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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ategy of Steel Corrosion Behaviors and AntiCorrosion within Different Mixture Concrete
T. Y. Tseng1, C. L. Hwang*2, Liu Jun3
ၡāࢋ
本研究係針對分別使用 ACI 配比設計之傳統混凝土及緻密配比設計之高性能混凝土
(HPC)製作鋼筋混凝土樑，在人工海水環境中分析腐蝕行為，探討此兩種混凝土配比設計對
保護鋼筋腐蝕之效益。結果顯示，混凝土未開裂前，ACI 配比設計及緻密配比設計之兩種
高性能混凝土，均具有良好保護鋼筋之效果，而使用緻密配比之高性能混凝土，電阻係數
比 ACI 配比之混凝土高出三倍強，且鋼筋電位及腐蝕速率均明顯較低。但是一旦混凝土樑
開裂後，此時無論使用何種配比設計，鋼筋電位隨即下降至－267 mV ~ －413 mV 間，已
達腐蝕電位範圍，腐蝕速率也大幅提升。為了防止腐蝕物擴散，本研究亦推論透過緻密配
比提高電阻值而降低腐蝕速率似乎是可行的。
關鍵詞：高性能混凝土；ACI 配比法；緻密配比法；電阻；腐蝕電位。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corrosion of single RC beam under artificial brine condition. Two
single reinforcing bar concrete beams designed by ACI mixture design algorithm and high DMDA
(densified mixture design algorithm) were ca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the cracks of concrete
both ACI mixture design and HPC showed well-protective effect of steel as ACI specification
mention, while under the same strength condition the electrical resistance value of HPC is higher
than that design by ACI. However, after cracking whatever concrete will shows potential dro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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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ng between －267 mV and －413 mV. A tentative strategy is proposed as to design the
concrete with higher resistivity is beneficial to protect corrosion of steel, even after cracking due to
the lower diffusion rate of sound concrete than the low resistivity concrete.
Keywords: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HPC); ACI mixture design algorithm; Densified Mixture
Design Algorithm (DMDA); Resistivity; corrosion potential.

「銹蝕」的嚴重性。據估計，因腐蝕所造成的損失，
在日本一年約達國民生產毛額(GNP)的 3.5 %。在美
國，此一比率為 4.2 %，在英國為 3.5%，西德為 3 %[3]，
在台灣，每年因腐蝕問題所造成的損失，預估是 GNP
的 4.5%[4]。同時腐蝕也造成結構安全上的隱憂，尤
其是海島型高溫潮濕氣候的台灣更是嚴重，因此防
治腐蝕之發生是刻不容緩的事。

1. ݈֏
傳統鋼筋混凝土因具有諸多優點，因此成為今
日營建工程中不可或缺的營建材料，然混凝土本身
多孔且易脆的材料性質[l]，很容易受到外在環境的影
響而產生病變而劣化，如圖 1[2]所示，進而影響其耐
久性，其中混凝土中鋼筋腐蝕之發生，即為其產生
劣化現象之一，但一般營建工程中，從設計者到工
程人員都缺乏防蝕知識，認為只要依據規範設計即
可防蝕的錯誤觀念，因此先進諸國，很早就注意到

Figure 1

圖 1 混凝土內鋼筋腐蝕特性要因圖[2]。
Main factor of corrosion of steel embedded in concre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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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可謂一舉數得。最後經由本研究各項試驗結果
證實，緻密配比對鋼筋混凝土之優異防蝕性能。

2. ቜ੨ͧ၆ّਕ˿̚᐀ඏ
֨ᄞ̝ᇆᜩ
現行混凝土配比方式[5]，係遵行 ACI 規範來設
計混凝土配比，以「工作性、強度、耐久性及經濟
性」之順序來考量混凝土，所調配出之混凝土在大
工作度範圍內，會採用比較多的「拌和水量」，相
對的提高「水泥量」，如此依據 ACI 363「高強度
混凝土」的觀念[6]，或 ACI 211.4R「高強度飛灰混
凝土配比設計」的準則 [7] 而言，高工作性通常伴隨
著「高拌和水量」及「高水泥用量」的結果，此種
配比將面臨「潛變乾縮模型」 [8] 而有大量變形的危
機，尤其在水灰比小於 0.42 時，更會產生因水泥化
學反應收縮之較大量「自體收縮變形」，故考慮採
用「低漿配比」及「水泥有充分水化的水」是有其
必要性，為此本研究採用最小孔隙為觀念之配比法，
其原理為顆粒堆積概念，因顆粒堆積方式對巨觀力
學行為有很大的影響，此觀念如同原子組構或土壤
顆粒材料般，顆粒組構堆積越緻密，空隙越小，接
觸點愈多則密度愈大，理論上應可得較高之勁度或
強度。此外，以相同漿體及水膠比(W/B)而言，骨材
最密堆積下之總漿量會減少，相對的總「拌和水量」
亦會減少，如此可減少混凝土中弱界面(骨材與水泥
漿之界面)形成的機率，亦可減少水泥漿與骨材不等
量變形而產生界面裂縫及漿體裂縫之影響，對混凝
土整體強度有正面之貢獻。並藉由卜作嵐材料的採
用，產生如(1)式之所謂卜作嵐反應，除消耗鹼質產
生膠結反應，包括氫氧化鈉、氫氧化鉀等，並可清
除水泥中之有害物質，如硫酸根離子及活性骨材的
反應，故有助抗硫性質及抗鹼骨材反應作用。更由
於固化易溶性之氫氧化鈣、鉀及鈉，使骨材與水泥
漿界面更穩定，會明顯降低水的滲透性，所以又被
稱之為「減滲劑」。如果利用卜作嵐材料取代部份
水泥，因其固化之低密度 C-S-H 物質，呈泡棉充填
巨觀及微觀孔隙，如圖 2[9]所示，因此能阻擋有害物
質之入侵，並確保長期耐久性及強度。而且在初期
水化過程可以因減少水泥量，而減低水化熱，對防
止熱裂縫及減少塑性裂縫有很大助益。由於卜作嵐
材料有提昇長期強度發展效益，使水泥強度效益增
加，因此如能取代部分水泥含量，將有助於經濟性
外，也會減少大氣中所排放二氧化碳，更透過此種
廢棄物的使用，減少資源的浪費，同時解決環保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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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作嵐

(1)

3. ၁រࢍထ
3.1 ၁រ߹
本研究根據文獻資料歸納出，影響鋼筋載重開
裂前後腐蝕行為甚鉅的配比設計方式、水灰比(或水
膠比)、掺料、水泥用量與拌和用水量，在海水劣化
環境中加以檢核，並以 ACI 318 之方法予以檢討其
耐久性合適性，試驗項目包括：材料基本性質之測
定與混凝土配比設計，以及新拌混凝土和硬固混凝
土的基本性質測定，並於承受反覆載重混凝土開裂
前後，進行混凝土電學性質(電阻、電位與 AC 阻抗)
量測及化學分析(氯離子含量)，以多項試驗相互關係
驗證本試驗之鋼筋腐蝕結果，其整體流程如圖 3 所
示。

圖2
卜作嵐材料填塞孔隙增加阻抗之功能[9]。
Figure 2 The function of Pozzolan material improving
resistivity by filling effec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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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រՄफ़̈́੨ͧనࢍ
3.2.1 ͪڪ
本研究採用台泥生產性質符合 CNS 61 第一型
卜特蘭水泥。

3.2.2 Մ
研究用骨材採自宜蘭蘭陽溪之天然河砂及碎
石。經洗淨烘乾後，進行比重、吸水率、單位重及
篩分析等各項基本物理性驗，以為配比設計之依據，
基本性質如表 1，均符合 ASTM C33，CNS 1240 之
規定。

3.3.3 ၫफ़
(1) 飛灰
採用台電興達電廠提供符合 CNS 3036 規定之
F 級飛灰，比重為 2.19，細度約 3110 cm2/g。根據文
獻[10]之研究顯示，飛灰取代砂 20%之防蝕效果較佳，
故 ACI 配比採用此添加方式。
(2) 水淬爐石粉
係採用中國鋼鐵公司所生產符合 CNS 12594 規
定的水淬爐石粉，細度接近 4000 cm2/g，比重為 2.88。
(3) 強塑劑
採用啟欣掺料公司所生產之 Type G 強塑劑，
其性質符合 ASTM C494 所規定，主要是應用於製
造高強度、高流動性水泥材料發揮潤滑之效用，並
予降低成本等特性，可改善快速坍度損失之缺點。
(4) 人工海水
採用人工海水素加蒸餾水稀釋，以模擬海水環
境，藉以使鋼筋混凝土材料位處在海洋環境中。
(5) 鋼筋
本試驗採用之鋼筋係唐榮公司所生產之#5 竹節
鋼筋，其降伏強度(fy)為 2800 kg/cm2 經試驗後，其
平均降伏強度 3570 kg/cm2，伸長量為 27.5%。
(6) 鈦鍍白金電極線
於水泥砂漿小圓柱試體中，為求水泥砂漿之電
學性質，故選用異於鋼筋具惰性之電極，而以鈦鍍
白金電極替代之。
(7) 配比設計
本研究傳統混凝土根據 ACI 配比法設計混凝
土，高性能混凝土則根據緻密配比法 [11-12] ，先求飛

圖 3 研究流程圖。
Figure 3 Study plan.

表 1.
Table 1

粗細骨材之物理性質。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arse
aggregate and fine aggregate.
種類
物理性質
粗骨材 細骨材
1/2
傳統混凝土
最大粒徑(in)
－
1483
1701
單位重(kg/m3)
2.87
2.65
比重
6.35
3.2
細度模數
2
3
SSD 吸水率(%)
3/8
1/4
高性能混凝土 最大粒徑(in)
1543
1852
單位重(kg/m3)
2.67
2.63
比重
2.63
乾比重
－
5.61
3.08
細度模數
1.55
1.87
吸水率(%)

灰或爐石與砂之最大混合單位重按(飛灰或爐石＋砂)
之最大單位重；骨材比例決定後計算最小孔隙率
(Vv)；最後由設計強度決定水膠比(W/B)及考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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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高性能混凝土採「緻密配比法」設計。

性要下，求出所需之配比，其各配比所用材料如表
2 所示。

3.4 ྏរ̈́͞ڱన౯
3.3 ྏរតᇴ

本試驗計劃流程如圖 3 所示，試驗方法及試驗
設備見表 3。本研究混凝土強度採用 0.35 水灰比配
比灌製混凝土試體，並將試體浸泡水中養護 28 天
後，分別進行圓柱試體的抗壓試驗和透水試驗，抗
壓試驗依 CNS 1230 規定以石膏蓋平，並依 CNS 1232
規定進行抗壓強度試驗及 ASTM C597 之方法進行
超音波非破壞量測。另將養護完成之梁，浸泡人工
海水下 70 天，並每隔 1 天、3 天、5 天不等方式，
以配有飽和甘汞電極為參考電極，依 ASTMC876-91
規定施作電位量測，在進行電位量測同時梁試體也

(1) 水灰比：0.35。
(2) 添加摻料：飛灰、爐石。
(3) 試體尺寸：圓柱試體(φ 15 cm × 30 cm)及矩形樑
(12 cm × 28 cm × 80 cm)，如圖 4 所示，並於樑
內置 5 號鋼筋一支，作為腐蝕變化觀察之用，
且於鋼筋上綁以 wire，其材料為φ 1.6 mm 銅線，
主要為鋼筋電位及 AC 阻抗量測之用。
(4) 齡期：3 天、7 天、28 天。
(5) 配比設計方法：傳統混凝土採 ACI 耐久性配比

表 2.
Table 2
種類
OPC
HPC

傳統混凝土和高性能混凝土配比設計(kg/m3)。
The mixture design table of OPC and HPC (kg/m3).
變數
混凝土所需材料數量 (kg/m3)
粗骨材 細骨材
水泥
水
爐石
飛灰
890
698
574
196
控制(RCC)
－
－
890
628
574
191
70
爐石(RCS)
－
837
837
521
181.2
控制(HC)
－
－
905
920
330
111.4
180
爐石(HS)
－
901
921
336
108.8
138
飛灰(HA)
－

強塑劑
5
10
1.8
4.6
8.2

總重
2363
2363
2378
2451
2413

表 3.
Table 3

試驗方法及試驗設備。
The test method and installation.
項目
參考方法
主要試驗設備
CNS 486
篩分析
分析篩、搖篩機
CNS 487
比重吸水率
比重瓶、電子秤、烘箱
CNS 1047
細度模數
分析篩、電子秤
CNS 1163
單位重
磅秤、體積量筒
CNS 488
比重吸水率
電子秤、烘箱、網筐
AC 交流阻抗分析
英國 Sycopel 之 TFA 2000 (10mHz~100Hz)
電阻量測
高電阻量測器、墨膠、銅片
電容量測
交流阻抗儀
ASTM C876-91 飽和甘汞電極、三用電表 (內具高阻抗)
電位量測
氯離子濃度分析 ASTM C114
化學藥品一批、PH 計
鹽橋製作
拉金管(Luggin)、飽和氯化鉀溶液
混凝土抗壓試驗 CNS 1230、1232 養護池、100T 萬能試驗機
應變應力量測
50T 萬能試驗機
動態載重試驗
100T 動態試驗機
PUNDIT CNS Instrument CO
超音波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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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配比設計資料

腐蝕速率量測
混凝土電阻量測
混凝土電容量測
觀察電位－時間變化
係利用硝化法求出酸溶氯化物含量
減少因 IR drop 所產生的電壓降
測定 28 天齡期之抗壓試驗
測定力量與變位之關係
測定脈波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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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交流阻抗腐蝕速率分析，利用英國 Sycopel 之
TFA(Transter Function Analyzer) 2000 交流阻抗試驗
儀，掃描頻率設定在 10 mHz ~ 100 Hz，以監測電位
電流之相差予以儲存數據，並轉換成圖形，在高頻
部份會顯示出一半圓，但在低頻的部份會出現一個
擴散尾(Diffusion Tail)，藉由賴氏圖(Nyquist plot)使
用最大相角相切的正切線，可以得到有用的電子轉
移電阻之半徑值(Rp)，而將鋼材腐蝕速率定量化，
據此推算材料腐蝕速率，經計算各混凝土試體腐蝕
速率。之後將梁浸泡於人工海水下實施反覆載重試
驗，以 100 噸 MTS 結構動態載重試驗機作反覆載重，
頻率設計為 10 Hz 反覆載重 100 萬次下，以模擬類
似橋梁結構物，在車輛反覆載重下橋梁所產生之撓
度與裂縫之蔓延，並在人工海水環境下，鋼筋混凝
土結構物混凝土劣化與鋼筋受蝕情形，試驗全程同
時施作電位量測及交流阻抗試驗。以上試驗完成，
依 CNS 1078-R3039 規定進行取樣，以水溶法經化
學滴定方式獲得氯離子含量，以瞭解各混凝土試體
於混凝土開裂前後氯離子含量，以判斷混凝土劣化
情況，以印證巨觀行為。

2007 年 9 月

成澆置皆需使用振動器使其充滿於整個模板內，使
不致產生蜂窩，但當振動過度時，混凝土易產生泌
水及骨材分離之現象，為改善這些缺失，因此才有
採用適當的化學摻料來控制其坍度，使混凝土不需
特別加以振動，即可因本身流動性佳，而充滿於整
個模板之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發，此種坍度可達 25 cm
之混凝土，不僅可避兔因振動不足所產生之蜂窩現
象，亦可減少因過度振動所生之泌水，更可大量的
減少人力。
傳統混凝土為達配比所需之強度，因此需使用
大量水泥，致使混凝土稠度過高，導致工作性不佳。
以本研究經測得各配比之新拌混凝土性質，如圖 5
所示。在傳統混凝土方面，添加爐石(RCS)之坍度比
控制組(RCC)高出一倍多。而在高性能混凝土方面，
在相同坍度要求下，飛灰組(HA)將比爐石組(HS)添
加較多之強塑劑劑量，此乃因飛灰基本上是由中空
之玻璃圓珠及少數不純物，特別是燃燒末完全之碳
所組成，未燃燒完全之碳表面常含有大量之孔隙，
因此拌合水將被碳及破裂空心圓球所吸附，而爐石
係屬於惰性材料，其保水性較差並具有斥水之效應，
初期拌合水被爐石所吸附，但大約 5 分鐘之後，拌
合水將被爐石所釋出，因此所需求之強塑劑量將較
飛灰組為低。

4. ၁រඕژ̶ڍᄃኢ
4.1 າٜ˿ّኳ̶ژ
新拌混凝土性質是以工作性為主要訴求重點，
即因應施工需求，採用適當工作稠度、黏滯性的混
凝土，因此傳統混凝土在無良好之工作度下，為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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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單筋混凝土樑設計圖。
Figure 4 Schematic drawing of single reinforced
concrete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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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mens
圖 5 混凝土坍度比較圖。
Figure 5 Comparison of slump of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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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卜作嵐材料卻可填充孔隙，有效減少總孔隙體積，
因此對抗壓強度顯現正面的效益。

4.2 ർ˿ّኳ̶ژ
4.2.1 ԩᑅૻޘ
強度通常多被認為是混凝土最重要的性質，也
是一般品質控制的重要指標，而混凝土強度愈高，
表示水化程度愈完全，內部缺陷相對地也較少，然
水膠比低，並就不代表著強度高。由圖 6 所示，在
早期以傳統配比之混凝土(RCC)發展較快，幾可達 28
天強度之 60%，但隨齡期而逐漸趨於平緩，所以在
初期更須注意養護情形。而以緻密配比設計之高水
膠比高性能混凝土，則於齡期 28 天後成長快速，主
要是因傳統混凝土使用較高量水泥，造成水化速度
較快，同時也快速增加水化產物，然毛細孔隙大量
減少，膠孔體積卻增加，但膠孔體積增加量不如毛
細孔隙減少量，因此整體孔隙體積是減少的。而應

4.2.2 ࢰگ
超音波是經由固體介質傳遞，內部缺陷愈少且
結構愈緻密時，超音波速愈快，混凝土呈現較高品
質。超音波非破壞試驗係利用超音波於介質中行進
之速度來判斷混凝土之物理性質，利用超音波評估
混凝土強度時，傳統上均藉助於音波傳遞速度與抗
壓強度曲線。超音波經過孔隙時，可能經由界面與
直線兩種途徑，則對混凝土而言，一般皆是沿界面
傳遞。由表 4 之結果顯示強度高者其波速愈快而得
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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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混凝土抗壓強度比較圖。
Comparison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oncrete.

表 4.
混凝土樑及試體超音波分析結果。
Table 4 The supersonic analysis results of concrete beams and specimens.
種類
長度(cm) 齡期(天) 量測時間(ms) 波速(m/sec) 預測強度(kg/cm2) 實際強度(kg/cm2)
20
28
47.0
4255
457
449
傳統混凝土
控制
20
28
46.6
4291
473
475
爐石
20
28
48.6
4115
400
429
高性能混凝土 控制
20
28
44.3
4515
585
578
爐石
20
28
44.4
4505
579
630
飛灰
[13]
2
備考：Y＝－2201.0＋2427.1 × log(X) ，式中 Y 為超音波預測強度(kg/cm )，X 為脈波波速(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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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應考慮卜作嵐材料所產生耐久性之效益，否則將
失去其準確性。

4.3 നᗓ̄ᄃ୰উॲᗓ̼̄ጯّኳ̶ژ
在全世界許多研究有關於混凝土結構中氯化物
誘使鋼筋腐蝕之發生，已經變成耐久性的問題。混
凝土中氯離子的主要來源為組成材料本身與外界氯
離子的滲入兩種，雖然其含量均有限，但由於氯離
子是破壞混凝土內鋼材鈍化膜，而為產生腐蝕的主
要有害物質之一，且氯離子易與混凝土中之鋁酸三
鈣 (C3A) 融 合 生 成 氯 鋁 酸 鈣 水 化 物
(C3A•CaCl2•10H2O)，這 種生成 物易 造 成滲 透 性增
加，進而加速混凝土惡化。因此 Mehta[14] 曾建議，
−
−
當 Cl /OH 大於 0.6 時，鋼筋受腐蝕的機率大增。
−
−
但經由本研究圖 7 所測得之 Cl /OH 發現，使用緻
密配比設計之混凝土其值均較使用 ACI 配比設計為
低。且如於混凝土中添加卜作嵐材料，無論於混凝
土開裂前後其比值均有較低之趨勢，這是因為卜作
嵐反應消耗氫氧化鈣(CH)，形成 C-S-H 膠體覆蓋住
整個顆粒表面，且互相崁入形成連續母體，填充膠
體孔隙和毛細管孔，故可改變硬固混凝土整體孔隙
結構，而阻止氯離子藉由擴散作用及毛細作用侵入
混凝土，因而提高混凝土品質使其滲透係數降低，
氯離子將不易滲透入混凝土內。且根據文獻 [15]之研
究結果，卜作嵐材料對混凝土中的微裂縫具有特殊
−
−
自癒性。因此利用 Cl /OH 來判斷腐蝕狀況時，似

4.4 ጯّኳ̶ژ
4.4.1 ˿टᄃّܡኳ̝ᇆᜩ
腐蝕是種電化學反應，而混凝土的電學性質恰
扮演著電導通路的角色 [16] 。混凝土導電性能與其微
結構及孔隙內電解質溶液之成份與溶度有關 [17]。基
本上混凝土是多孔性結構體，而孔隙大小及分佈，
影響到混凝土的電容性質與透水性，形成水分子及
有害物質的滲透路徑，故孔隙愈大且愈多，混凝土
的阻抗相對愈小，鋼筋腐蝕之機會就相對的愈大。
因此在配比上應要求低水灰比、強度高、孔隙較少
且小，俾能有效的阻礙有害物質入侵。因此由本研
究量測各試體之電阻係數值，如表 5 所示，使用緻
密配比之高性能混凝土，電阻值比 ACI 配比之混凝
土高近一倍。並於混凝土未開裂前，有使用卜作嵐
材料者因需用 CH 做觸媒形成卜作嵐反應，因此消
耗了 CH 含量，相對的由 CH 所提供的氫氧根離子
濃度亦會降低，而因氫氧根離子其當量導電度甚高
−
((λ0)OH = 198.6)，所以添加卜作嵐材料之混凝土其
電阻係數將顯著提高，如圖 8 所示。其中添加飛灰

2.5
Before Crack
After Crack

Cl-/OH-

2
1.5
1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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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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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HA

Specimens
圖7
混凝土開裂前後氯離子濃度/氫氧根離子濃度比較。
Figure 7 The Comparison of chloride concentration /hydroxyl concentration with different admixture before or after
concrete c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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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數下降，也都能保持於 Brian 和 Alan[18,19]等學者對
鋼筋腐蝕建議值之上，將有效阻止鋼筋發生腐蝕。
即使混凝土產生開裂，也能保持在所建議之腐蝕電
阻係數之上。

之混凝土，因飛灰較爐石消耗更多之 CH，氫氧根離
子下降較多，所以其電阻係數又較添加爐石之混凝
土高。但在混凝土開裂後，不論是傳統混凝土或是
高性能混凝土，有無添加掺料，其電阻值均大幅下
降，尤其以高性能混凝土組之減幅最大，如表 5 所
示，顯示裂縫對高性能混凝土品質之影響甚巨，而
因一般混凝土品質原本就相對不佳而言，裂縫之影
響反而就不大了。但如能提高混凝土電阻係數高於
20 KΩ-cm 以上時，即使混凝土發生裂縫，導致電阻

4.4.2 ˿ܡᄃ᐀ඏҜ̝ᙯܼ
金屬材料的電阻性質是目前最常用來量測腐蝕
狀況之物理量，但混凝土是一種多項材料，不若金
屬材料之單純，雖然混凝土表面電阻值可指出表面

圖 8 鋼筋混凝土浸泡人工海水下電阻變化。
Figure 8 Resistivity of single reinforce beam soaking in brine.

表 5.
Table 5
試體
RCC
RCS
HC
HS
HA

混凝土開裂前後各項腐蝕相關指標一覽表。
The related corrosion index of concrete before and after its cracking.
開裂情況 氯離子濃度
電阻係數
鋼筋電位
腐蝕速率
腐蝕狀況
ppm
mV
減幅率%
降幅率%
電位判斷
實際情況
KΩ-cm
µm/yr
36
4
25
88.6
2.11
前
－219
未腐蝕
－
80
3
5.76
後
－413
腐蝕
銹斑
26
9.7
55.7
72.5
0.63
前
－233
可能腐蝕
－
71
4.9
1.58
後
－402
腐蝕
銹斑
26
14.9
49.7
149.7
0.24
前
－155
未腐蝕
－
61
7.5
2.28
後
－387
腐蝕
銹斑
9
14.8
23.0
123.4
0.17
前
－128
未腐蝕
－
67
11.4
1.04
後
－286
腐蝕
銹斑
17
16.8
17.3
113.6
0.21
前
－125
未腐蝕
－
63
13.9
1.45
後
－267
可能腐蝕 少許銹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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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性能混凝土均大幅降低，其減幅如表 5 所示。
可見若混凝土產生裂縫後，混凝土品質不論多佳皆
無法提供鋼筋之有效保護。但如能應用卜作嵐材料
所產生之固化孔隙作用於混凝土，如圖 2 所示。將
可強化開裂周邊混凝土緻密性，使有害物質難以擴
散。再加以開裂處鋼筋因受侵蝕而於表面產生鈍化
膜，因此發生腐蝕之氧化還原電子電流通路發生供
給問題，而終止腐蝕反應，如圖 10 所示。所以對混
凝土開裂前後所量得之電位下降幅度，如圖 11 所
示，以添加卜作嵐材料者(HA、HS)高出控制組(HC)
甚多之原因。

結構組織的緻密性，是一項重要的「耐久性指標」
(Durability Index)，但卻不能因此僅以混凝土之電阻
來判斷鋼材腐蝕程度，應加上鋼筋的電位加以判定
腐蝕情況。一般電位判定腐蝕可依據 ASTMC-867
之建議，鋼筋電位高於－200 mV(CuSO4)時有 90%
可能沒有腐蝕，而鋼筋電位低於－350 mV(CuSO4)
時有 90%可能腐蝕。Stratfull[20]則建議鋼筋電位高於
－220 mV(SCE)時則鋼筋處於鈍態區，鋼筋電位處
於－220 mV(SCE) ~ －270 mV(SCE)時則鋼筋雖處
於 鈍 態 區 亦 可 能 腐 蝕 ， 若 鋼 筋 電 位 低 於 － 270
mV(SCE)則鋼筋可能已產生腐蝕。
本研究圖 9 中顯示，混凝土中鋼筋電位隨著浸
泡人工海水之天數增加而降低，此乃由於海水中氯
離子逐漸侵入之關係，使得鋼材表面之鈍態膜逐漸
水解，鋼材開始腐蝕而使得電位下降，然電位變化
有限。但當混凝土開裂後，人工海水得以直接侵蝕
鋼筋，然在混凝土開裂之初，因鋼筋產生鈍態膜之
故，而使電位有上下起伏之現象，但隨著腐蝕因子
不斷的侵入，鋼筋之電位終將下降。同時在圖 8 當
混凝土開裂後電阻係數，則因裂縫使得混凝土有效
寬度減少，如此於混凝土產生裂縫處，將使得混凝
土之電阻係數大為減低，且不論是傳統混凝土或者

4.4.3 Ϲ߹(AC)ܡԩณീڱ
混凝土若本身之性質良好，腐蝕因子不易侵
入，鋼筋亦不易腐蝕，在混凝土未開裂前，鋼筋是
否會發生腐蝕，可說完全取決於混凝土本身之性質，
在滲透性低的混凝土能有效阻斷或延後有害物質入
侵到達鋼筋表面之時間，而結構鬆散和滲透性高之
混凝土，有害物質容易入侵，因此降低會鋼筋防蝕
潛能。
本研究採用交流阻抗法作為腐蝕速率之評估，
由分析而得之 Nyquist 圖中，前半圖表示為試驗溶液

圖 9 鋼筋混凝土浸泡人工海水下電位變化。
Figure 9 Current of single reinforce beam soaking in b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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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及混凝土之阻抗(即 Rs＋Rc)，由此即可判斷混
凝土之性質。而後半圓為鋼筋之阻抗(Rp)，由 Rp 值
可求得鋼筋之腐蝕速率。本研究測得各組之 Rp 經計
算所得之鋼筋腐蝕速率，如表 5 所示。在浸泡固定
天數的海水後，以緻密配比設計之高性能混凝土鋼
材腐蝕速率遠低於傳統鋼筋混凝土，約為傳統混凝
土的 1/10。因此鋼筋是否會發生腐蝕，可說完全取
決於混凝土本身之性質。尤其有卜作嵐材料的填充
孔隙助益下，使得混凝土具有極低滲透性，故能有
效阻斷或延後有害物質入侵，而達到防蝕的效益。
同時於本研究中發現，卜作嵐材料對開裂後的混凝
土，不論是傳統混凝土或者是高性能混凝土，其腐
蝕速率均大幅成長。但有添加卜作嵐掺料者(HA、
HS)，皆比控制組(HC)之腐蝕速率低，這也印證前述
卜作嵐材料的添加具有防蝕的效用，並值得廣推應
用於需耐久防蝕之結構物上。

5. ֨ᄞඉர̶ژ
腐蝕必須透過「外惡因」滿足陰陽極、水分、
氧氧、電路、等條件方會產生，若能使其一條件無
法產生就是防蝕的最高指導原則。由於鋼筋混凝土
結構物在混凝土開裂前，有害物質只能靠滲透及擴
散作用慢慢侵入混凝土中，最後到達鋼筋表面進而
產生腐蝕現象，因此只要混凝土品質良好，保護層
厚度足夠均具防蝕保護之效。然而，若品質有潛在
缺陷或裂縫產生時，則必須採取延長滲透路線，即
增加保護層厚度，或表面塗封來阻滯有害物；或阻
斷腐蝕五大條件的方法來進行防蝕。
傳統混凝土沒有強調使用卜作嵐材料，如要使
用卜作嵐材料，皆是以 ACI 混凝土配比方法取代水
泥方式為之，惟卜作嵐材料比重卻遠低於水泥比重，
直接取代恐造成單位重下降，且 ACI 混凝土配比也
未說明最佳水泥取代值為何？然高性能混凝土與傳
統混凝土不同之處，即掺料為必加之材料，且應用
緻密配比設計高性能混凝土則清楚指出，卜作嵐材
料填充骨材緻密堆積為最佳用量，除此之外，本研
究使用緻密配比設計混凝土與傳統 ACI 配比不一樣
之處，是使用低水灰比(< 0.35)，藉由降低水膠比(W/B)
方式以提高長期強度，減少如傳統富漿配比所產生
之龜裂等富貴病，如此降低水泥漿對混凝土長期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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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高性能混凝土開裂前後電位降幅率比較
圖。
Figure 11 Comparison of HPC per-cent of potential
drop before and after its cracking
comparison.

圖 10

混凝土開裂後卜作嵐固化緻密抑制腐蝕效
果。
Figure 10 Inhibited corrosion concept of pozzolanic
hardened and densified after concrete
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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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是有利的。並採用 1995 年版的美國混凝土 ACI
318「結構混凝土規範」中被認同的卜作嵐材料，透
過卜作嵐反應之交換作用，轉換易溶性之氫氧化鈣，
或其他鹼性物質，成為穩固的 C-S-H 膠體，填塞顯
微孔隙或空隙，增進材料的穩定性，故能有效阻絕
有害物質之滲透及擴散作用，同時於本研究中發現，
卜作嵐材料對開裂後的混凝土，因混凝土之緻密性，
而阻塞了使腐蝕發生之必要條件－通路，影響氧化
還原電子之移動變慢或不通，如圖 10 所示，因此所
得到之各項腐蝕指標研究數據均較佳，如表 5 所示。
但如能將混凝土品質提升，使電阻係數達 20 KΩ-cm
以上與電滲係數在 2000 庫倫以上，對混凝土之防蝕
效果將更佳，以本研究之圖 8 及圖 9 為例，即使混
凝土開裂後，仍然能使鋼筋電 位保持於未腐蝕－270
mV(SCE)以上之範圍內。且在強塑劑適量應用下，
使混凝土產生如蜂蜜般，容易流動而不發生材料析
離之效果，增進工作性減少施工所造成之缺陷，這
些均有助於混凝土的防蝕效果。更重要的即必須確
保有足夠有保護層厚度，及由料源管制、製程管制
與成品管制的控管流程保證品質，使混凝土由施工
至使用階段無裂縫缺陷的產生，然一旦混凝土開裂，
則應尋求其他防蝕處理方式，以抑制混凝土內鋼筋
腐蝕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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爐石組 > 控制組，顯示混凝土中摻加卜作嵐摻
料具有較佳之混凝土電阻係數。但如能提高混凝
土電阻係數高於 20 KΩ-cm 以上時，將有效阻止
鋼筋發生腐蝕。即使混凝土產生開裂，也能保持
在一般建議之腐蝕電阻係數之上。
6. 混凝土在未開裂前，鋼筋受混凝土良好的保護，
電位皆位於腐蝕電位以上。然混凝土開裂後，電
位隨即降至腐蝕電位以下，顯示其將發生腐蝕反
應，對此 ACI 規範耐久性考量，在有裂縫產生之
構件，就應施以其他防蝕規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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