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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控制蒸压粉煤灰砖砌体房屋的干燥收缩裂缝，按照快速法和慢速法对上墙相对含水率不同的蒸压粉

煤灰砖在不同相对湿度下的干燥收缩进行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按标准 (快速)法得到的蒸压粉煤灰砖的干燥
收缩率为慢速试验法的 48%，且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随着上墙相对含水率的增大而增大，随着环
境相对湿度增大而减小。通过对试验结果的回归分析，得到了上墙相对含水率影响系数、环境相对湿度影响系数
以及龄期影响系数，得出了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干燥收缩率的估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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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in servic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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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void cracking in autoclaved fly-ash brick masonry walls due to drying shrinkage, the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ash brick with different relative moisture contents in different relative humidities were tested
using rapid method and comparatively slow metho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using rapid method is 48% of that using slow method, and the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s in
service stag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ative moisture content an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ative humidity.
The moisture content factor, the relative humidity factor as well as the age factor can be obtain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test results. The predicting formula of the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ash brick in service stage i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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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压粉煤灰砖因失去水分将产生较大的干燥收缩
[1]

产工艺、原材料及其配合比来减少砖的干燥收缩

变形，导致墙体开裂，影响房屋正常使用 。为了控

率，从提高材料性能的角度来控制墙体干燥收缩裂

制这类房屋开裂，国内大量研究者注重从改进砖的生

缝[2−3]。然而，只有在使用环境中达到平衡含水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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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的干燥收缩即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才会导致房屋

者上墙后某时刻 t 时砖的长度(mm)。

。Raimondo 等 认为：砌体所处的环境相对

当 t→ ∞ 时，砖在环境中达到平衡含水率，砖的

湿度越大，砌体的平衡含水率越大，砌体使用阶段的

干燥收缩也趋于稳定，这时，砖的干燥收缩率为使用

[4−5]

开裂

[6]

干燥收缩越小，这与 Hughes 等

[7−8]

的混凝土砌块砌体
[9−10]

的干燥收缩试验结果一致。Forth 等

认为砖的上墙

含水率越大，墙体的干燥收缩越大。但是，这些研究

阶段干燥收缩率εeq，该值与砖的上墙含水率和所处的
环境相对湿度有关。
1.2 不同试验方法时蒸压粉煤灰砖的干燥收缩

都不能针对某一种材料建立预估干燥收缩的计算公

从湖南、湖北、福建、河南、山东等地抽取了 10

式。砌体的干燥收缩由砖和砂浆的干燥收缩组合而

个厂家的蒸压粉煤灰砖(共 10 组，每组 20 块)，它们

[11]

[12]

认为：砖在砌体中所占体积的比例

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有所不同。将每组试件中的 10

很大，砌体的干燥收缩率直接由砖的干燥收缩率来确

块按快速法试验，另外 10 块按慢速法试验，慢速法试

定。由此，预估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对

验中砖的初始含水率为饱和，且在中等环境(温度为

结构裂缝控制是有益的。人们在这方面对混凝土结构

(20±3) ℃，湿度为(65±5)%)下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1。

成

，有的标准

[13]

进行了大量研究

，而对砖砌体研究较少。在此，本

文作者针对蒸压粉煤灰砖的上墙含水率、环境相对湿

表1

不同试验方法时蒸压粉煤灰砖干燥收缩试验结果

度、龄期、干燥收缩测试方法等影响因素，通过对比

Table 1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using
different test methods

试验，分析研究蒸压粉煤灰砖干燥收缩规律以及估算
蒸压粉煤灰砖干燥收缩率的表达式。

组别

m /
ε0 /
ε eq,s
ε 0′ /
m
ε 0 / ε 0′ ε eq,
δeq/%
s / ε 0′
−1
(mm·m ) (mm·m−1)
(mm·m−1)

1

1

蒸压粉煤灰砖干燥收缩的试验研究

0.143

17.08

0.551

0.260

2

0.251

0.157

21.81

0.450

0.558

0.349

3

0.228

0.525

25.69

0.795

0.287

0.660

4

0.210

0.153

9.43

0.190

1.105

0.805

5

0.192

0.356

13.00

0.622

0.309

0.572

6

0.373

0.358

27.60

1.033

0.361

0.347

7

0.169

0.287

19.34

0.640

0.264

0.448

8

0.343

0.514

13.02

1.315

0.261

0.391

9

0.453

0.363

14.76

0.728

0.622

0.500

10

0.427

0.387

11.63

0.769

0.555

0.503

式中：ε0 为砖的干燥收缩率(mm/m)；Ls 为浸泡饱和时

平均
值

0.294

0.324

17.34

0.709

0.480

0.483

砖的长度(mm)；L0 为烘干后砖的长度(mm)。

m
注：δeq 为平衡相对含水率； ε eq,s
为浸泡饱和砖在中等试验

1.1.2 慢速法

环境(温度(20±3) ℃，湿度(65±5)%)下，采用慢速法测到的

1.1 试验方法
1.1.1 标准(快速)法
[14]

按照《砌墙砖试验方法》

，将浸泡饱和的砖放

置在温度为(50±1) ℃、相对湿度为(17±2)%的烘箱
中，质量和收缩变形达到稳定时所测得的干燥收缩率
是材料的基本性能指标，按下式计算：
L −L
ε 0 = s 0 × 1 000
L0

(1)

为了模拟砖在墙上的实际工作状况，将某一含水
率的砖置于受人工控制温度和湿度的空气环境中自然

使用阶段收缩率； ε 0′ 为慢速法试件达到平衡含水率后，用
烘箱烘干后得到的从饱和到绝干的干燥收缩率。

干燥，测量砖的初始长度和质量，然后，在时刻 t(t＝
1~138 d)时，测量每块砖的长度和质量。干燥收缩率ε(t)

采用慢速法的试验过程中，由于毛细孔水或分子
结合水失去后，原来作用于毛细孔上的表面张力撤除，

按下式计算：
L − L(t )
× 1 000
ε (t ) = 1
L0

砖产生蠕变变形，随着时间增加，干燥收缩变形不断
(2)

增大，采用慢速法测得的干燥收缩率比采用快速法测
得的要大。由表 1 中 10 组试件统计得到，用快速法测

式中：ε(t)为砖的干燥收缩率(mm/m)；L1 为测试开始

得的干燥收缩率为慢速法测得的干燥收缩率的

时或上墙时砖的初始长度(mm)；L(t)为开始测试后或

48.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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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0 = 0.48ε 0′

(3)

率εeq 越小。浇水粉煤灰砖在中等、干燥环境下的收缩

在中等环境下按慢速法试验时，10 组蒸压粉煤灰

率εeq 分别是潮湿环境下的 1.45 和 1.60 倍。而对不浇

砖试件的平衡相对含水率δeq 为 17.34%，即从初始饱

水蒸压粉煤灰砖，因为上墙含水率很小，干燥收缩很

和到平衡含水率过程中失水率为 82.66%，但是，在这

小，这个规律不是十分明显。

个阶段砖的干燥收缩率却为饱和到烘干状态的干燥收
缩率的 48.3%。这是由于在烘干过程中，蒸压粉煤灰
砖失去的水分是分子结合水[15]，这种分子结合水的失
去对干燥收缩影响很大，尽管在烘干过程中失水很少，
但干燥收缩很大。由表 1，有
m
= 0.483ε 0′
ε eq,s

(4)

将式(3)代入式(4)得：
m
ε eq,s
≈ ε0

(5)

从式(5)可以看出：蒸压粉煤灰砖的干燥收缩率相
当于中等环境下浸泡饱和砖的使用阶段干燥收缩率。
1.3

上墙含水率不同的蒸压粉煤灰砖在不同环境下
的干燥收缩试验
取 30 块同一釜生产的蒸压粉煤灰砖，分为 2 组，

每组 15 块：第 1 组为自然状态(不浇水)的蒸压粉煤灰
砖，相对含水率为 13.9%；第 2 组蒸压粉煤灰砖在试
验前 1 d 按现行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进行浇水，相对
含水率为 56.0%。在试验前先测量每块砖的质量及初
始长度。
将每组砖再分成 3 小组，每小组 5 块，分别置于
干燥环境(温度(20±3) ℃，湿度(45±5)%)、中等环境
(温度(20±3) ℃，湿度(65±5)%)、潮湿环境(温度(20
±3) ℃，湿度(85±5)%)中，砖与砖之间的间距保持
约 50 mm，让其自然干燥。参照我国标准《砌墙砖试
验方法》(GB/T 2542—2003)，分别在 1~165 d 测量其
质量和长度，最后烘至绝干，测得干重和干燥状态时
的长度，测试的结果见图 1 及表 2(注：82 d 以后数据
由于冰灾停电，环境无法控制，数据未采用)。
试验结果表明：砖的初始含水率(上墙含水率)越
大，其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εeq 越大；浇水粉煤灰砖
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比不浇水蒸压粉煤灰砖的大；
不浇水蒸压粉煤灰砖由于初始(上墙)相对含水率仅为
13.9%，其干燥收缩很小，环境控制及测量误差将使
得测试精度降低。
试验结果还表明，环境相对湿度越大，蒸压粉煤
灰砖的平衡含水率越大，失水越少，使用阶段的收缩

(a) 干燥环境；(b) 中等环境；(c) 潮湿环境
1—不浇水蒸压粉煤灰砖；2—浇水蒸压粉煤灰砖
图1

蒸压粉煤灰砖在各种环境下干燥收缩

Fig.1 Drying shrinkage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第4期

表2

1581

梁建国，等：蒸压粉煤灰砖在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试验研究

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失水和干燥收缩率εeq

Table 2 Drying shrinkage and exhalation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in service stage
试验环境

不浇水粉煤灰砖

浇水粉煤灰砖

失水率/% εeq/(mm·m−1)

失水率/% εeq/(mm·m−1)

潮湿环境

0

−0.001

5.7

0.177

中等环境

0.2

0.037

9.5

0.257

干燥环境

1.7

0.051

8.9

0.284

2

蒸压粉煤灰砖在使用阶段影响干
燥收缩的因素
图2

蒸压粉煤灰砖上墙相对含水率影响系数β1 与上墙相对
含水率δ的关系

2.1 上墙相对含水率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moisture content factor of

采用上墙含水率影响系数β1 来衡量上墙相对含水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and moisture content

率δ对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干燥收缩率的影响：

β1 =

m
ε eq
m
ε eq,s

(6)

m
为上墙含水率不同的蒸压粉煤灰砖在中等环
式中，ε eq

2.2 环境相对湿度
采用相对湿度影响系数β2 来表示环境相对湿度
HR 对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干燥收缩率影响：

β2 =

m
为浸泡饱和的蒸压
境下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 ε eq,s

粉煤灰砖在中等环境下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

m
ε eq

(10)

式中：εeq 为上墙相对含水率相同的蒸压粉煤灰砖在不

将式(5)代入式(6)，有

β1 =

ε eq

m
ε eq

ε0

同环境下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将式(7)代入式(10)，
(7)

有

β2 =

根据中等环境下饱和的、浇水的和不浇水的蒸压
粉煤灰砖的试验数据，按式(7)进行数据处理后，回归
得到上墙相对含水率影响系数：

β1 = 0.391 4 ln δ − 0.869

β1ε 0

(11)

采用浇水砖(第 2 组)在干燥、中等和潮湿环境的
试验结果，按式(11)进行计算，并回归得到相对湿度

(8)

影响系数表达式：

β 2 = 2.86 − 0.028 6 H R

其回归相关系数 R=0.881。为了简化，取

β1 = 0.40 ln δ − 0.85

ε eq

(12)

(9)

其回归相关系数 R=0.999。相对湿度影响系数如

试验结果及由式(9)所得计算结果如图 2 所示。从

图 3 所示。图 3 表明：墙体所处的环境湿度越小，平

图 2 可以看出：随着上墙相对含水率的增加，蒸压粉

衡含水率越小，则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

煤灰砖在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增加；砖的上墙相对

率越大。

含水率与使用阶段干燥收缩率不成正比。这是因为当

2.3 龄期

上墙含水率较大时，收缩主要是表面水或较大毛细孔

蒸压粉煤灰砖的龄期指墙体砌筑以后所持续的时

失水引起的，曲线较平缓；而上墙含水率较小时，收

间。在砖的收缩试验中，从开始测量的那一刻起计算

缩主要是较小毛细孔水或分子结合水的失去引起的，

龄期。设某一上墙相对含水率的蒸压粉煤灰砖在某一

上墙相对含水率对收缩的影响较大，曲线比较陡。若

环境下，龄期为 t 时的干燥收缩率为ε(t)，它与该砖使

上墙相对含水率小于 5%，则蒸压粉煤灰砖会从空气

用阶段干燥收缩率εeq 的比值定义为龄期影响系数β3，

中吸收水分，产生膨胀，故其影响系数为负值。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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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估蒸压粉煤灰砖在使用阶段的
干燥收缩率数学表达式
砖在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变形是导致墙体产生干

燥收缩应力进而导致干燥收缩开裂的原因。砖的干燥
收缩率ε0 是材料的物理指标，用标准法测得，它不能
代表砖上墙后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蒸压粉煤灰砖在使用阶段的
图3

干燥收缩率受到环境相对湿度、上墙相对含水率及龄

蒸压粉煤灰砖相对湿度影响系数β2 与

期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又与材料固有的干燥收缩特

相对湿度 HR 的关系

性即干燥收缩率ε0 有关。一般地，可根据回归分析的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humidity factor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and relative humidity

方式得出预估蒸压粉煤灰砖的数学表达式。
针对本研究的影响因素，由回归分析式(14)得到

ε (t )
β3 =
ε eq

(13)

预估蒸压粉煤灰砖使用阶段干燥收缩率计算公式：

ε (t ) = ε 0 β1β 2 β3

将式(11)代入式(13)，得：

β3 =

ε (t )
ε 0 β1β 2

(14)

将上述 16 组慢速法测得的试验结果代入式(14)可
以得到每组试件在每一个测点 t 的龄期影响系数β3。参
照混凝土的干燥收缩预测公式的双曲线方程形式

式中：ε(t)为蒸压粉煤灰砖上墙后 t 时刻干燥收缩率
(mm/m)；ε0 为蒸压粉煤灰砖干燥收缩率(mm/m)。上墙
含水率影响系数β1 按式(9)计算；相对湿度影响系数β2
按式(12)计算；龄期影响系数β3 按式(16)计算。

[11, 16]

，

[17]

统计试验数据

得到：

β3 =

(17)

t
1.021t + 6.182

其回归相关系数为 0.817。近似地，取
t
β3 =
t+6

4

结论

(15)
(1) 标准(快速)法得到的蒸压粉煤灰砖的干燥收
(16)

由式(16)计算曲线以及试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缩率ε0 为慢速试验法的 48%，与饱和砖在中等环境下
至平衡含水率时的干燥收缩率相当。
(2) 蒸压粉煤灰砖在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随着
上墙相对含水率的增加而增加。上墙含水率较大时，
由于表面水或较大毛细孔水失去，当上墙含水率−干
燥收缩曲线较平缓；而当上墙含水率较小时，由于较
小毛细孔水或分子结合水失去，上墙含水率−干燥收
缩曲线比较陡。
(3) 蒸压粉煤灰砖所处的环境湿度越小，其平衡
含水率越小，使用阶段的干燥收缩率越大；蒸压粉煤
灰砖的龄期越长，水分挥发越多，使用阶段干燥收缩
越大。
(4) 本研究是将砖六面暴露在环境中自由干燥，

图 4 蒸压粉煤灰砖龄期影响系数β3 与龄期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factor of autoclaved fly ash
brick and age

实际情况下，砖大多只有 1 面或 2 面暴露在环境中，
暴露面积与体积的比值对其水分挥发及砖的干燥收缩
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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