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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筑中混凝土结构的施工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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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行业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进行正式建筑施工的过程中，

混凝土结构是重要的建筑材料，所以，有效确保混凝土结构的可操作性性能直接决定了整个项目的安全性和施工

质量。混凝土结构是土木建筑工程中最常见和关键的结构之一，然而近年来因混凝土结构导致的施工质量问题频

发，本文对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混凝土结构相关施工技术予以研究，分析了导致各类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办法，旨在对土木工程建筑中混凝土结构施工技术的提升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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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城镇建设得到了全面的提

高，建筑行业的发展空间也在逐渐增大。由于土木工

程的主材料是钢筋、水泥等，因此混凝土施工技术成

为了建设过程中的核心，也起到最关键的作用。但是

在整体施工过程中很容出现裂缝的问题，所以施工单

位要加强技术的提高，增加监管力度，这样才能保障

土木工程施工的有效进行。

1 土木工程和混凝土技术

1.1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在当今社会十分普遍，可以说，现代社

会当中的许多建筑都属于这一工程类别。此种建筑工

程区别于其他同类型的建筑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主要经由专业建筑人员对其进行作业，并且借助不同

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对其进行搭建。按照给定的施工

图纸，对其进行技术搭建，最终还需进行繁琐的检验

工作。总体而言，土木工程对专业知识和经验依赖较强。

与此同时，此类工程还是一类综合性比较强的专业技

术，一般会包含施工设计、侦查和材料选择等学科。

同时，土木工程还会受到建筑工程周边环境、地理位置、

气候等方面的影响。

1.2 混凝土结构概述

混凝土结构是以混凝土为主体，与其他材料按比

例配合起来的一种建筑模式。混凝土是一种粘合材料，

是一种性能很好的建筑材料。混凝土结构技术目前的

发展已经很成熟，操作的方法也逐渐变得简单。另外，

混凝土的耐久性以及承重力也是很高的，提高了建筑

的安全性，能够抗震抗火。

1.3 混凝土施工技术水平是确保施工质量的

关键

在土建工程施工过程中，最重要的结构形式和最

常见的结构形式就是混凝土，它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

响到整个建筑工程，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建

筑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调查可以发现，目前许多的

土建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都存在混凝土施工工

艺不规范，原材料达不到标准等问题，大大降低了土

建工程施工的工程质量，并且还引发了各种问题。因

此，对于土建企业来说，要合理利用混凝土施工技术，

提高混凝土施工质量，才能提高自身优势，在市场竞

争中取得优势。

2 土建施工中混凝土施工技术要点

2.1 施工单位对商品混凝土的验收制度及要求

2.1.1 选择供应商的标准

对于供应商的选择，要着重看重其口碑和信誉，

同时也要看其他条件的优势。

2.1.2 混凝土采购与订货的标准

各个部门要对商品混凝土的进场进行严格的审核，

检查材质以及合格证，之后通过材料报审数据进行再

次的复检，对数量、尺寸、厂家等资料进行对比，同

时将不符合的材料清理出场，只有符合标准的部分才

能同意在施工现场使用。

2.1.3 混凝土在进厂时须附有对应的基本资料和厂

家的生产证明书

送检的混凝土要划分批号，以厂家生产批号来进

行。在进行复检的时候，同样要对其抗压能力和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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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行抽样测试，只有确认检测项目合格达标后才
可以将其投入正式使用。

2.2 模板的安装和拆模

（1）柱模板：第一根的安装要有临时支撑，或是

用铅丝绑扎固定柱主筋与柱模板；第二根的安装则需
要黏结柱模板，使用 2cm厚海绵条以防止漏浆，随
后使用螺栓固定；之后将其安装成为方桶状，安装柱

套箍，校正截面、轴线位移、对角线，模板的固定使
用 3道小型钢且保持 50cm间距，再一次进行校正。
（2）梁模板：建筑施工的规范之中，现行结构楼板支

撑搭建高度在 3.2~5.4m，水平杆间距 1.5m，板材厚度
9~12cm，若梁高比 70cm大，则需额外加立杆，梁底方
木截面为 8cm×6cm，方木间距应小于 30cm，相隔 2.4m

安装剪力撑来保证立杆竖直。在设计侧模计算时，采
用梁的净跨，在梁跨中间连接。

2.3 混凝土的浇筑

（1）混凝土浇筑所需的模板必须有完整的尺寸、

厚度、刚度、强度等精确的数据，需保证其达到施工
标准要求；检查整体数量、预埋件的位置和保护层坚
固程度，并进行施工记录；在进行地基浇筑之前，提

前将碎片和泥进行清理，对浇筑过程中模板内污染物
以及垃圾，应做到及时、迅速清理，在进行正式的浇
筑时，施工人员应确保遵循层次顺序从低到高，每一

层的厚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2）在进行浇筑之
后，外观上会产生一些非常明显的瑕疵，这些问题十
分容易被解决，但是内部产生的问题就容易被忽略，

极大地影响了建筑物的质量，为了将问题彻底解决，
企业就需要培训业务能力更强的浇筑、振捣工人。（3）
混凝土发生的变形有四种：温度变形、自身体积变形、

荷载作用变形、湿胀干缩变形。

2.4 混凝土振捣

快插慢拔是混凝土振捣时的基本操作方法，应对
振捣棒的性能全面检查，保障在布置插点时具备均匀

性，振捣时间在 15~30s，插入深度应该超过 5cm。垂
直振捣和斜向振捣是振捣器的主要振捣方法，在斜向
振捣时应该控制角度在 40°~50°。快插操作能够有效避

免混凝土的离析问题，而慢拔操作则能够避免出现较
大的空洞而影响结构的整体质量。高频振捣器在当前
施工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此时可以适当降低振捣的时

间，可控制在 10s以上。在完成振捣后，应该确保没有
气泡的存在。交错式和行列式在插点布置中的应用较
多，应该根据实际施工要求进行选择，根据设计要求

控制移动距离 [1]。

2.5 混凝土养护技术

混凝土养护技术在振捣作业完成后进行，目的是

保持混凝土性能质量稳定。相关技术操作标准及要点

是：首先，在浇筑混凝土作业完成后，应在 12h内展

开养护作业；其次，养护方法可以采用混凝土表面洒

水或毡步覆盖等方式，对混凝土进行保湿保温。针对

塑性指数较低的混凝土，应在完成混凝土浇筑及振捣

后，选用喷雾养护方式；最后，混凝土养护作业应确保

持续性，养护延续时间不少于 14d，在养护期间应使混

凝土表面始终处于湿润状态，以减少混凝土裂缝发生。

2.6 混凝土裂缝处理技术

土木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对于

建筑材料的制备和混凝土的实际施工技术的控制。为

此，土建工程想要切实提高对混凝土施工技术实际过

程的质量控制，就要建立混凝土施工技术质量管理体

系，加强施工流程、施工技术、施工工艺的选择与实施，

确保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完善。加强混凝土施工技术监

督管理，重点抓好施工关键环节和过程的控制和监督，

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度，落实补偿机制和惩戒机制，

全面做好控制工作，提高混凝土浇筑养护技术水平，

确保混凝土施工技术质量。尽管如此，混凝土裂缝是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混凝土裂缝的形成原因较复杂，

与设计、施工、材料以及环境条件有关，主要可以总

结为结构性裂缝和非结构性裂缝两大类。针对裂缝宽

度小于 0.3mm的不活动的浅裂缝且不接触水介质的民

用建筑构件可采用在裂缝的表面涂抹环氧水泥砂浆、

环氧胶泥等防腐材料的表面封闭法，对于宽度大于

0.3mm的、深度比较深的裂缝，例如大型结构的贯穿裂

缝等问题可采用压力注浆法封闭，裂缝宽度大于 0.5mm

的活动裂缝和静止裂缝一般采用沿裂缝将混凝土凿成

U或 V形槽，槽宽和槽深分别不小于 15mm和 20mm，

然后用环氧树脂或弹性填缝材料进行填充。

3 混凝土结构裂缝的问题

3.1 水泥水热化

在混凝土搅拌过程中，水泥内在的热量会进行释

放，使得混凝土的温度较高。在土木工程应用中，由

于施工面积较大，而表面系数较小，导致水泥中的热

量积存，无法达到挥发的效果，逐渐地会从混凝土内

部进行升温，使得内外温度不统一，温度相差过大，

从而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裂缝现象，使其无法承受更多

的力量，这对整体水木工程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3.2 混凝土自缩

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容易发生自缩的状况，造成

这种状况发生的因素有三种：第一种，水泥因素。混

凝土结构施中，只有 20%的水分提供水泥硬化工作，

而其余的水分大部分被蒸发殆尽，当蒸发掉的水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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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存在水分时，就会造成内部失衡，从而造成混凝土

自缩情况的发生；第二种，外加剂因素。这种情况的

发生多数是受到高效减水剂的影响，在混凝土施工过

程中，为了有效提高施工速度，从而使用高效减水剂

来增加混凝土的流动率，但是这有着一定的弊端，会

严重影响到水泥的自缩值，造成混凝土的自缩；第三

种，矿物掺合料的因素。在混凝土进行搅拌时，通常

会加入一些硅灰等矿物，从而让水泥达到相关的要求，

但是这种添加恰恰会影响到混凝土的自缩值，从而造

成影响。在生产过程中，掺合矿物添加不规范的情况

会影响到混凝土的自缩值，从而进一步地造成裂缝的

产生。

3.3 外界温度变化

在土木工程建设中，混凝土浇筑很容易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由于水泥水热化，导致混凝土的内部温

度过高，与外界温度相差较大，导致内外温度比例失

衡，从而形成裂缝的情况，温度应力与混凝土内外温

度差成正比，温度应力越大，裂缝形成的概率就越大，

面积也越为突出。在土木工程施工中，由于混凝土结

构比较厚重，在建设地基时会造成一定的约束，而浇

筑地基越厚重，产生的约束力就越强烈，类似这种外

部的压力会对混凝土遭受伤害，从而形成严重的裂缝

现象，再加上温度效应的影响，最终导致施工无法有

效地进行 [2]。

4 土木建筑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4.1 裂缝控制

对施工裂缝的有效控制是提高混凝土结构施工质

量的主要途径，不仅能够改善结构的美观性，而且可

以保障良好的承载力和稳定性，延长其使用寿命。对

施工现场的区段进行合理划分，通过温度单元的设定，

为浇筑施工提供依据。防止在浇筑施工中出现较长时

间的中断，这是预防施工缝的关键环节。分层浇筑是

控制混凝土裂缝的主要技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取

得良好的浇筑效果。筏板浇筑应该明确其厚度，尤其

是在 700mm的情况中，应该在浇筑和振捣时合理划分

层次。泌水现象多出现在混凝土振捣施工当中，应该

实时关注泌水情况并予以清理。在粗找平后运用碎石

加以处理，其厚度通常在 20mm以内，为提浆施工奠

定基础。二次振捣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善整体振捣效果。

在养护中应该严格控制时间，通常不能低于 15d，防止

出现温度骤降的现象。

4.2 约束力控制

首先，控制外部约束力。滑动层的应用能使地基

对滑动层的约束力得到控制，从而改善大体积混凝土

结构的整体性能。通过沥青毡层和砂垫层的运用，结
构灵活性更强，有助于防止出现裂缝问题。其次，控制
内部约束力。温度应力是引起内部约束力的主要因素，
因此应加强对温度的实时监测。蓄水法和暖棚法等在施
工中较为常用，保温效果较显著，内外温度差得到控制。

4.3 混凝土结构原材料的把控

4.3.1 水
在混凝土结构施工中，水作为最重要的原材料之

一，对其有着一定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可以直接采
用饮用水、自然用水等进行混凝土结构的搅拌。对于
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污水来说，是不能直接投入使用
的，这会影响到整个施工质量，并且会造成一定的安
全隐患，不利于水木工程的发展。

4.3.2 水泥
水泥在进行搅拌之前，需要对水泥进行质量检测

工作，保障水泥的强度和品质都达到相关规范，这样
才能让后续工程有效的展开。施工人员也要掌握熟练
的技术，了解水泥的性能以及相关的规范，避免专业
技术不足造成的工程影响。在水泥进入工程使用之前，
要对其进行检测工作，保障水泥质量的品质。另外，
施工人员也要对不同强度的品质、等级进行整合标号，
建立完整的库存信息，保障水泥的规范使用。施工人
员在日常检测中，也要做好防潮防水的工作，避免水
泥因为受潮现象的发生而无法使用，从而影响到整个
工程质量和进度。

4.3.3 骨料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常常以中砂、浆砂作为主要

骨料，以此来避免脱浆的情况发生。在进行混凝土搅
拌的环节，粗骨料很容易产生孔隙，对于这种现象，
可以采用颗粒相对均匀的机碎石骨料，这种骨料可以
将含泥量有效地减少，并控制在 1%以下，避免孔隙的
产生。在后期操作时，混凝土可以用细骨料为主要使
用材料，从而达到相关的要求。

5 结语

混凝土结构是建筑物的骨骼，对建筑物的稳定性
尤为重要。混凝土质量直接关系到工程的质量，也关
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混凝
土施工技术的研究，不断提升混凝土施工的工艺和技
术，为建筑物的安全和稳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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