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1- 09- 17

 

混凝土质量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探讨

徐  飞

(扬州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分析目前混凝土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混凝土质量管理,保证混凝土质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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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质量管理目的是为了生产出满足工程和易
性、强度和耐久性要求,且质量波动小, 成本低的混凝

土。混凝土的质量管理分别体现在二个不同阶段。

(1)初步控制: 理解设计图纸和设计规范,选择材

料、施工机具、确定配合比,制定质量控制和保证措施。

( 2)生产控制:施工时根据制定的控制标准对混凝

土性能进行经常性检验, 及时纠偏。如混凝土坍落度

的测定,水灰比的快速分析, 强度的快速测定,都为混

凝土质量控制提供数据。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质量控

制图,是加强质量管理的简易又形象的手段。

( 3)验收控制:交付使用前根据混凝土的质量标准

和数理统计中的抽样理论对混凝土强度等指标进行评

定,对达到验收标准的混凝土予以确认接收, 确保质量

符合设计要求。

目前的混凝土质量管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盲

区。通过对混凝土质量管理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

出解决问题,保证混凝土质量的方法。

1  混凝土质量管理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混凝土质量管理要使用数理统计方法, 直方图和

质量控制图是混凝土质量控制常用的方法。混凝土工

程最后质量评定特征值常是混凝土的强度, 它是按混

凝土强度评定标准和一定检测频率取样,制作试块、养

护和试验测得的强度。

111  抽样规则和样本容量对质量管理的影响

混凝土试件抽样时, 要考虑取样地点(搅拌机卸料

口和浇筑点)、养护条件(标准养护和与试件同条件养

护)。为了防止运输、施工过程中混凝土质量下降, 使

取样试件的试验值真实可靠, 应在浇筑点取样,同条件

养护。

质量控制常使用的数据是试件的试验值,试验的

频率越高则数据的精度越高, 能获得较可靠的信息。

而实际工程中考虑成本等因素, 抽样试验的频率往往

不高。例如, 连续浇筑的厚大体积混凝土, 规定每

80m3 取一组试块。统计学认为一个样本可代表一批,

概率上由样本值来判断总体产品质量是正确的。但如

偶尔出现少加水泥或配合比错误等异常, 恰被抽到进

行试验的概率很小(图 1)。实际工程中, 混入异常的

混凝土会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会出现质量事故。运用

数理统计方法进行质量管理,容易使人产生一定能成

为优质工程的错觉,放松现场的管理。而且抽样检验

时不合格产品被判为合格产品的概率 ( BU 5% ~

10% ) ,大于合格产品被判为不合格产品的概率(AU

1%~ 5% ) ,这样就可能出现抽样试验检测报告和质量

控制图上虽然反映出是优质工程, 但实际上是不良工

程。采用数理统计方法控制工程质量时, 施工现场的

监督管理非常重要。

 

图 1  混凝土构件的质量与混凝土试件质量的关系

112  混凝土浇筑成型过程对质量管理的影响
混凝土浇筑振捣成型时,粗骨料表观密度较水泥

砂浆大,粗骨料会下沉,砂浆浮在上层, 往往使混凝土

构件质量不均匀。例如柱构件中, 振捣时,混凝土中砂

浆上浮,使柱头强度较低(图 2)。所以,实际构造物中

混凝土强度的误差比取样试件的强度误差要大得多。

耐久性、抗渗性、碳化速度更具有这种趋向。因此, 质

量控制图和抽样试验报告难以完全反映试件制作后混

凝土施工发生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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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混凝土柱中强度分布

113  硬化前混凝土特性难以评定

混凝土质量管理应对混凝土施工过程进行事先预

控。而抽样试件需经养护标准时间后, 才能测得强度

和耐久性等指标,显然不能即时反映生产的受控状态,

出了问题难以迅速纠正。若试验时发现异常,为时已

晚,轻则造成费用工期损失, 重则留下永久的质量隐

患。用先进的方法测得混凝土的水灰比、强度指标,加

强混凝土施工全过程的控制, 能及时控制混凝土质量。

由以上分析,混凝土质量管理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 1)抽样若是有意识的或样本数不足的, 则不能得

到正确的试验数据。

( 2)不可过分强调抽样试验的作用,而忽视混凝土

施工现场监督, 违背质量管理的宗旨。

( 3)以混凝土试压块的强度来评定混凝土构件的

强度是否合格是不全面的,重要的构件应对实体进行

检测。

2  混凝土质量管理的措施

211  健全混凝土质量体系

建筑工程形式多样, 结构复杂,施工过程中影响混

凝土质量的环节和因素较多。施工企业应健全质量体

系。贯彻质量系列标准, 才能有效地控制质量,预防事

故的发生, 长期稳定地保证工程质量。监理单位应完

善质量控制体系,督促施工企业健全混凝土保证系统,

落实全面质量责任制。

212  加强对混凝土施工全过程的控制
混凝土施工阶段是形成工程实物质量的重要系统

过程,应加强对混凝土施工阶段的事前主动控制, 主要

应包括:

( 1)人员配备及物资检查。施工人员验证试工后

上岗,施工机具检定;混凝土施工材料的检验,施工现

场的准备,如模板、钢筋工程检验。

(2)认真执行配合比, 对施工过程中各工序如搅

拌、运输、振捣、养护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巡查, 对混凝土

现场施工情况全过程跟踪,按部就班严格检查,使混凝

土质量处完全控制中。

( 3)认真执行质量评定标准。采用早期试验方法

测定混凝土指标,如混凝土蒸压养护法等,及时发现问

题,不合格部分即返工,减少损失。实际构造物也可用

钻取试样、回弹仪、超声波等方法评价混凝土质量。

混凝土质量对建筑工程质量有很大影响,重视混

凝土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严格质量标准, 质量控制

措施,实现混凝土质量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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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management of concrete quality

X U Fei

(Hydraulic and Civil Engineering colleg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apr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management of concrete quality are discussed, The methoeds

of insuring concrete quality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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