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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项目
中的应用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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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对混凝土并不陌生，它是建筑工程项目施工中最常用的施工材料，也是施工企业必

须要掌握的基本施工技术。混凝土的施工过程比较复杂，涉及的施工内容较多，如果施工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就会给整个建筑工程项目造成质量影响，所以施工企业在进行混凝土施工时，必须要充分地掌握混凝土施工技

术的要点，避免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而影响最终的施工质量。本文主要介绍混凝土的主要构成，对混凝土施工质

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拆解和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的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方法，希望能够给相关从业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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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建筑工程项目数量不

断增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人们对于建筑工程项

目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建筑工程项

目主体的强度能够符合工程需求，我们就必须重视施

工过程中应用的施工技术。由于建筑工程中的主体结

构大部分都是由混凝土所建设而成，因此对混凝土施

工技术进行充分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混凝土能够与

钢筋紧密配合，形成良好的主体结构，增加建筑物的

耐久性和使用寿命。但是混凝土施工过程比较复杂，

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导致混凝土结构无

法满足工程要求，影响到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和

稳定性。所以对混凝土施工技术要点进行深入的分析

和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1 混凝土的主要构成

混凝土之所以能够在建筑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是因为混凝土材料可以就地取材，成本投入较少。混

凝土是由多种原材料组成的复合型材料，包括水泥、

石骨料、砂、外加剂等，这些原材料的施工质量是必

须要严格控制的，否则所形成的混凝土质量将无法满

足施工要求，从而造成建筑工程整体质量下降等问题。

保证好原材料的施工质量以后我们需要按照相应的比

例进行混合，将原材料搅拌在一起，最后进行混凝土

浇筑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混凝土浇筑过程和成型过

程对于温度与时间的控制比较严格，只有控制好温度

和时间，并且做好养护工作，才能使混凝土的质量得

到提升。[1]科技在不断进步，混凝土作为建筑行业的重

要材料也在不断更新换代，传统混凝土因不能与城市

建筑体系相匹配已逐渐被淘汰，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

一批新型混凝土产品，如泡沫混凝土、透水混凝土、

生态混凝土、吸音混凝土、玻璃混凝土等。技术人员

在进行施工的过程当中，应该针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

思考，技术人员之间应当相互切磋，相互讨论。为了

提升我国施工技术的整体质量，应当在高校中进行技

术研究，探讨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应当利用何

种配套措施才能够予以解决，或者是如何通过技术升

级的方式对问题予以针对性地解决。

2 混凝土施工技术要点

2.1 混凝土施工工作要点

当我们在进行混凝土施工时，必须要对混凝土施

工中的诸多环节进行严格的掌握，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混凝土施工技术发挥应有的效果。要想控制好混凝

土施工的质量，我们需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个方面

是一定要保证混凝土的原材料质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如果原材料的质量无法满足工程需求，那么会影响到

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第二个方面是要保障混凝土原

材料的配合比一定要科学合理，由于不同的混凝土性

能所需要的原材料配合比是不同的，所以必须要根据

建筑工程项目的实际需求合理的选择。第三个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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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工程的施工进度开展相应的动态化管理，保障

施工过程中的操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进行操作，

保证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有稳定的运行状态。[2]

2.2 混凝土浇筑技术要点

在进行混凝土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几个方

面的内容。第一，需要对浇筑区域进行清理，清除模

板上的杂质，保证成型的效果。第二，由于钢筋是整

个工程的骨架，而混凝土是血肉，因此为了保证混凝

土构件良好的受力效果，需对钢筋的规格、型号、数

量等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第三，混凝土浇筑的过程当中，

需要振捣充分缓慢匀速进行，以保证混凝土质量。第四，

在进行浇筑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模板支架同步进行检查，

检查是否出现支架失稳，模板变形，漏浆等现象。[3]检

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及时进行加

固措施。在进行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应用过程当中，不

仅应当考虑到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施工过程中的控制工

作，还应当考虑到在混凝土浇筑完毕之后的养护工作。

2.3 混凝土施工的顺序要点

在进行混凝土施工的过程当中，对不同的位置进

行施工，需要按照距离的远近进行考虑。一般而言，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通过先进行远距离施工，再进

行近距离施工的方式来完成混凝土的浇筑，避免出现

已成型混凝土面踩踏现象，对于一般框架混凝土结构

而言，可以通过先柱，后主梁，再次梁，最后浇筑板

的顺序进行施工。另外，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可以通

过分层分段的方式进行浇筑，当不能连续完成施工时，

需留置合适的施工缝。采用合理的混凝土施工顺序，

对于混凝的施工工艺、成型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4 混凝土运输泵送要点

在进行混凝土运输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需要对运输方案进行设计，根据交通状况，选

择最优化的运输路线。第二，需要对混凝土运输的时

间进行考虑，运输时间不宜过长，若超过混凝土的初

凝时间，则混凝土不能用于工程的使用。若时间长无

法避免，那么要通过合理的配比加入缓凝剂延长混凝

土的初凝时间。第三，需要对泵送机械泵送方式进行

考虑，到达浇筑点及时进行泵送工作，保证泵送混凝

土的和易性、坍落度符合泵送要求，也要对泵送混凝

的砂石粒径进行考虑。[4]

3 常见的混凝土施工质量影响因素

混凝土是由很多原材料组成的，其中比较重要的

原材料就是水泥，作为一种胶凝材料，水泥可以和其

他原材料相互混合，共同发挥性能，实现混凝土强度

要求。但是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原材料的质量符合要求，

但是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施工企业为

了控制成本投入，选择的施工原材料质量存在问题，

质量无法满足施工的要求，导致混凝土施工质量下降，

从而影响到整个建筑工程项目的质量。因此，在施工

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施工质量控制工作，否则将会影响

到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体利益。[5]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的

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管理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职

责的重要性，保障管理效果可以实现，如果对施工材

料的质量没有进行严格的管理，就会影响工程项目的

整体质量，而且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是非常

重要的，只有意识到混凝土施工的重要性，才能认真

严格做好开展工作，避免出现消极态度。混凝土施工时，

温度对于混凝土内部结构的影响较大，构成对混凝土

结构质量的影响因素包括：混凝土内部和外部的温度

因素。由于两个温度因素存在温差，温差应力促使混

凝土的结构产生裂缝现象，这也是建筑工程整体质量

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见，混凝土在实行浇筑施工的过

程中，混凝土结构中的水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挥

发的现象。

4 混凝土施工质量的控制方法

当前，建筑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应用范围也

较大，使得较多的纰漏凸显出来。在社会经济的良好

发展下，为保证建筑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提高工程

的施工质量，在混凝土实际施工的时候，相关人员需

要做好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工作，确保混凝土的结构

质量，降低混凝土产生裂缝的几率，从根本上保障建

筑业的经济效益。另外，混凝土施工时需要给予施工

质量控制工作更多的重视，以便保证混凝土的整体施

工质量。

4.1 混凝土配合比的控制方法

混凝土属于建筑工程中比较常用的建筑结构。混

凝土施工前需要做好监测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

混凝土的质量。首先，混凝土的配合比需要达到工程

建设的要求、需求；其次，需做好混凝土中含水率及

含砂率的监测工作，严格控制混凝土的配合比。常见

的混凝土施工问题为混凝土结构裂缝问题，这对于混

凝土的施工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

原因与混凝土结构配合比的规范性有关。[6]为此，混凝

土施工中，应做好混凝土配合比的控制工作。若由施

工企业制作混凝土，需满足具体的制作工艺要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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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混凝土的质量达标。如果经其他地方购置混凝土，

应让其出示详细的监测报告，并自行监测达标后施工。

4.2 混凝土温度的控制方法

混凝土实际施工时，温度应力会导致混凝土出现

裂缝的问题。为保证混凝土施工的整体质量，混凝土

施工之前，需要做好监测温度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

混凝土施工的时候，需要尽可能避开高温下作业。如

果不能避免，应做好相关的测温工作，合理地使用测

温设备，加强混凝土施工现场的温度测量。准确地掌

握混凝土施工的环境，以便通过适宜的方式做好混凝

土的质量控制工作。在施工的时候，经专业工作人员

做好施工现场当日的温度测量，及时上报于技术管理

人员，主要的目的是为方便管理人员实时掌握相关的

信息，结合具体掌握的情况做好施工的安排工作。完

成混凝土的浇筑和抹面工作后，需立即覆盖一层塑料

薄膜，以避免日晒所导致的裂缝现象 [7]。此外，还应做

好内部和外部的温差工作，降低混凝土变形发生的几

率。不能避免的状况下，需及时做好降温工作，可在

混凝土浇筑之前，在施工场地洒水。

4.3 混凝土施工现场的控制方法

在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混凝土的裂缝防控

工作。主要可通过以下几点进行控制：经泵送混凝土

的方式，按照具体的线路进行输送。当浇筑到标高的

时候，需要做好收活工作，并整平压光。在进行混凝

土浇筑作业时，混凝土经泵车浇筑，会与楼面形成不

同的形状，这时，需要将其使用振动棒捣匀和捣实。

振捣的目的是防止混凝土间产生疏松的情况、渗漏现

象，保证中区域、下区域的大体积混凝土振捣密实度

和上层混凝土振捣的密实度保持统一，避免出现混凝

土离析情况。振捣时，还应做好振捣频率的控制工作，

以防止产生漏振、过振的问题。因为混凝土的结构比

较复杂，所以实际实行混凝土浇筑施工的过程中，需

要连续浇筑，以此控制裂缝的出现。

4.4 混凝土后期养护的控制方法

混凝土浇筑后，需实行自我伸缩。这个过程中混凝

土的结构水分会迅速挥发，为保证混凝土的结构凝固，

完成混凝土浇筑工作后，还应做好混凝土的养护工作。

主要可在混凝土浇筑后，于混凝土的表面铺设一层塑

料薄膜，定期做好洒水工作，且洒水的次数为每天 5次，

间隔的时间为 60min，薄膜防护的时间≥ 14天，直至

混凝土完全凝固后，将薄膜拆除。模板在拆除时，混

凝土的结构表面会产生不同大小的裂缝。为保证混凝

土结构的完整，工作人员需要经适宜的修补技术进行

修补。[8]较小的裂缝位置可直接进行修补，较大的地方

在修补的时候，需要通过结构补强法进行修补，经增

配构造筋的方式加强自身抗裂的性能。可使用小直径

和小间距钢筋进行修补，以提高混凝土整体抗压方面

的能力。

5 结语

在新时期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工程项目展示在

人们的视野当中，而作为工程项目开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混凝土施工技术应用效果的高低，对工程的质

量造成直接地影响。混凝土施工属于建筑工程中常使

用的施工工艺。施工的时候会受到较多因素影响，如

果不能保证混凝土的施工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到建筑

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因此，在往后的研究中，对于

混凝土施工技术的应用过程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内容，

需要严格地按照标准要求进行规范，从而保证技术的

应用效果可以达到工程建设的目标要求。同时还需加

强施工企业和工作人员对施工质量控制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陈善彬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施工技术初探
[J].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2021(10):40-41.
[2] 张博 ,王龑 ,温军伟 ,等 .城市老旧建筑混凝土屋
盖改造组合加固施工技术研究 [C]//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长沙市人民政府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2021年学术年
会论文集 ,2021:41.
[3] 孙雪芳 .分析房屋建筑混凝土施工技术 [J].居
业 ,2021(09):68-69.
[4] 凌敏 .民用建筑施工中混凝土施工技术的运用 [J].
居舍 ,2021(26):23-24.
[5] 贾祺 .超高层建筑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探析 [J].四
川水泥 ,2021(09):20-21.
[6] 张立新 .房屋建筑混凝土结构加固施工技术 [J].四
川水泥 ,2021(09):43-44.
[7] 高建新 .高层建筑混凝土技术中的砼施工技术问题
[J].四川水泥 ,2021(09):337-338.
[8] 鲁瑞武 .建筑混凝土工程施工及养护技术的研究
[J].居业 ,2021(08):7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