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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套筒灌浆装配式结构重点部位质量控制
李季营

（天津开发区泰达国际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天津 300161）

摘 要 装配式工程是我国大力推广的建筑形式，最近五年来装配式建筑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市场占有率显著提

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装配式技术应用的复杂度与精细度要求也越来越高，与之对应的是管理难度也随之提升。

从工艺施工角度来看，其构建的运输、存放、吊装、钢筋定位以及套筒注浆是重点关注的领域。基于此，本文针

对上述关键环节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并对其中的常见问题与隐患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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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工程与传统意义上的施工工程有着诸

多差异。相比来说前者就好比“堆积木”，“积木”

就是柱、梁、楼梯、阳台、叠合板、墙板等各种建筑

构件。关键在于这些“积木”要提前在工厂生产出来，

再运到施工现场按照规范进行组合、拼接、安装。

“装配式建筑”从 2016年就一直受到国家的大力

支持和提倡。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式，装配式工程的发

展会越来越快速，装配式技术也会越来越多样化，质

量管理也会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现场工程管理人员

要根据现场实际工艺技术梳理工程技术难点，将复杂

的质量问题简单化，抓住重点，提前预控，严格控制

质量问题，提升装配式工程在我国的适应效率。

装配式工程重点质量控制部位，根据规范要求及

现场实际经验，具体要从下列环节分别讨论：构件运

输及存放、构件吊装、转换层钢筋定位、套筒注浆、

竖向构件与水平构件阴角处理。 

1 构件运输及存放

1.1 构件运输

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北区四标段共有 14栋

（9～ 15层）住宅楼均为装配式结构，预制构件使用

量和运输量较大，构件装车需注意设置必要的、合理

的支垫及防护措施，构件运输需选定合理，路线要通

过实地考察选择最优，运输车辆应平稳行驶，严禁超速、

猛拐、急刹，力求构件在运输中完好无损，避免变形

和毁坏。

1.2 构件存放

预制构件储存时，应严格按照交底要求顺序存放，

并按要求设置支垫，严禁随意码放。

在副中心四标项目施工现场检查时发现如下问题：

1.叠合板存放缺少垫块或垫块不在一条垂直线上，

造成构件变形。

2.竖向构件因存放场地所限无任何保护直接斜靠

在墙面上，造成构件变形。

3.叠合板竖向叠放过多，造成质量安全隐患。

在发现此类问题多次发生后，下达监理通知单要

求总包单位严格按照规范及方案施工要求如下：

1.按构件的形式和数量，包含预制楼梯、叠合板

以及预制墙板，设置警示标示牌。

2.所有构件下采用 100×100 木方作为垫木，保证

材料堆放平稳。

3.叠合板每组竖向设有两个支撑点，这两个点与

吊点位置相同；尤其是不同型号的构件不能随意地码

放在一起，否则会造成水平构件产生裂缝 [1]。每层构件

堆放采用垫木隔开，保证各层垫木在同一垂线上，最

下层垫木（100×100 木方）通长设置。从预制楼梯来看，

其堆放层数不宜大于 5层，预制阳台板则不能堆放超

过 4层，最后预制叠合板的堆放不能超过 6层。

4.墙板的堆放采用定制的构件插放架，并直立放

置（插放），墙板底部要放置在垫木上。

根据施工现场总体部署，预制构件运至现场后需要

存放在车库顶板上。这就要求在地下一层的车库顶板临

时道路及预制构件堆放区下采用盘扣脚手架进行回顶，

回顶方法要通过计算，并经过设计单位确认。

2 构件吊装

2.1 构件吊装存在的问题

预制构件吊装最重要一点是采用吊装梁等吊装工

具进行吊装，现场很多时候工人为图方便会直接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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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会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并且吊装过程中使用的

吊装工具是否符合要求，吊装工艺是否合理，都需要

提前预控 [2]。

2.2 解决措施

在吊装施工前要求总包单位做好以下几点：

1.预制构件吊装施工前，应按设计要求和施工方

案对构件存放工具、吊装工具、临时支撑工具等安装

工具进行吊装工况的承载力验算。

2.在吊装前，要为预制构件配备合适的吊具。在吊

装进行时，对吊索水平夹角要有严格的把控。具体要求

是：其水平夹角必须大于 45°，最好是大于 60°。

3.叠合板吊点为 4-8个。吊起后观察外形是否存

在缺陷、裂纹；叠合板外伸钢筋不得弯曲；与墙体竖

向筋冲突时人工局部调整；与梁筋冲突时，先拆除梁

主筋，叠合板就位后再安装梁主筋。

4.预制墙体起吊时确保吊具锁紧，吊绳应与吊点

垂直。

3 转换层钢筋定位

3.1 转换层钢筋位移控制的重要性

转换层的存在，是装配式结构稳定性的重点。转换

层就是由常规施工工艺过渡到装配式结构的结合层 [3]。

从转换层的位置情况来说，其预留钢筋的位置直接影

响到灌浆套筒连接。如果钢筋位置发生偏差，并且大

于容差范围，那么预制墙体将不能进行装配，其质量

的重要程度也毋庸置疑。

3.2 现场实际发生的问题

在副中心四标实际施工时由于总包人员管理人员

及施工人员缺少经验，对于转换层钢筋定位事宜未做

好防控，造成钢筋位移。

如此一来，极大地影响了现场施工的顺利进行。

在钢筋位移后，工人还存在私自切割钢筋现象，造成

了严重的施工质量隐患。

3.3 解决措施

1.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使用钢筋定位钢板

的建议，要求总包单位制作定位钢板（厚度 3mm），

在相应预制剪力墙插筋位置开大于插筋直径 3mm的通

孔。此固定钢筋的使用，避免了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钢筋位置偏移的问题发生 [4]。

2.发生钢筋位移后，严禁私自切割，要求植筋或

剔凿后焊接符合焊接长度及锚固长度的同型号钢筋。

4 套筒注浆

套筒灌浆是装配式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是保证结构连接最主要的措施，对其施工要采取严格

的质量管控手段。

现场的主要控制环节为坐浆、封仓检查、灌浆材

料使用、灌浆过程旁站、未出浆孔处理。

图 1 预制叠合版堆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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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存在问题

在副中心四标现场实际施工中经常会出现以下

问题：

1.冬季施工中材料使用错误。

2.竖向构件与水平构件交接处顶板阴角存在露缝

现象。

3.套筒灌浆过程中因预制构件在生产、运输、储

存及吊装过程中产生套筒损坏造成出浆孔不出浆及浆

料填充不满现象。

4.2 解决措施

1.要求总包单位根据规范及燕通构件厂的企业标

准在方案中明确灌浆材料使用条件，副中心四标项目

规定如下：如果在低温下灌浆，施工前需经专家论证。

不同大气温度下，对施工工艺有着差异化要求，如下

表 1：

表 1 施工条件要求

大气温度 施工要求

＜ 5℃ 采用专用低温型灌浆料

＜ 0℃ 灌浆作业面应采取封闭保温措施

小于 -5℃ 灌浆作业面应采取封闭保温和加热措施

使用低温灌浆料灌浆施工时，气温监测建议 2小

时一次；施工温度监测建议 4小时一次。灌浆料按照

配合比搅拌均匀后，应立即投入使用。在达到 35MPa前，

浆体温度不能低于 -5℃，并至少保持 1d内同条件养护

试件的抗压强度不能小于 35MPa。

2.在进行水平构件和竖向构件交接施工时，要求

总包单位进行坐浆，也就是在水平构件吊放前，在竖

向构件上放置坐浆料，水平构件安放后可与竖向构件

紧密连接，避免出现顶板阴角缝隙 [5]。

3.对于灌浆套筒未出浆孔的关注和记录是整个注

浆过程旁站的检查重点。施工中会出现钢筋连接空隙、

灌浆不密实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不对构件的性能

和结构安全性产生不良影响。更有甚者，可能会发生整

个构件报废的极端后果。究其原因是，灌浆料没有跟钢

筋充分接触，构件连接无法达到既定标准甚至失效，致

使灌浆套筒接头的性能极大降低。追本溯源，该问题的

症结就在于套筒堵塞，在发现漏浆或填充不满时，构件

生产厂家建议采取惯用的应对措施——将浆料从排浆孔

处直接灌入，该措施可能会留下隐患，弱化了补浆效果。

因为按照这样的做法就只剩下一个进出口，补浆时浆料

会把孔封住，导致内部无法排出的空气残留在套筒内，

使得浆料无法在套筒内填充密实 [6]。

此时应该要求燕通构件厂施工管理人员对补浆措

施进行优化，采用负压法进行补浆，并将未出浆孔钻

开，然后采用一根密封套管与原灌浆套筒外伸口连接，

使用真空机或已被压缩的塑料瓶将套筒内部空气抽出，

并将密封套管伸入注浆料中，此时负压会将注浆料自

动吸入套筒内，弥补了原始补浆方法补浆效果差、补

浆不密实的不足。

5 结论

针对上述现场实际发生的问题，通过采用定位钢

板以及负压法补浆等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城市副

中心职工周转房四标项目的施工进程及施工质量的提

升，获得了甲方及工程办领导的高度评价，并取得北

京长城杯等奖项。

四标项目各参建单位在长期合作的建设单位——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和上级公司住总集团

等单位的指导下不断开拓进取、总结经验、吸取优秀

做法，已经开始寻找更为合理的装配式工程工艺。目

前在副中心二期尝试采用纵肋墙板的施工工艺，避免

了钢筋位移、套筒注浆不饱满等质量隐患。相信在各

种新工艺的改革下，我国的装配式工程将会不断完善，

得到全面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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