器输出的信号经积分转换后得到氮的含量，
每一份样品取三次平行试验平均值。

2
2． 1

试验结果与分析
干湿循环前后钢筋腐蚀电流及自腐蚀电位
干湿循环前咪唑啉季铵盐、
三乙烯四胺阻锈剂组及不电迁阻锈处理的对照组试件极化曲线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2
Fig． 2

干湿循环前钢筋极化曲线

Th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e steel bar before wet-dry 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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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循环后的对应极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图3
Fig． 3

干湿循环后钢筋极化曲线

Th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he steel bar after wet-dry cycling

为比较试件中钢筋各阶段的腐蚀情况，利用线性极化法拟合双向极化电阻，进而求出腐蚀电流、腐蚀电
流密度，记录于表 3 中。
表3
Tab． 3

各阶段钢筋腐蚀电流密度

The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of the steel bar
－3
－2
腐蚀电流密度 / ( 10 μA·cm )

试件编号

干湿循环前

干湿循环后

经电迁组均值

不电迁组

经电迁组均值

不电迁组

IQS-0． 25

8． 52

26． 2

7． 98

86． 5

IQS-0． 50

6． 98

9． 17

2． 94

36． 5

IQS-0． 75

2． 14

1． 12

1． 53

52． 9

TETA-0． 25

3． 80

1． 60

1． 12

20． 3

TETA-0． 50

0． 900

0． 927

3． 64

42． 9

TETA-0． 75

0． 610

3． 09

1． 512

12． 3

空白组

—

29． 6

—

163
［17］

构件经干 湿 循 环 后 ，内 掺 阻 锈 剂 试 件 钢 筋 腐 蚀 电 流 密 度 均 低 于 空 白 组 ，但 均 未 超 过 规 范

给出

2

0． 2 μA / cm 锈蚀判定条件，这与 2． 2 中分析的氯离子侵入深度还未达到钢筋的结论一致。 不同于干湿循环
前各组腐蚀电流接近，干湿循环后，经电迁组与不电迁组出现较大差异，后者腐蚀电流密度显著增大。 将自
腐蚀电位绘制成柱状图，进行各组钢筋锈蚀活动的比较，如图 4 所示。
干湿循环后，各组试件钢筋腐蚀电位均存在不同程度升高的现象。内掺阻锈剂而不电迁阻锈处理试件
［17］
与空白组试件内钢筋的腐蚀电位均表现为接近甚至负向低于 － 350 mV，钢筋锈蚀概率较高 ，而对应电迁
阻锈处理的试件钢筋腐蚀电位负移量均少于不电迁组。这表明内掺阻锈剂但不进行电迁阻锈处理对混凝土
中钢筋的保护作用有限，而内掺阻锈剂混凝土试件经过电迁处理后能有效的抑制钢筋腐蚀，起到耐久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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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通过腐蚀电位的比较可知，混凝土内掺咪唑啉季铵盐的试件阻锈剂阻锈作用好于同等浓度下内掺三
乙烯四胺的组别，在图 4 中表现为干湿循环后钢筋腐蚀电位负移量更小，仍能保持钢筋腐蚀电位正向高于
－ 200 mV，保证钢筋极低的锈蚀概率。经电迁阻锈处理的试件钢筋腐蚀电位表现为阻锈剂浓度越高，腐蚀电
位值升高越少，表明一定掺量范围内，阻锈剂浓度越高，阻锈效果越好。

图4
Fig． 4

2． 2

干湿循环前后钢筋腐蚀电位对比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the steel bar before and after wet-dry cycling

干湿循环后氯离子扩散特征
内掺不同掺量阻锈剂混凝土试件内氯离子浓度如图 5 所示。

图5
Fig． 5

各组混凝土试件氯离子浓度及分布
Chloride ion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经干湿循环后，各组混凝土试件经过干湿循环后氯离子浓度沿保护层厚度方向呈减小的趋势，氯离子浓
度出现明显的梯度变化，氯离子侵蚀至距混凝土表面约 25 mm 区域。 比较干湿循环前后可知，空白组混凝
土试件对应深度区域氯离子浓度略大于内掺三乙烯四胺阻锈剂和内掺咪唑啉季铵盐阻锈剂混凝土试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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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内掺阻锈剂阻锈剂，能一定程度上减缓氯离子的侵入，有文献指出阻锈剂有机组分提高混凝土密实性以提
［18］
高抗氯离子侵蚀能力 。对比通电与否的内掺阻锈剂的试件，沿保护层厚度方向 0 ～ 25 mm 区域氯离子浓
度分布接近，说明电迁处理并未对阻锈剂抑制氯离子侵蚀这一作用造成明显影响。
对于沿保护层厚度方向 25 ～ 40 mm 区域，经电迁阻锈剂处理试件的氯离子浓度略大于不电迁组的试件，
这是由于电迁处理阶段，浇筑时原料中混入的少量氯离子部分已迁向混凝土外侧，使得钢筋周围氯离子浓度
低于 0． 002 5%，小于不电迁组和空白组。
2． 3

干湿循环后电迁移性阻锈剂含量及分布

内掺阻锈剂混凝土试件试验组氮元素含量如图 6
所示。
－4
空白组氮元素含量为 0． 02 × 10 mol / g，远小于本
次试验中其余内掺阻锈剂试件测试结果，因此可认为
混凝土中氮元素全部由阻锈剂提供。沿混凝土试件保
护层厚度方向，内掺阻锈剂试件氮元素分布呈现先减
小后增加的趋势，距混凝土表面 30 mm 处阻锈剂含量
最低，表明电迁过程能较为有效的将部分阻锈剂迁移
至钢筋周围。

图6
Fig． 6

经电迁组氮元素含量及分布
Nitrogen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距混凝土表面 30 ～ 40 mm 处，咪唑啉季铵盐的浓
度变化速率大于内掺三乙烯四胺试件的浓度变化，表
明阻锈剂迁移率更高，这是由于咪唑啉季铵盐阻锈剂
是离子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水溶性，溶于水后能解离出
［19］

足够的阳离子阻锈基团，而三乙烯四胺是通过质子化作用而生成阳离子阻锈剂基团。 有研究表明

，在高

碱性条件下，醇胺类阻锈剂的电离程度有限，不能解离出足够的阳离子阻锈基团，因此同样掺量与电场作用
下迁移到钢筋表面的三乙烯四胺阻锈剂比例相较咪唑啉季铵盐阻锈剂少。

3

结

语

1) 混凝土试件钢筋腐蚀电位测定结果表明，养护期介入电迁阻锈能有效对混凝土提供耐久性保障，其
中内掺咪唑啉季铵盐阻抑制钢筋腐蚀效果优于三乙烯四胺，掺量为 0． 25% 时干湿循环后钢筋腐蚀电位仍正
向高于 － 200 mV，而内掺阻锈剂但不电迁处理对混凝土中钢筋的保护作用有限，说明养护期电迁处理有利于
阻锈剂迁移至钢筋周围起到保护作用。
2) 混凝土试件氯离子浓度及分布测定表明，内掺两种电迁移性阻锈剂的混凝土试件靠近外侧的氯离子
浓度整体低于空白组试件，但与不电迁阻锈处理试件氯离子浓度差异不明显，表明内掺阻锈剂能在一定程度
上阻止氯离子向混凝土内部侵蚀，且电迁处理不影响其效果。
3) 混凝土试件内阻锈剂含量进行测定表明，电迁阻锈处理使得两种电迁移性阻锈剂在电场作用下被迁
移、聚集在钢筋周围，提升钢筋周围阻锈剂浓度，为钢筋提供了有效抗腐蚀能力。 两种阻锈剂含量沿混凝土
保护层方向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其中咪唑啉季铵盐阻锈剂效果更加明显。
4) 电化学过程中混凝土结构内部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迁移、交换，本试验暂未考虑这一过程对混凝土
结构造成的复杂影响，后期可对混凝土孔隙率、钢筋与混凝土粘结性能等方面展开系统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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