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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大体积混凝土裂缝的成因与防治

段  峥,  马朝雷,  王莉莉
(沈阳市辰宇建筑有限公司,辽宁 沈阳  110013)

[摘 要]  本文通过工程实例,对裂缝的成因和防治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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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沈阳金鹏雅居 2# 是由主塔楼和裙楼相结合的现浇混凝土

建筑,地下两层, 地上裙楼三层,地上主楼为 28 层, 建筑面积为

20000m2, 总高度为 105m。其基础设计为钢筋混凝土筏形基础 ,

主楼底板厚为 116m, 裙楼底板为 014m, 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抗渗等级大于、等于 018MPa, 混凝土体积为 1800m3, 属大

体积混凝土,本工程采用商品混凝土。

2  大体积混凝土裂纹产生原因分析

混凝土裂缝按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 一是结构型裂缝,

是由外荷载引起的,包括常规结构计算中的主要应力以及其他

结构次应力造成的受力裂缝。二是材料型裂缝,由非受力变形

变化引起的,例如温度、湿度、收缩、膨胀、不均匀沉降等因素所

引起,这种裂缝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与环境的变化,约束

的状态息息相关。

在该工程施工中,我们发现按照裂缝产生的时间可以分为

硬化前裂缝,硬化过程的裂缝, 完全硬化后的裂缝。

211  硬化前裂缝

下沉收缩缝,在混凝土浇筑后的 1 至 2 小时内当混凝土尚

未凝固期间沿钢筋的走向在混凝土表面产生的裂缝, 这是由于

混凝土浇筑后收缩下沉引起,在钢筋的上方与其周围的收缩差

而发生的裂缝。这时混凝土尚未凝固,在其表面又发现细微张

裂,这往往是水分从混凝土表面蒸发而产生。其影响的因素很

多,拌合物的用水量、水泥的用量、振捣情况、大气温度及其它

一些因素, 在夏季高温天气下尤为明显, 这时候就要加强浇水

养护,保持湿润。

212  温度应力可能造成的裂缝
水泥水化过程中的水化热造成表面和内部的温差, 混凝土

中心温度很高而表面温度低, 出现温度梯度, 这样易导致温度

裂缝的产生。在施工过程中防止大体积混凝土温度裂缝的产

生是我们主要的控制环节。

213  干缩裂缝

干燥收缩裂缝,此种裂缝由表面逐步扩展到内部, 由于湿

度梯度, 造成混凝土表面收缩大内部收缩小, 致使表面受到拉

应力,当拉应力大于混凝土当时的抗拉强度(轴拉、弯拉)时混

凝土表面便出现开裂。

214  钢筋锈蚀裂缝

主要是钢筋受到腐蚀造成的裂缝,在施工中一定要确保钢

筋的保护层厚度,这是避免此种裂缝产生的唯一的措施。

3  防治措施

针对以上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原因, 结合我们的项目特点,

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防治措施,重点是防止混凝土的温度裂

缝和收缩裂缝。

31 1 严格控制原材料质量

由商品混凝土生产厂家严格控制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和

技术标准,选用低水化热的水泥 ,优选掺合料, 粗细骨料含泥量

尽量减少,细致分析混凝土集料的配合比,控制水灰比, 减少坍

落度,合理掺加减水剂。

31 2 合理安排混凝土的浇筑环境
混凝土浇筑安排在夜间, 最大限度的降低混凝土入模温

度,加强混凝土的振捣, 使用二次振捣技术, 利用平板振动器振

捣,提高混凝土密实度。

31 3 采用双掺技术
采用UEA补偿收缩混凝土技术, 并在保证混凝土强度的

基础上加入粉煤灰。

31 4 控制混凝土的入模温度
控制混凝土入模温度,该工程基础施工时有效控制了水化

热的释放速度。正值夏季, 浇筑混凝土入模温度高, 与水化热

相叠加后,混凝土内部温度加高。降低措施: 一是采用冷水冲

浇砂、石子, 搭设凉棚存放。二是混凝土输送管道畅通不堵。

三是布置输送管道距离要短, 注意减少拐角, 在管路支架上设

管套,减少由于管路输送增加磨擦而产生热值。浇筑温度控制

在 28e 以内, 使实际入模温度略低于大气温度 1e ~ 3e , 从而

推迟水化热峰值出现,时间 2d左右。

31 5 严格温度监控

底板采取斜面分层、整体浇筑的方法。同时对于底板混凝

土采用 JDC-2 建筑电子测温仪测量混凝土内部温度,监测混凝

土表面温度与结构中心温度, 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保证混凝土

的施工质量,控制混凝土内外温差。测温时, 在混凝土温度上

升阶段每 2小时测一次。温度下降阶段每 4小时测一次, 同时

测大气温度。所有测温点均编号,进行混凝土内部不同深度和

表面温度的测量。实际测温时混凝土中心温度最高为 79e ,

混凝土表面温度为 56e , 大气温度为 3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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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搞清引起开裂的外力是否清除,然后再决定是否立即进行

灌浆处理。软土地基上的建筑物因地基不均匀沉降产生裂缝,

可采用灌注桩,树根桩或旋喷桩进行基础加固, 而后对裂缝进

行灌浆处理。

以下是一个用灌浆修补裂缝的实例, 该裂缝贯入坝体很

深, 缝口朝上 , 缝内潮湿不净。图1和图2分别为该裂缝的横

Ñ ) ) ) 一次浇筑  Ò ) ) ) 距第一次 10年后二次浇筑

图 1  裂缝的横剖面图

图 2  灌浆斜孔布置图

剖面图和灌浆斜孔布置图。

5  小结

灌浆处理是应用最广泛和最有效的一种修补处理方法。

灌浆处理常常和凿槽嵌缝等表面处理相结合, 对于有较高受力

要求的梁、柱、板等结构物光靠灌浆达不到设计要求时, 要与结

构加固措施相结合。灌浆材料有水泥浆和化学浆两大类, 适用

于不同裂缝范围和不同类型的裂缝灌浆处理, 水泥的磨细和改

性研究是扩大水泥浆应用范围的途径, 对稳定缝死缝的处理,

是理想的。活缝处理难度较大, 如果想限制裂缝的活动变形,

要选用高强高弹模材料或辅以加筋、锚固等结构措施,同时要

考虑不得引起别的部位产生拉裂破坏。如果仅为防渗目的, 可

以选用弹性材料, 吸水膨胀材料, 或者按伸缩缝要求进行防渗

处理。不稳定裂缝,如沉降缝的灌浆处理应先消除沉降因素,

然后灌浆处理,为防止沉降变形产生漏水问题还应辅以表面防

渗措施。北方寒冷地区保温处理, 减少温度应力,减少活缝的

伸缩变形幅度有利于发挥灌浆处理效果和延长其使用寿命, 因

此综合处理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去发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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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合理的振捣方法

为保证混凝土密实度,采用行列式或梅花式进行振捣。在

每次浇筑时设五部振捣捧, 两部在浇筑点,两部在振捣流淌部

分,一部在后面补振。振距为 500 毫米。振捣上层混凝土时,

振捣棒应插入下层混凝土至少 50mm, 使上下层结合成一体。

振捣时间在 20s~ 30s, 待出现反浆后, 混凝土不下沉为准。防

止过振和漏振。振捣密实后, 用木抹子或长木刮平, 压实二至

三遍,然后在面层再撒 10mm 厚的一层粒砂。

317  保湿保温养护

做好养护工作,采用蓄水方式进行, 并在混凝土表面覆盖

一层塑料布 ,一层麻袋片, 同时根据温差情况及时对混凝土表

面覆盖厚度进行增减。混凝土内外温差及混凝土表面与大气

温差均不得超过 25e 。当发现内外温差达 $T= 25 e 时应即刻

增加覆盖,当 $T 降至 20 e 以下时, 可拆除部分覆盖,以加速降
温,如此反复,应注意速率不大于 2e / d。该工程施工完成后,

至今尚未发现有裂缝和漏水现象。

4  施工总结

( 1)建立健全管理网络,加强科学施工, 施工前编制可行的

施工方案,明确分工, 各负其责。

( 2)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测温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加强

混凝土表面保湿、保温来减少内外温差不超过规范的 25e 是
控制裂缝的有效措施。

( 3)对于混凝土的裂缝控制与防治, 与设计、施工、混凝土

生产厂家紧密配合,只要设计增加构造措施、坚持小规格配筋、

小间距避免应力集中, 施工单位在浇筑、振捣、养护等环节做

好,混凝土生产厂家从配合比、用水量、骨料、水泥等方面入手,

混凝土裂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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