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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由于预拌混凝土实行了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生产，

对于保证建设工程的质量 , 加快工程进度 , 实现建筑产业现代

化，减少环境污染问题 , 解决施工扰民和施工现场脏、乱、差

问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因此，预拌混凝土在城市建设中被广泛使用，有着非常广阔的

市场。但是由于混凝土生产方式的改变、预拌混凝土的本身特

性及混凝土在买卖过程中出现所有权的转移，商品混凝土在使

用过程中，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出现了一系列的质量纠

纷，预拌混凝土的质量及工程实体混凝土质量是否合格，直

接影响到工程的结构质量。在预拌混凝土买卖中，买卖双方经

常因质量问题发生争议，针对目前市场上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

工单位在混凝土交货及使用过程出现的一系列普遍性的问题，

怎样去减少、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本文研究讨论的出发点，

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界定双方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管

理及质量责任。

1.2  预拌混凝土的概念、特点及预拌混凝土企业的主要生产

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管理及质量责任

徐宗望 1，张卫红 2

（1.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3 ；2. 宁波应氏环球建材有限公司，浙江 宁波 315803）

[ 摘要 ] 本文主要结合目前预拌商品混凝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质量问题及质量争议，从预拌混凝土的概念、生产特点及主要

的生产要素进行了阐述，对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在混凝土方面的质量管理及质量责任的现状进行总结，并就混凝土在交货

前后产生的质量问题从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在对预拌混凝土认知度、质量意识和法律意识、双方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

量控制体系、质量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以及其他等六个方面进行原因分析，进一步从人、机、料、法、环等几个方面加强双方

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管理内容及采取的措施，落实双方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管理的内容，并通过加强对预拌混凝土企

业与施工单位双方的标准学习，明确把混凝土交货所有权发生转移作为双方质量责任的界限，再进一步通过合同条款界定双方的

质量责任及取证工作， 终达到提高双方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管理水平，加强各环节质量管理的责任，减少质量纠纷，提高

工程实体结构的混凝土质量。

[ 关键词 ] 预拌混凝土企业 ；施工单位 ；混凝土交货前后 ；质量管理 ；质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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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1.2.1  预拌混凝土的概念

预拌混凝土是指由具有相关资质等级的搅拌站集中搅拌，

由专业技术人员在独立的试验室通过设计、试配确定出各强度

等级的配合比，由生产人员采用微机控制方式，对砂、石、水

泥、粉煤灰等掺合料、外加剂、水通过电脑计量，准确地生产

出符合建筑设计和规范要求的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并使

用运输车，将其在规定时间内运至使用地点的一种具有流态化

的混凝土拌合物。

1.2.2  预拌混凝土的特点

1.2.2.1  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规模化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生产设备及在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实行

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各种计量监测做到精准专业，使得混凝

土生产具备连续化、规模化的大生产，不仅改善了混凝土的质

量稳定性，更是大大提高了生产速率和施工进度，加快提升了

建筑产业现代化。

1.2.2.2  产品的商品化、社会化

预拌混凝土的集中规模化生产使其作为一种商品化的建

筑材料出售给施工单位等购买方，而且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

根据文献 [1] 分析，目前预拌混凝土每年正以 15% 以上的增加

速度发展，随着国家对环境和能源的关注，我国预拌混凝土占

混凝土总量的比例将有显著的提高，2010 年达到 40%，实际

产量将增长超过 9 亿立方米，大大促进了行业产业的发展，也

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1.2.2.3  质量方面的特殊性

（1）具有很强的时间概念。其产品是特殊的“鲜货”, 不

能较长时间贮存 , 自搅拌开始至初凝之前必须浇捣完毕。因此

混凝土自搅拌开始到运输到指定地点必须保持良好的工作性

（流动性、和易性、保水性）。

（2）是“半成品”的商品。该商品出厂时以及交付货物时

的物理形态不是该商品 终物理形态。商品混凝土在出厂时

是一种流态化的近乎于液态与固态之间的物理状态，在运送

到工地交货时也仍然是这种状态，但是在浇注之后，经过一定

的时间，该商品的 终物理形态则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固体状

态。从混凝土出厂开始至形成 终产品需较长时间。一般按

GBJ107-1987《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2] 以 28 天标准养护

强度作质量验收强度，其他耐久性能时间更长，质量结果不能

在出厂时马上准确地检测出来，因此预拌混凝土产品的 终形

成必须依靠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的相互配合 , 在各个环

节加强质量的管理，确保 终的工程结构实体的混凝土强度

满足 GB50204-200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3]、

设计及合同要求。 

1.2.3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

1.2.3.1  硬件实体要素

参照 GB/T14902-2003《预拌混凝土》[4] 标准要求，有满

足生产要求和不同资质等级要求的搅拌楼，砂石、水泥、外加

剂原材料储存系统、自动计量系统，混凝土搅拌车、泵车及一

套完整的混凝土标准试验室系统，以及其他的砂石回收污水处

理，办公场所等硬件。

1.2.3.2  软件要素

具备企业相关的各种基本资质证照，对于预拌混凝土企

业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建 [2001]82 号文件 [5] 中

所规定的相应资质等级要求的各项软件要素，以及建立现代化

混凝土管理所需的 ERP 和 GPS 管理系统等。

2  目前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及质量

责任的现状

2.1  产生的质量瑕疵及事故

由于前面所述预拌混凝土的质量特性决定，混凝土的一

些相关质量指标及质量检测结果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准确

检测出来，预拌混凝土产品的 终形成必须依靠预拌混凝土

企业与施工单位的相互配合 , 在各个环节上加强质量管理（涉

及到预拌混凝土企业从原材料进厂验收、配合比设计调整、

混凝土拌制、混凝土出厂检测、混凝土运输至交货验收的全

过程 ；施工单位从现场混凝土的交货验收、见证取样及试块养

护管理、混凝土浇捣、现浇混凝土实体的养护直至拆模验收

等全过程质量管理。由于双方在所涉及的质量管理范围内职责

不明，管理不到位，尤其是在交货验收过程双方流于形式，对

见证取样的试块不重视，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小工随意加水，

导致原有混凝土设计水灰比的改变，施工工艺不及时跟进、养

护拆模不规范等等，给后续混凝土质量验收带来严重影响）。

而与此同时混凝土作为商品随着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的

交货结束即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一旦 终混凝土标准养护试

块或者回弹取芯等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不能满足国家标准及

设计和合同的要求，工程实体混凝土出现裂缝、蜂窝、浆骨分

层、麻面等诸多质量瑕疵， 终导致工程质量不能通过验收，

甚至质量事故。

2.2  导致质量责任的争议及合同纠纷

对于预拌混凝土这种特殊商品 终的质量出现问题并导

致的合同纠纷，文献 [6] 中已列举了生动的事例，商品混凝土

的质量问题并不一定是卖方即预拌混凝土企业的责任。一般的

商品都仅仅是由卖方负有一定的质量责任，而对于混凝土这种

特殊的商品则不然。混凝土这种商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出

厂时是按照规范生产的合格产品，但是在凝结硬化之后不一定

达到相应的强度要求。在交付货物之后，施工方等买方必须要

按规范施工，同时买方在浇注之后还必须按照规范进行合理

的养护，否则即使出厂时是合格的产品，在混凝土凝结硬化后

也有可能达不到相应的质量要求。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在混凝土

交付、所有权转移之后，买方负有一定的质量义务。如果买方

不按规范施工及养护，混凝土凝结硬化后就有可能会出现不合

格现象。

2.3  产生的结果

出现上述问题后，如果不明确相关的质量管理和质量责

任就会出现以下结果 ：

（1）预拌混凝土企业考虑自身作为供货方，货款结算在于

施工单位，本身处于弱势地位，考虑后续货款顺利结算及业务

承接，不得不提高原有已满足要求的配合比设计，以弥补施工

单位不规范施工等环节造成的质量损失。混凝土结构实体强度

虽然满足要求，但造成了单方混凝土成本偏高、造成资源不必

要的浪费，不能持续稳定发展。

（2）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双方对于上述问题都不从

质量管理的角度来根本解决，对于 终混凝土出现的质量问题

都采取其他手段来解决，即使 终验收报告数据“合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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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程结构实体混凝土的质量如何，或许 终会影响建筑物

的实际使用性能及寿命。

以上现状均违背了预拌混凝土产业作为国家大力推广、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节能减排及提升建筑产业现代化、提升

建筑物质量的行业发展的初衷。

3  混凝土交货前后质量问题原因分析

通过对目前预拌混凝土企业和施工单位在混凝土交货前

后的质量管理现状及质量责任的总结分析，结合预拌混凝土企

业和施工单位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管理的实际情况调查，

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

3.1  对混凝土这种特殊的商品认知不够

前面所述混凝土是“半成品”的特殊商品，预拌混凝土产

品的 终形成必须依靠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的相互配

合，双方都涉及到该商品 终质量形成的相关环节（混凝土的

生产拌制、运输交货验收、工地现场混凝土施工、养护、拆模

等诸多过程）。但是很多施工单位认为商品混凝土既然是我方

购买的商品，那么预拌混凝土企业就应该对该商品 终的质量

负责，直至工程竣工验收全过程。由于这种认知，直接的结果

就是预拌混凝土交货后施工单位在后续交货见证取样试块的

现场标准养护、现场混凝土浇筑过程、养护、拆模等环节的松

懈管理，不规范施工，甚至偷工减料， 后导致质量隐患的产

生，引起双方的质量争议及纠纷，预拌混凝土企业又处于被动

地位，商品混凝土成为“伤心混凝土”。因此，要想搞清楚发

生商品混凝土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清质量责任，那么首先就必

需了解商品混凝土的特性，充分认知商品混凝土 终质量形成

的各个环节及其影响程度。

3.2  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的质量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够

预拌混凝土企业和施工单位在混凝土交货验收前后包括

交货验收过程中都体现出双方质量意识的淡薄，双方缺乏事前

的自我保护和过程监管，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甚至部分主体

存在偷工减料、以牺牲质量换取利益 大化的短期行为及意识，

等到 后结果出现问题后互相扯皮，亡羊补牢。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

（1） 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资质主体的合格性方面

部分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双方在本身资格主体方

面都存在一些不合规范，甚至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资质

不全，甚至未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资质标准及要求 ；

非法挂靠，超越资质范围生产产品或承接工程 ；过度的降低成

本，偷工减料，以追求利益 大化而 终牺牲质量的短期行为。

这些尤其表现在部分具有民营性质、生产工艺落后、设备简单、

小规模的混凝土生产企业及游击队形式的施工队，根本谈不

上专业化的质量管理及控制，他们占目前市场上的比例还较大，

参与到市场上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导致混凝土市场的不健

康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造成目前混凝土质量及工程质量问题

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2） 双方对合同评审、签订，对合同中的质量标准及责任

的约定不重视

预拌混凝土企业和施工单位在合同签定时对相关的质量

标准、质量责任及约束范围不明确，甚至预拌混凝土企业为达

到承接工程混凝土供货的需要而自愿放松对合同条款中在质量

方面对对方的限制，而且在混凝土供货过程中执行合同中的相

关标准不严。在混凝土供货过程中，经常发现混凝土企业供应

到施工现场的混凝土“坍落度”指标是满足双方签定的混凝土

合同要求的，但是施工单位现场施工人员为减轻劳动强度，认

为混凝土 好是能够自流平，认为供应到现场的混凝土不符合

“要求”，要么退回混凝土公司处理，要么现场加水，结果要么

造成混凝土成本的提高和无形的浪费，要么造成现场实际混

凝土质量的下降（现场加水严重改变了原有混凝土设计的水灰

比和强度）。

（3） 混凝土交货验收时的质量意识，法律意识不强

对于商品混凝土这种特殊的商品，一些相关的质量指标检

测（强度及耐久性等）在交货时不能马上检测结果，需要经过

一段时间 ；一般现场即时检测的主要是“坍落度”及混凝土的

一些工作性、骨材等表观质量指标。

预拌混凝土企业在混凝土出厂前，未能落实出厂前的检

测，导致运送到现场的混凝土部分“坍落度”等表观技术指标

不能满足要求，而作现场加水处理 ；施工单位也未按照《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7] 及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

约定，对商品混凝土等建筑材料进行交货过程的验收检验，即

刻投入使用 , 甚至有的混凝土坍落度、工作性本身就不满足要

求（离析的混凝土）也照收不误，交货验收程序只是走过场，

而此时预拌混凝土的所有权是在交货地点交货验收后，就由供

方预拌混凝土企业转移到需方施工单位了，给后续工程实体混

凝土质量带来严重的隐患及双方的质量争议纠纷。更为严重的

是“对于涉及结构安全评定及预拌混凝土企业和施工单位双方

合同确定作为质量责任区别、货款结算依据的混凝土试块”的

现场抽检，也未能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要求做好三方（供

货方：预拌混凝土企业 ；需方：施工单位 ；见证方：工程监理

单位）交货验收见证取样的试块制作、养护、送检等相关工作，

见证取样的方法、数量、频率、规格及试块的养护等是否符合

标准的要求，三方都不重视、不规范，结果导致 后的试块压

验强度不合格，和预拌混凝土企业所供应混凝土强度的真实

强度存在偏差 , 如果施工单位在后续的混凝土浇捣、养护等过

程不规范，工程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检测不合格，那么直接的

后果是预拌混凝土企业可能面临货款回收及其他的诸多风险问

题。因此双方的质量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是导致后续结果

产生的前提所在。

3.3  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在混凝土交货前后的质量控

制体系不健全、不落实

3.3.1  预拌混凝土企业方面

在混凝土交货验收前的所有权在于预拌混凝土企业，因

此预拌混凝土企业对于混凝土生产的各工序、设备及质量控制

各个环节的动态监管至关重要，尤其是混凝土拌制过程中的用

水量及运输过程中的运输、滞留时间，运输过程的加水以及转

退料处理等环节 ；或者是同一工地多种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同时供货等诸多方面的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或者未落实是导

致混凝土质量波动及质量事故的重要原因。笔者曾见到一起在

混凝土运输过程中 4 车混凝土因滞留时间过长 （气温 28℃左

右，滞留时间在 3 个小时以上）预拌混凝土企业现场管理人员

加水泵送到结构实体中， 终回弹取芯检测的混凝土强度只能

满足 C15 强度等级，而设计强度等级为 C30 的重大质量事故。

还有同一工地多种不同强度等级混凝土同时供货时的强度等级

弄混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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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施工单位方面 

混凝土在交货验收程序结束后即刻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

因此施工单位在混凝土浇捣、养护、直至 终结构实体混凝

土强度及其他质量形成过程中的质量控管体系的建立健全及落

实，是关系后续工程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形成的关键。但是

通过笔者多年的工作实践发现，现场施工单位在混凝土浇筑

过程中的质量监管不到位（现在大多数施工单位工程总包后实

行劳务对外分包，因此存在二者之间的一些管理包括质量方面

的监管体系的缺失），小工加水，养护不能及时跟进，不顾天气

（下大雨混凝土浇筑）及不考虑现场混凝土同条件实际强度的

发展赶工期、提早拆模等等，导致后续一系列的混凝土质量

问题的产生（裂缝、强度不合格、缺边掉脚、蜂窝麻面等等）。

因此交货验收至结构实体混凝土验收的一套完整的质量监管

体系的建立及落实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

3.4  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不明确

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位依据双方合同建立业务关系，

双方质量责任方面的界定在合同中未能明确体现，作为“特殊

商品”的混凝土实体质量的形成横跨预拌混凝土企业与施工单

位两方面的质量管理，加上前面所述的双方在质量意识和法律

意识方面的淡薄，更导致二者质量责任的不明确，引起后续诸

多的争议和纠纷。

为常见的是混凝土裂缝问题的产生。混凝土本身是一

种非匀质性的建筑材料，混凝土裂缝产生原因及种类很多 [8]。

但不养护或养护不到位是混凝土出现干缩裂缝 主要的原因，

对于预拌混凝土来说尤其重要。为了防止混凝土裂缝，《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的 7.4.7 条，《混

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92[9] 的 4.5.5 条、4.6.6 条，《粉

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GB146-90[10] 的 5.0.5 条、5.0.6 条

对混凝土的养护方法、养护时间以及混凝土终凝前对混凝土

表面裂缝的修补均做了规定。但是根据笔者多年的现场观察，

能按规范要求做到的工地不多。有一建筑公司承建某工业厂房

3 层框架楼，用的是预拌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5。浇筑 3 层

屋面混凝土过程中，混凝土公司的现场技术员发现施工单位没

有准备任何养护材料，施工组织也不到位，工序衔接不及时，

当时环境温度虽然有 23℃左右，但风力已达 3~4 级，混凝土

浇筑完成初凝前即发生一些表面裂缝，混凝土公司现场人员也

多次提醒施工单位加强抹面养护等措施。10 多天后拆模，下

了一场雨，从板的底面可以看到有许多地方有渗水的痕迹。后

经有关部门检测，结论是结构板的贯穿裂缝是由于混凝土的收

缩造成， 大裂缝宽度不大于 0.2mm，参见文献 [11]，建议用

环氧树脂胶泥封闭处理，施工单位却回避究竟是什么原因加剧

了混凝土的收缩这个事实。认为是“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不当”

等原因，把责任强加给了混凝土公司。要求混凝土公司承担检

测和修补所产生的费用。《预拌混凝土》GB/T14902-2003 规范

的条文说明中明确指出“预拌混凝土不包括运送到交货地点后

的混凝土浇筑、振捣及养护。”也就是说预拌混凝土的所有权

是在交货地点交货验收后就由供方转移到需方了。混凝土的收

缩裂缝的产生是由需方造成，那么就应该由需方来承担责任。

因此明确界定双方的质量责任是势在必行的，是提高双方质量

意识、减少质量事故的前提之一。

3.5  行业准入门槛太低，资质限制整顿、市场不规范等其他

方面原因

目前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及资质审批监管部门对混凝土行

业准入、资质条件限制的条件过低，建设部建建 [2001]82 号文

件中所规定的相应资质已不能满足目前城市建设发展、工程建

设规模、技术等相关要求，而且过低的准入门槛及资质限定导

致了混凝土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部分地区混凝土

生产企业过多，远远超过城市建设发展所需的混凝土产能需

求。小而多，导致生产控制水平和经营理念的参差不齐，市场

混乱，再加上行业监管部门的动态监管机制不到位，同样对施

工单位方面的监管不足，资质挂靠的施工队大量存在，从主体

方面造成了一些客观不利因素。

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加上行业主管部门不能合理的对

新进企业的限制及整个行业发展的规划，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预拌混凝土企业为了生存拼抢业务不正当的竞争，使得预拌混

凝土企业和施工单位处于一个极不平等的合同主体地位，加之

部分施工单位在选择混凝土企业时将价格放在第一要位，行

业不能自律，结果导致部分混凝土生产企业为生存而降低质量

标准和质量保证系数，导致质量纠纷产生，质量责任更谈不上

明确。

3.6  行业监管部门包括监理单位监管不到位

作为行业监管部门及工地现场的监理单位，对预拌混凝

土企业和施工单位的主体资质条件的规范性，动态检查考评，

以及对混凝土生产、交货、施工、养护各环节，甚至对涉及结

构安全的工程质量的动态监管力度不强、执法不严、处罚不重，

存在人情管理。

重结果而不重过程监管，重形式而不重实际交货前后的

重要工序的落实监督，尤其对操作的规范性，程序上的合法合

规性，现场情况的真实性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等等，使

得预拌混凝土企业和施工单位放松对质量体系及过程的自身管

理，从而也是导致现状产生的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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