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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肖 妍 熊 鹏

（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逐步深入发展，道路桥梁也成为了经济建设中的关键组成部分。重视道路桥梁的施工

建设，不仅能够完善城市的交通网络系统，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出行，同时对国家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

作用。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混凝土裂缝是较为常见的一种问题，它的出现不仅会使道路桥梁工程的使用寿命大

打折扣，还会留下严重的事故隐患。本文针对道路桥梁施工中的混凝土的裂缝常见类型及危害性进行阐述，分析

裂缝的产生原因，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和解决途径，以期能促进道路桥梁各项性能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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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道路桥梁施工行业，混凝土材料应用

极为广泛且占比较重，但因其较差的抗拉性能以及不

合规的使用，会埋下事故隐患，影响了行车安全。而

实际施工过程中，由混凝土本身特性所引发的质量问

题也屡见不鲜，其中，较为常见的就是以混凝土裂缝

形式表现出来的，此类问题涉及到主客观因素较多，

比如施工管理不善，荷载作用下的裂缝，变形作用下

的裂缝等，这就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并积极研究其产生

原因及防治措施。

1 道路桥梁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常见类型

在道路桥梁施工过程中，常见的混凝土裂缝主要

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分别是荷载型裂缝、混凝土收缩

型裂缝、温度变化而产生的裂缝以及沉降型裂缝。[1]

1.1 荷载型裂缝

荷载作用下形成的这类裂缝一般都具有较为明显

的规律性，此类裂缝的出现预示着承载力可能不足或

存在严重问题，如最先出现在承受弯矩最大截面的梁

板跨中或连续梁支座处产生的弯曲性裂缝，随着时间

的推移裂缝会向周边发展，进而使混凝土的保护层受

到破坏甚至脱落，因而工作人员必须要重视因承载力

不足而产生的消极的连锁反应，加强前期的承载力裂

缝防范工作。

1.2 收缩型裂缝

混凝土材料本身具有收缩性特征，这主要是由于

在浇筑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混凝土在凝结硬化过程

中因水泥的水化反应现象，混凝土内部水分急速流失，

从而导致混凝土因失水而发生了体积的大幅度收缩，

而早期的混凝土强度较低，当这种变形应力超过混凝

土所能抵抗的最大应力时就会出现收缩裂缝。

1.3 温度变化引起的裂缝

外部气温变化、内部水泥水化反应会导致温差，

与其他材料相似，混凝土材料也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热

胀冷缩性质，水化热等会引起的温度发生骤然改变的

现象，均会使之发生变形，当材料变形受阻而产生的

应力超出自身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时，就会出现裂缝 [2]。

在进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时，在浇筑后的硬化阶段会

释放出大量的水化热，从而使得混凝土因内外部位温

差大而引发裂缝出现，且温度裂缝容易受到环境因素

的影响，并呈现出季节性的特点，会随着季节温度的

变化扩大或缩小。

1.4 沉降型裂缝

地基沉降不均匀引起的裂缝在工程中也较为常见，

一般公路项目里程较长，同一项目的地质差异较大，

承受荷载不均等均会造成地基土的不均匀沉降，从而

在混凝土结构内部产生附加力，该应力超出本身能承

受的抗拉能力时就会引起开裂。

2 混凝土裂缝具有的危害性

道路桥梁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

出现问题将会威胁到人们的出行安全。经济的发展带

动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也对路面桥面的承载能力要

求更为严格。混凝土裂缝的出现影响的将是整个道路

桥梁结构的安全，甚至最后导致桥梁工程的坍塌，给

国民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混凝土出现裂缝

之后，需要安排专业的施工人员来进行抢修，同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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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还会给社会正常

的交通出行带来拥堵，并影响后期的道路桥梁施工的

工期。此外，当混凝土已经出现了裂缝时，空气中的

水分、二氧化碳等物质很容易渗入并且给混凝土内部

结构带来不利影响，比如碳化现象、钢筋锈蚀，导致

道路桥梁的承载力下降 [3]。

3 道路桥梁工程中混凝土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

3.1 设计疏漏、施工质量监管不力

设计阶段，由于设计人员结构计算疏漏、设计强

度不足、采用模型不合理等因素；施工阶段，作为整

个道路桥梁工程的施工主体，施工人员因缺少切实的

法律规范、条例来规范和约束他们的施工行为，导致

他们对施工过程没有加以重视，不遵循国家的施工标

准和规范，不按图施工、擅自改变施工工艺流程。同

时部分施工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认识，如

混凝土组成材料的配比比例不够熟悉，不了解结构受

力特点，过早拆模、吊装，预应力放张不符合要求，

均会引起裂缝的出现，无法做好过程的监督与控制，

也就无法保证整个道路桥梁工程的质量效益。

3.2 外界温度变化的影响

温度裂缝与温度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施工

过程中尤其常见。道路桥梁工程施工都是在露天的场

所下进行的，外界气温条件的改变会对混凝土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混凝土浇筑后释放的水化

热也会造成内部温度的改变，形成内外温度的差异，

而当温度应力过大时，也会使混凝土产生裂缝。混凝

土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裂缝与其内部组成结构、质量

体积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4]。

3.3 混凝土原材料不合格

混凝土裂缝与其原材料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比如，水泥因过期、受潮等原因导致强度不足产生的

开裂。粗细集料粒径过小且级配不合理、细集料含量

过多，致使水泥用量增大，从而加大了混凝土收缩导

致出现裂缝。同时，粗细集料中有害杂质含量超出规

定后，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如含泥量过大、有机质含

量过高，混凝土的强度、耐久性均有所下降而开裂。

同样，水、外加剂等其他组成材料中氯化物杂质含量

不满足技术规范要求时，均会影响混凝土强度等性能。

3.4 施工工艺不规范

道路桥梁施工中，在混凝土搅拌、运输、浇筑、振捣、

养护各施工阶段，若施工人员对质量把关不严格，施

工工艺不合规，均会引起各种类型的混凝土裂缝产生。

比如，过长的搅拌、运输时间，会使混凝土中水分蒸

发损失过多，产生不规则的收缩裂缝；振捣不密实造

成的空洞、蜂窝麻面，也会使混凝土强度、耐久性大

大降低从而导致荷载型裂缝产生；混凝土初期养护不

够及时、养护时间不够充分致使混凝土表面急剧收缩

出现的收缩裂缝；混凝土因分段施工或未连续浇筑形

成的施工缝，而施工缝的接头部位处理不当都是引起

后期混凝土产生裂缝的原因之一 [5]。

4 有效应对道路桥梁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对策

4.1 有效控制并降低温度差

针对上述裂缝类型及产生的原因分析，重视温度

变化导致的混凝土裂缝，探索多种可能减少温差的手

段和方法，以此来降低混凝土裂缝发生的概率显得尤

为重要。首先，加强混凝土拌和、浇筑、养护等施工

过程中对温度的监控，确保混凝土拌和、浇筑温度较低。

其次，应尽可能地规避在高温炎热时段进行混凝土施

工，而若在夏季进行浇筑施工作业时，可以通过降低

混凝土一次浇筑的厚度或预埋冷水管的方式来保证热

度的散发，从而减少混凝土内外结构的温度差异。同时，

浇筑完成的还要避免暴晒，而在冬季时则要做好对混

凝土的保温措施，减少内部结构之间因拉应力而引起

冻胀裂纹，防止混凝土在前期因温度过低对结构稳定

性造成不利影响 [6]。

4.2 加强对混凝土材料及配合比的管控

混凝土材料的优劣直接对最终的道路桥梁的施工

质量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后期裂缝的治理和工程

的整体质量方面影响较大。在开展混凝土施工作业之

前，要有专业的试验人员对混凝土的原材料质量进行

严格的筛选和检测，了解材料的规格质量要求，基于

道路桥梁施工的预期目标和要求，来选择满足强度质

量的水泥及骨料等，只有确保混凝土组成的原材料满

足技术规范及设计质量要求，才能在根源上做好对混

凝土的质量控制。水泥因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水化

热指数变化较大，为了避免裂缝的形成，在满足强度

等其他要求下，可以通过选择释放水化热较低的水泥

品种以及尽量降低水泥的使用量来减弱水化热对混凝

土的不利影响。除此之外，还需要重视骨料粒径大小

及级配要求，做好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试验，尽量降

低水灰比，同时增大骨料的使用量等，以及现场拌和

用粗细骨料的含水量试验，及时对于试验式配合比进

行调试工作，最终确定合理的施工配合比以保证混凝

土的施工质量，降低混凝土裂缝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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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严格控制施工工艺和质量

在道路桥梁施工中，防治裂缝的重要举措之一就

是对工艺过程的严格控制及优良的施工操作水平，只

有在施工阶段做好质量管控，才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

后期裂缝的形成。因此，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按图纸及

技术规范要求施工，提前做好人员、施工设备的统筹

规划，严格把握混凝土拌和、运输、浇筑、振捣所需

时间，确保实现混凝土浇筑施工的连续性，减少施工

缝。首先，在混凝土拌和过程中，严格按照经批复的

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进行计量投料拌和，通过试拌确定

拌和时间等工艺参数，以保证拌制的混凝土具有良好

的施工和易性。另外，混凝土拌合站场地的选择也非

常重要，要尽可能地选择距离浇筑现场近一些的位置，

不仅有利于降低施工成本，同时也便于后期的混凝土

材料的运输，避免了路上的损耗和颠簸，减少了混凝

土的离析和水分蒸发损失，以减少后期收缩裂缝的形

成。其次，要做好对于混凝土的振捣浇筑施工的控制。

作业人员要控制好混凝土的送料时间，防止混凝土先

于送料之前出现凝结硬化现象。严格遵循以车为单位

来逐个监测混凝土的坍落度的方法，防止部分混凝土

因坍落度损失过大不合格而影响整个道路桥梁的质量。

此外，道路桥梁工程在浇筑混凝土时，还需要根据具

体的情况选择最为合理的振捣方式，如果混凝土的需

求量较小或者需要较高的塑性的话，可以选择人工的

方式来进行振捣，能够保证混凝土更加均匀密实。相

反如果混凝土的需求量较大，就需要采用机械方式进

行振捣，以保证振捣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作业人员

需要对振捣的时间和方式进行科学控制，以排除混凝

土内部的气泡，同时也要避免遗漏或者速度过快等问

题。最后，做好施工过程中及后期的混凝土养护工作。

除了在前期以及中期混凝土裂缝的防护治理工作外，

后期的维护工作也是非常需要重视的环节。混凝土裂

缝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养护工作不到位而产生的，尤

其是在冬夏季温差过大的气候环境下，更要加强养护

质量，高温时常采用覆盖养护、洒水养护等方式，避

免混凝土表面水分蒸发损失过快，低温下对混凝土的

保温措施也需增强，最终降低裂缝出现的几率。相关

部门及管理人员还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维修养护小组，

重视养护工作的正常进行，制定出道路桥梁的质控计

划，要求作业人员按照计划开展工作。

4.4 加强沉降裂缝的控制

地基沉降不均匀所引起的裂缝，往往是由于不良

的地质条件及对于冻土、软土等地基处理不当所导致

的。因此，在对于此类裂缝的控制中，要做好不良地

质的前期勘查设计工作，在施工阶段，严格按照设计

及技术规范要求施工，同时做好沉降监测工作，只有

当地基处理达到设计规范要求时，才能避免后期因大

范围沉降导致混凝土结构内部产生附加力而形成裂缝。

4.5 对已产成的混凝土裂缝的处理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道路桥梁出现了裂缝的

迹象，应该立即采取积极的修补措施，以免裂缝的扩

大恶化而造成混凝土结构质量严重受损，从而产生危

害。首先，对于宽度、深度且规模小的裂缝，采用表

面处理的方法进行修补，即将需要处理的混凝土裂缝

部位表面清洗干燥后，采用涂抹或贴补材料的方式进

行处理。而对于修补较宽的裂缝，可采用填充法直接

进行处理，处理方法较为简便且成本较低，而灌浆法

处理是目前应用得较为广泛的，从细微到大裂缝均能

使用，且使用效果也比较理想，它是通过采用注浆设

备将补缝用浆液注入裂缝中，以达到封闭裂缝的效果。

5 结语

总而言之，道路桥梁是当前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建设的质量安全和操作规范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和

标准。对于在施工过程或后期出现的混凝土裂缝问题，

工作人员在进行原因分析时要辩证性地去看待，从设

计、施工、养护运营使用各环节进行详细的系统分析，

找出原因，分析性质，预测其对于道路桥梁整体质量

的危害性，然后针对不同的裂缝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

效且经济合理的方法解决，对症下药方能取得良好的

成效，也能最大程度上降低建筑施工企业的成本损失。

参考文献：
[1] 蒋志根 .混凝土结构施工中裂缝的成因及应对措施
分析 [J].通讯世界 ,2018(13):359.
[2] 郭会玲 ,李国军 .关于道桥工程中裂缝修复的几点
做法 [J].工程技术 ,2016(04):201-202.
[3] 同 [2].
[4] 杜欣 ,胡进森 .浅谈道路桥梁设计及施工裂缝成因
[J].智能建筑与工程机械 ,2020(08):88.
[5] 张松涛 .浅析桥梁施工裂缝的成因与防治措施 [J].
黑龙江交通科技 ,2016,05(15):56-57.
[6] 高继峰 .道路桥梁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形成与处理
方法 [J].城市周刊 ,2019(25):16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