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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裂缝的成因检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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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结构裂缝是建筑工程推进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混凝土结构裂缝的成因检测”为主要

研究对象，首先总结了常见的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形式以及其危害之处，然后分析了裂缝的成因并总结了具体的检

测和应对方法，以期相关研究内容能够为广大工作人员带来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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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筑工程当中非常典型的类型，混凝土结构

在其既定的寿命周期当中出现裂缝着实在所难免。对

于已经出现了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建筑，就这些裂缝展

开成因检测和性质鉴定的过程中，采用合理且有效的

处理措施，有助于提高建筑的持久性、耐久力。

1 理论总结与综述

1.1 常见的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分类及危害

1.1.1 混凝土结构裂缝的形成原因所致的分类

1.根据裂缝的开展程度进行分类。其通常可以划

分为贯穿性裂缝、表面性裂缝以及破坏性裂缝。

2.按裂缝的形式进行分类。其一般可以被划分为

垂直裂缝、水平裂缝、横向裂缝、纵向裂缝以及不规

则裂缝等几大类别。

3.根据裂缝的形成原因进行分类。其可以被划分

为材料因素裂缝、设计因素裂缝、使用因素裂缝、施

工因素裂缝以及温度因素裂缝等几个主要类别。

4.根据裂缝的尺寸大小进行分类。一般情况下有

微观裂缝和宏观裂缝之分，前者一般存在于混凝土结

构的内部，宽度一般不超过 0.05毫米，而且在混凝土

内部也不够贯通；宏观裂缝则主要指那些尺寸比较大

的裂缝，其一般情况下会超过 0.05毫米，极有可能存

在于混凝土结构的内部，也有可能存在混凝土结构的

表面。[1]

1.1.2 混凝土结构裂缝的主要危害

首先，会对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正常使用、

耐久性、美观等造成非常直接的影响；其次，如果结

构裂缝过大，有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或者构件被彻底

报废，或者造成后续返工，导致严重的材料浪费以及

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2]

1.2 混凝土结构裂缝的成因分析

1.2.1 沉降所致的裂缝

其主要是指在没有经过妥善的加固处理或者说在

地基遭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因为没有经过严格的

刚度调平，导致局部沉降过大，最终让混凝土结构建

成之后的地基出现不均匀的沉降，进而导致混凝土结

构开裂。

1.2.2 收缩所致的裂缝

对于混凝土本身而言，其在硬化或者凝结的过程

中很容易出现收缩的情况，主要包括凝结阶段水泥凝

胶体的体积收缩、塑性收缩、碳化收缩以及混凝土结

构硬化阶段的失水干缩。一旦收缩受到约束却又没有

办法自由发生，就会导致收缩裂缝的出现。[3]这一过程

和混凝土施工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可以通过对施工过

程进行监督管控，减少裂缝出现的概率。 

1.2.3 荷载所致的裂缝

这也是混凝土结构当中较为常见的一类裂缝，倘

若混凝土结构在建造过程中始终没有办法达到设计强

度方面的要求，在荷载的影响下，其所承受的外力超

过了混凝土本身的弹性极限时，就会裂开。而且随着

荷载作用的逐渐加强，裂缝会从小逐渐变大，最终形

成明显的荷载裂缝。

从作用来看，荷载对混凝土结构会产生剪力作用、

扭矩作用、弯矩作用、拉压力作用甚至集中作用的合集；

在对墙体或者薄壁混凝土构件进行施工时，即便其已

经达到了设计强度方面的要求，也会容易在施工过程

中因为受到撞击而产生裂缝。

1.2.4 温度所致的裂缝

受自然环境当中种种温度所影响，混凝土建筑内

部和结构表面很容易出现温度变形的情况，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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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界所限制，变形没有自由发生时，混凝土结构

当中就有可能产生温度应力，一旦温度应力超过了混

凝土的抗拉强度，其就有可能发生开裂。之所以会出

现温度裂缝，原因要么在于水泥本身的水化热，要么

在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温差。

在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过程中，室内和室外本身就

存在一定的温差，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昼夜温差、四季

更迭所导致的温度影响，结构当中很容易产生一定的

温度应力以及裂缝。尤其在一些高层和多层建筑当中，

由于建筑顶部常年承受着日光折射，面临着巨大的温

差变化，所以这也是混凝土裂缝最为严重的区域。根

据我国建筑规范要求，因为高层建筑的温度应力相对

明显，外墙最好使用幕墙对其进行包裹，进而减少外

界温度变化对建筑主体结构造成的影响；混凝土在凝

结硬化的过程中，因为水泥会伴随水化热而释放出大

量的热量，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浇筑后的 7个小时内，

一旦水化热促使混凝土结构的内部温度比较高，与外

部的低温度形成一定的温差，其就会因此产生裂缝。 

1.3 混凝土结构裂缝的主要检测方法

1.3.1 裂缝形态的检测方法

其主要是指在掌握混凝土结构基本表现形式的前

提条件下，就裂缝形成的原因、特点展开深入分析。

形态检测往往需要结合多种手段以及方法，及时掌握混

凝土结构裂缝的表现形态，确定其变化趋势，这样更有

助于在后续采取相对合理的办法来对裂缝进行处理。

1.3.2 对裂缝宽度以及长度的检测

针对混凝土结构裂缝进行宽度以及长度的检测是

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后续修复究竟该

采取怎样的方法。通常情况下，混凝土裂缝发生的原

因不同、长度不同、位置不同，在对裂缝宽度以及长

度进行检测的过程中，除了要检测裂缝最大的宽度，

还要注意检测两端的宽度。对混凝土结构裂缝宽度的

检测办法一般有列宽检测仪和对比卡，对长度的检测

一般会使用激光测距仪和卷尺，当然在实际检测过程

中，还要对裂缝的变化进行动态观察。 

1.3.3 裂缝深度的检测方法

其主要包括两种检测办法，分别是开凿法和超声

波法。前者主要是指针对混凝土结构灌注红墨水，然

后在裂缝进行局部的开凿处理，通过监测红墨水入侵

的深度，来判断裂缝的深度。不过这样的检测方法会

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旦裂缝深度较大，检测的结果也

就不会非常准确；后者一般是使用超声波穿透声来进

行测速，进而对混凝土材料的质量展开分析。

1.4 混凝土结果裂缝的处理措施探讨

对于很多项目工程而言，混凝土会因为一些原因

而出现结构裂缝，为了避免其持续恶化，有必要对其

加以处理，以免对后续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耐久性以

及适用性造成影响。能够用来进行混凝土裂缝处理的

方法非常多，主要方法有下述几种。

1.4.1 灌浆处理办法

其主要是指利用压力设备将修补的浆液注入到混

凝土裂缝当中，最终达到闭合裂缝的目的。 

1.4.2 表面涂抹处理办法

其主要是指利用涂料将裂缝的表面涂抹遮盖住。

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操作办法，针对一些

比较轻微的裂缝进行处理，以免影响到建筑的美观度。

但整体而言，这种操作方法具体适用的空间其实颇为

有限，只能处理一些长度和深度不大，不会影响到结

构安全的裂缝，本质上还可以起到美化和修饰的作用。

在对裂缝进行掩饰的操作处理过程中，通常会采用对

表面进行涂刷的办法，尽可能先将裂缝的表面清理干

净，然后再进行涂刷和填充，进而达到理想的修饰效果。

1.4.3 填充封堵的处理办法

利用水泥砂浆对混凝土结构裂缝进行填补，必要

时可以对裂缝进行先期处理，然后再用材料进行封堵。

1.封闭裂缝的操作方法。针对一些破损比较明显

的裂缝，为了避免混凝土结构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可以采取封闭裂缝的操作办法，确保结构的完整性。

在封闭裂缝方法的选择方面，可以结合裂缝的实际情

况，采取抽吸灌浆、压力灌浆或者浸渍混凝土等方法，

确保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可以及时恢复。

2.结构加固的处理办法。针对那些已经波及安全

的混凝土结构裂缝，必须采取加固的办法进行处理，

确保其能够满足建筑承载的安全要求。结合混凝土结

构固件的加固设计要求，通常可以采取的加固方法包

括外贴钢板法、大截面法、外包钢加固法、预应力加

固法和置换加固法。

首先，是外贴钢板法。其主要是借助薄的钢板或

者其他类型的钢材，通过双组分环氧黏合剂附着在混

凝土结构的表面，最终形成混凝土－胶－钢板相组合

的系统，其具有操作简单、施工周期短、不损伤原始

配件、对原始配件外形影响比较小的优势；其次，是

外包钢加固法。其主要是指利用型钢包裹在构件的四

个角落进行加固，具有现场工作量小、简单操作、受

力比较可靠的特点，对于那些不允许增大原始构件截

面尺寸的裂缝要求，可以采取如此方式进行处理；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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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预应力加固法。这种方法具有卸载、改变结构内力

以及加固的三种效果，比较适合对大跨结构进行加固。

利用预应力钢筋在构件外侧进行张拉，可以起到提高

正截面、增加主筋以及斜面强度的效果，与此同时也

提高了其刚度，本质上是一种相对积极的操作方式；

最后，是置换加固法。这种操作办法一般会被用在梁

或者偏心受压柱当中，首先按弯矩图判断确定最危险

的截面，然后在界面受压区域使用更高一级的新混凝

土置换老混凝土，当然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且剖面必

须做到直角平整。

2 案例分析

2.1 案例基本情况

案例项目属于商住两用楼，一共 9层（地下 1层，

地上 8层）。楼体平面为矩形，总长度为 28米、总宽

度为 11.9米。该项目于 2017年正式竣工并投入使用，

目前住宅率已经达到 100%，商业出售率达到 60%。

2.2 混凝土结构裂缝问题的出现

该住宅楼的四层因为用户装修在板底出现裂缝，

为了确保建筑结构的安全性，需要对楼面的裂缝情况

进行检测。具体的检测内容包括：住宅楼楼板裂缝的

鉴定、住宅楼楼板结构裂缝出现的主要原因检测、对

住宅楼楼板结构进行鉴定、总结出能够解决住宅楼楼

板裂缝问题的方法。

2.3 检测方法

2.3.1 楼板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

借助回弹法对混凝土抗压强度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表明混凝土抗压强度满足原始设计的强度要求。

2.3.2 楼板底部的钢筋检测

使用 CM9钢筋检测仪器对楼板底部配置的钢筋其

本身的受力直径、保护层厚度等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表明，项目楼板底部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的厚度符合《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以及《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中的要求。

2.3.3 楼板厚度的检测

采用楼板厚度检测仪器对楼板厚度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表明，项目楼板厚度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当中的要求。

3 案例项目混凝土裂缝出现的原因以及具体

的处理措施

3.1 裂缝出现的原因以及应对策略分析

根据《房屋裂缝检测与处理技术规程》内容显示，

项目面板的强度以及钢筋配置完全符合建筑设计要求，

而通过对楼板受弯承载力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项目的

楼板完全符合承载力的具体要求，裂缝的出现意味着

其属于非荷载方面的裂缝。后续通过分析发现，该裂

缝本质上属于干缩裂缝，针对这一类型的裂缝进行处

理，最好使用压力注浆法。

3.2 裂缝处理结果以及检测

第一，要对出现裂缝的构件进行处理，沿着裂缝

走向至两侧 100毫米以内的位置，进行杂物清理。

第二，在裂缝两端以及交叉的位置直至裂缝深处，

埋设注浆管，间隔为 400毫米每次。

第三，使用专用的封缝胶对裂缝进行处理，确保

胶层没有任何气泡，并且厚度必须超过 2毫米，与注

浆嘴的位置进行密封连接。

第四，进行注浆操作，从顶端到末端，严格按照

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注浆。

第五，等到注浆完成以后，在压力稳定一段时间

之后，再把注浆嘴彻底关闭。

第六，根据《房屋裂缝检测与处理技术规程》当

中的内容，有必要对裂缝处理的效果进行全方位的检

查。要在封缝胶固化以后进行压气实验，检查封闭效果，

同时还要观察注浆压缩空气压力值完全等于注浆压力

值时，后续是否有气泡出现，如果存在漏气的情况，

必须立刻进行修补。

混凝土结构裂缝是能够影响到混凝土结构安全性、

适用性以及耐久性的关键性因素。当然其之所以会发

生，完全是不同因素所导致的，因此必须加强对其产

生原因的分析，并对其进行监测。在实际推进工程建

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注意设计因素等对混凝土裂缝

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要注意材料不同是否会导致出现

混凝土结构裂缝，当然这些因素并非是独立存在的，

往往是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所以必须对

其进行系统地、综合维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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