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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混凝土在房建工程
施工中的质量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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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混凝土在房建工程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节约项目成本，使建筑外观特别，提高项目建设质量，但

是这项技术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建筑不符合标准、技术问题、清水混凝土工程无法合理配置等等。因此，本文
认为应分析清水混凝土建设质量中的常见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有效控制清水混凝土建设质量，才能有效节约成
本，提高建筑效率，最终提高建设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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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混凝土显示出原本混凝土的颜色，以优雅、

平整性比较强，清水混凝土建设质量达到了建设行业

简单为特征。清水混凝土无论是外墙装饰、内壁装饰、

的相关国家标准。在实际建设之前，施工企业必须仔

天花板装饰等，都有良好的装饰效果 [1]。而相关模板可

细规划，设计建设环节，否则建设效果和建设技术会
表现出很大的差距。

以根据需要进行，然后注入混凝土，成型后拆除模板
就是装饰面。然后，可以完善和保护混凝土的表面，

2 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通病

即使下雨或下雪，也不会影响清水混凝土的颜色。完

2.1 施工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成后的表面混凝土耐久性也很好 [2]。混凝土表面缺陷不
仅与模板工程的施工相关，而且与混凝土工程对材料
选择、准备、运输、浇筑、维护密切相关。只有合理
配置清水混凝土，才能实现其价值。

1 清水混凝土的应用

清水混凝土在建设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在倒入
清水混凝土的过程中，必须对其规定的步骤和技术指
标提出严格的要求。清水混凝土会出现钢筋的问题。
钢筋的制造和结合要求指定的钢筋品种，钢筋连接过

大家经常说装饰混凝土就是清水混凝土的另一个

程中，如果不使用机械连接和焊接，则会产生凹坑。
在建造过程中，用于建造的钢筋必须与设计图纸上标

名字，它一般在建设项目完成阶段出现。但是，建设

记的钢筋类型、规格和性能相同，以确保满足建筑的

技术参差不齐，还没有形成清水混凝土建设技术的体

要求。在合模之前，还需要检查钢筋和铁丝是否露出

系，很多建设数据都没有完善，无法形成一套专业的
标准 [3]。当施工技术落后时，往往需要加以完善，从而

在模具外侧，如果不是，需要立即修复。合模过后，
确认钢筋是否接触到模具。清水混凝土模板的设计必

改善工程手段、设备投资等许多方面。传统混凝土容

须遵循稳定性的原则。模板牢固稳定，没有浆液泄漏；

易出现裂缝、空鼓等问题，严重危及建筑物的质量，

模板与混凝土接触面光滑。如果安装后出现拼缝不严，

进行维护非常不方便，维护成本高。传统混凝土如果
想要获得良好的装饰效果，在混凝土成型后，需要根

横梁弯曲，吸湿性不均匀，则需要研究模板设计是否
有问题。一些建设单位由于材料选择宽松、项目质量

据实际需要进行相应的装饰，不仅建设步骤复杂，还

要求低，导致建设模板和支撑系统的原材料远远不能

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清水混凝土可以有效地改善这

满足相关标准。在模板安装过程中存在许多质量缺陷，

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清水混凝土结构是对传统混
凝土建设的进一步改善。表面混凝土可以在建造过程

出现施工人员没有掌握更多的建设技术，没有认识到
建设工程的危险性。在实际的模板支架缺乏一定的设

中成型一次，在成型后不需要更改。在正常情况下，

计和计算不足，支架施工不够科学，引起了质量问题。

普通的清水混凝土建成后，只要完全干燥，就可以实

2.2 清水混凝土的质量控制体系问题

现表面平滑性。因此，与传统混凝土相比，成型后的

清水混凝土的质量控制体系非常重要。主要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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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质量管理、清水混凝土状态控制、生产过程控制、
浇注工艺控制、建设工艺控制以及不同建设环境下的

模板的制作尺寸必须满足配板的设计要求，偏差
必须在允许范围内控制。在模板拼装之前，使模板的

维护工艺控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项目，包括很多方面。

表面平滑、光滑。在密封模具之前，要配置垫块以确

混凝土的浇筑如果间歇时间过短，由于已经浇筑的混

保保护层的厚度配置，垫块的厚度、数量、分布满足

凝土处于温度上升状态，不会助长散热，混凝土裂缝

相关要求。模板拼缝处要平整、密实，确保紧密地、

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新浇筑的混凝土的温度可能

平坦的模板拼缝不会产生可见的痕迹。模板必须与下

会加速上升。另外，各大控制系统被分割为几个小控

部支撑系统完全接触，以便能够通过模板有效地转移

制系统，任意一个环节都会导致整个建设项目的失败。

到下部支撑系统，而不会引起模板本身的变形。模板

以建设环境为例，夏天的建设环境和冬天的建设环境

本身的加固措施不仅可以保证模板不变形，还应该位

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温差较大，过热或过冷温度条件
[4]

对清水混凝土的状态有很大的影响 。

3 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3.1 模板施工质量的控制

于能够有效地向下部支撑体系传输负荷的规定位置。
另外，还需要研究模板表面涂层的剥离剂是否会对污
染产生变色，对清水混凝土的影响产生不良影响。另外，
模板的拆除，有必要正确掌握成型的拆卸时间。如果
拆得太早，在清除过程中可能会损伤混凝土表面。如

模板建设质量引起的混凝土表面缺陷，通常是由

果拆卸太慢，由于模板和混凝土之间的粘接力大，模

模板接缝过大、模板和支撑系统变形、分离剂涂层不

板会变得难以拆卸，从而容易对混凝土表面造成机械

均匀、模板去除时机不当、模板去除过程中对混凝土

损伤。按照支撑的相反顺序拆除造型，保护混凝土表

表面的机械损伤等，用不同材料制作的模板会由于吸

面。禁止强制粉碎或撬动模板。拆除模板后，模板的

水变形、翘曲等非负荷因素而变形。根据不同材料、

表面必须及时清洗，并修复受损的零件。检验通过后，

模板的周转成本、建造便利性、建造工作量等所制作

必须应用分离代理以便以后使用。拆除的模板和支撑

的模板的特性，需要进行全面的比较，以选择经济实

构件必须满足设计强度，才能承担所有计算出的载荷。

惠且适用的模板类型。模板的设计及其辅助系统用于

如果建筑荷载大于设计荷载，则需要添加临时支撑以

清水混凝土的模板和支撑系统，不仅具有足够的强度、

防止混凝土表面的结构裂缝。总的来说，清水混凝土

刚性、稳定性等，而且便于组装和分解。为了确保建

模加工工程建设质量控制措施，都是为了保证混凝土

设，避免建设中的随意性，首先，必须根据可靠性、

表面光滑、体型尺寸准确、梁柱施工缝通顺等。

简单性、便利性、经济性的原则，按照设计图纸、规格、

3.2 混凝土施工质量的控制

建设技术方案设计模板和辅助系统。在条件允许的情

混凝土结构中每个连杆的质量控制不当，往往会

况下，为了减少拼缝，应尽可能提高劳动效率，采用

导致蜂窝、孔洞等质量缺陷，还会影响混凝土本身的

尽可能大的模板系统；分离线必须合理和定期布置，

强度和耐久性。另外，水泥混合比的不同会导致硬化

以便于建设；不仅要紧凑、无浆液泄漏，模板拼接还

混凝土的颜色变化，凝聚色的均匀性也对外观效果有

必须确保拼接具有足够的刚性，能够经受反复装配和

明显的影响。因此，它是清水混凝土建设质量的关键。

分解。支撑系统的设计必须确保模板支撑系统的强度、

混凝土混合物的各成分材料由于表面不再装饰，特别

刚性、稳定性，同时结构必须简单，便于建设。为了

是清水混凝土，是影响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的重要因

设计模板和支撑系统构件的施工缝，引导建设，避免

素，其耐久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在配制混凝土

建设的任意性，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逐一画出节点图。

之前，必须加强混凝土混合物各成分材料的选择。首先，

模板的支承系统必须严格按照规格和建设方案进行设

必须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水泥品种，尽量

定，支承系统各垂直成员的下部必须牢固地不倾斜，

使用相同项目的混凝土，以免混合水泥的不同品种和

以保证不发生变形、结算或位移。支承系统中使用的

等级。必须控制沙子、石头和其他材料的质量，尽量

杆的轴承容量必须通过现场测试进行验证，所有连接

减少或除去杂质，确保沙子和石头的均质性。另外，

配件也必须根据需要进行测试。各支承杆件的间距、

要确保技术指标满足工程需要。根据选择的水泥、砂

布局和施工缝连接必须满足支承系统设计结果的要求，

和石材，混合物比和选择的混凝土混合剂通过实验确

并确保连接牢固。选择竖向支承杆件不仅要避免浪费

定，并确定混合剂的最佳混合量和混合顺序。在技术

材料，还必须基于需要构件标高来选择。

有保证的前提下，具有混凝土的混合准备方案应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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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采用。在混合过程中，必须准确测量各材料的剂

需要将新注入的混凝土放置在潮湿的环境中，保持混

量，混合必须完全均匀。鉴于混凝土普遍使用的事实，

凝土的内部和外部的温度差，将冷却工序控制在适当

混合过程的质量控制由专业的混凝土制造商进行，因

的范围内，在指定的硬化期间内是否实施了混凝土的

此混凝土混合物的混合质量一般都能得到保证，但是

硬化工作与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有直接的关系。因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对其质量的控制。建设单位必

此，有必要加强混凝土的硬化。一般来说，在浇筑混

须指派专门人员监督混凝土混合过程。如果需要调整

凝土、最终设定之前，需要采用薄膜覆盖表面等防止

混凝土的混合比例，需要在实验室进行试验混合，而

水蒸发损失的对策，根据气候、天气等开展维护工作。

不是在混合部位直接调整。如果建设时期发生了变化，

具体的硬化时间和硬化强度应该根据所选水泥的品种

其混合剂的多样性和量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实验进

和温度等实际条件来决定，原则是确保混凝土定型，

行调整。

硬化时有足够的水。在许多情况下，某些零部件在移

施工人员在灌注过程中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除模板后需要硬化。为了防止影响最终外观效果的成

为了防止浇筑高度超过指定值时混凝土分离，必须采

型品去除后暴露在空气中的混凝土表面的颜色变化，

取有效的对策。在灌注过程中，为了防止过多、过厚

必须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适当的方法进行浇水养护，

的下料引起的“烂脖子”现象，必须控制混凝土的下

以免去除后水分蒸发过多。在浇筑混凝土时，在前一

料量。浇筑组织必须连续进行浇筑工艺，以确保铸造

范围浇筑的混凝土应免受该浇筑的影响，完成的混凝

工艺中没有隐藏的施工缝。捣振必须避免捣振缺失、

土不应在以后的建设中受到污染或损伤。

捣振不足、过度捣振，必须均匀且充分。特别是为了
防止捣振不足引起的孔洞等现象，需要注意具有致密
加强配置的部件。同时，在浇筑过程中，应根据气候、
气温等实际环境条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蒸发损失
和雨水稀释等不良影响。此外，还要注意施工缝的处
理。建筑施工缝是混凝土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为了防止混凝土的设置和硬化后的结构关节的外观质
量缺陷，建筑施工缝必须在施工中进行充分的处理。
灌注的混凝土完成后，达到一定的强度后，建设施工
缝必须及时处理，将表面的水泥浆、松散的沙子和碎

4 结语
房建工程在我国的持续发展，促使清水混凝土技
术有更广泛的空间。清水混凝土建设项目中的有效控
制，将促进技术创新和控制体系的改善。一般来说，
清水混凝土不仅外观质量高，而且耐久性强。因此，
在建设前必须对所有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综合的分
析，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确保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
只有不断地改进相关措施，我们才能更好、更公正地
面对具体技术的开发，促进房建工程的进步。

石清除到固体的地方，用水冲洗。在之后注入混凝土
之前，需确认是否有杂质，并及时清扫，用水完全浸湿。
对于壁柱等垂直构件的水平施工缝，建筑施工缝的表
面必须在闸门前进行处理和清扫，模板必须与无间隙
的硬化混凝土表面完全接触。之后注入混凝土之前，
必须使用与混凝土混合比相同的水泥砂浆进行灌浆。
取下模板后，必要时研磨关节。只有完美的技术才能
产生完美的成品，关于清水混凝土的相关技术要求更
加苛刻，而建筑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尤为重要。建筑技
术主要是指清水混凝土的振捣结构，主要分为垂直振
捣结构和向内振捣结构，这是根据结构部分的模板状
态决定的。根据唯一确立的技术要求，压实是消除内
部气泡所必需的，而不需要用于振捣外墙结构的特殊
技术。但是，表面倾斜面上的振捣结构向内侧倾斜。
混凝土的维护。除去混凝土的成型工作后，它需
要马上保湿、保温、硬化。可以覆盖塑料薄膜、着色布条、
隔热棉毡，也可以涂刷水性养护剂，通过应用这些方法，

120

参考文献：
[1] 张泽林 , 刘金余 , 魏德为 . 清水混凝土施工质量控
制 [J]. 工程质量 ,2017(06):63-67.
[2] 张学宏 , 黄新菊 . 浅谈清水混凝土配制及施工质量
控制 [J]. 广东建材 ,2017(08):46-48.
[3] 王建宇 , 张志 , 龚立娟 . 房建工程清水混凝土施工
技术 [J]. 中国房地产业 ,2018(04):115.
[4] 余明伟 , 强海英 . 浅谈清水混凝土施工中的关键技
术 [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6(03):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