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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的混凝土质量管理

黄德胜
(广西建工集团  广西南宁  530012)

摘  要  介绍施工现场混凝土质量管理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

关键词  混凝土  质量管理  施工现场

  混凝土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构)筑

物的质量, 也关系到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

安全。因此,做好混凝土的质量管理,是施工企

业十分重要的工作。而施工现场的混凝土质量

管理,更是重中之重。

1  原理和方法
根据我国国家标准 GB/ T6583 ) 92和国际

标准 ISO8402 ) 86, 质量的定义是:反映产品或

服务满足明确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征和特性的

总和。而混凝土的质量就包括强度、耐久性、外

观等方面的要求。

影响混凝土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五大方面:

人、材料、机械、方法和环境。所以,混凝土质量

管理,可分为原材料管理、搅拌管理、成型管理、

养护管理和资料管理等。而人是在其中起主导

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抓好人员的培训是十分

必要的。

为了加强对混凝土的质量管理, 明确各施

工阶段质量管理的重点, 可以把混凝土质量管

理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和事后管理三个阶

段。

( 1)事前质量管理。其重点是做好施工准

备工作,进行混凝土质量预控,如图 1。

( 2)事中质量管理。策略是:全面管理施工

过程,重点是控制工序质量。对出现的问题, 立

即进行分析, 画出因果分析图, 查找原因, 对症

下药,马上纠正。例如,出现混凝土强度不足,

可通过因果分析图(图 2)采取补救措施。

( 3)事后质量管理。这是施工完成后的质

量控制,同时组织检查验收,整理资料。

2  工程实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东兴海关业务技术

用房位于东兴中心大道与北环路的交叉路口

处, 是一栋 12 层的高层建筑, 建筑面积为

878414m2, 总建筑高度为 57135m。该工程于
1995年 12月开工, 主体于 1996 年 12月竣工,

现在是该市的最高楼, 成为该市的标志性建筑。

该工程为现浇柱、板框架剪力墙钢筋混凝土结

构。柱及剪力墙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标高

25177m 以下为 C35,标高 25177m 以上为C30,

各层楼板、梁、楼梯及水池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5。

211  人员培训
开工前,首先召集有关人员分层次进行集

中学习,熟悉有关混凝土方面的规程,认真研究

施工工艺。这样在开工前让管理人员及工人都

心中有数,知道该怎么做, 达到什么目的,有些

什么特殊要求,要特别注意什么。同时,制定内

控质量标准,贯彻以样板指导施工的原则,落实

现场质量责任制。对全现场进行明确的责任区

域划分, 建立与经济挂钩的奖罚制度并贯彻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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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原材料管理

首先,根据工程需要及实际情况,选择好合

适的原材料。做好原材料的送检, 委托试验室

做好混凝土配合比, 一旦决定下来,就不允许随

意更改。

21211  原材料选用情况

( 1 ) 砂: 选用东兴中砂。表观密度为

2611kg/ m3, 堆积密度为 1388kg/ m3, 空隙率

47% ,泥块含量 018% ,含泥量 212%, u f= 218。

( 2 ) 石: 采用东兴碎石。表观密度为

2710kg/ m3, 堆积密度为 1256kg/ m3, 空隙率为

54% , 含粉 量 014%, 针片状 颗粒含量 为

1216%。

( 3)水泥:选用柳州鱼峰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 525R。细度为 315% , 标准稠度用水量为

2312%,初凝时间为 2102h, 终凝时间为3104h,

f3d= 33. 0MPa, f28d= 62. 7MPa。

( 4)水:自来水。

21212  配合比见表 1、表 2。

表 1  C35混凝土配合比( kg/ m3)

水泥 砂 碎石 水

650 1160 185 410

塌落度 T= 80mm , fcu, 4= 25. 1MPa

表 2  C25混凝土配合比( kg/ m3)

水泥 砂 碎石 水

726 1184 185 315

塌落度 T= 80mm , fcu, 7= 21. 4MPa

213  搅拌管理
由于客观原因, 主要是由于施工人员素质

的原因, 搅拌管理往往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往往是工长喊得声嘶力竭, 工人搅拌出来的混

凝土还是不如人意。最经常发生的事是: 工人

贪图方便,不严格按配合比上料,加大水及砂子

的用量,搅拌时间不够等。为此,我们研究后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一些措施,主要如下:

( 1)施工前, 由施工值班工长把混凝土实验

室配合比换算成现场配合比, 并抄在搅拌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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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黑板上,严格按此上料,任何人都不得随意

更改。

( 2)在砂石堆场与搅拌机之间安放 2台磅

秤,要求砂石车车过称,误差在 3%以内。

( 3)经常抽检每包水泥的重量是否足够, 水

泥重量误差在 2%以内。

( 4)上水采用搅拌机内的自动控制上水系

统,误差在 2%以内。

( 5)严格按规定的时间搅拌混凝土,由搅拌

机中的时间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并定时测检, 务

求误差在 3s以内。

(6)为确保搅拌质量, 制定严格的奖罚制

度,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通过以上的几项措施, 可以有效地防止搅

拌混凝土中经常出现的问题。

214  成型管理  
成型管理是混凝土管理中很重要的一关,

如何把好这一关,直接关系到混凝土的外观质

量和强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方法,比如:

( 1)和木工协调,做好模板的检查。杜绝漏

浆、胀模等情况发生。

( 2)浇注混凝土前,先湿模。这样既方便脱

模,也可防止模板吸收混凝土中的水份,影响混

凝土强度和外观,同时还可以防止漏浆。

( 3)严格执行振捣工艺, 杜绝漏振、过振等

情况发生。由于钢筋混凝土梁中的钢筋一般较

密, 振捣时碎石无法进入梁内部而形成富砂浆

区甚至形成空洞。经研究,决定浇混凝土梁时,

派一个钢筋工跟进, 遇到梁筋较密时,先由钢筋

工把上排梁筋的扎丝解开,然后用撬铁把上排

钢筋撬开,待梁下层混凝土浇好以后,再重新把

钢筋绑好, 这样, 拆模后检查,都没有发现富砂

浆区或空洞现象。

( 4)严格控制拆模时间。

215  养护管理

在充分潮湿养护的情况下,水泥可以达到

最大程度的水化;相反在迅速干燥时,水泥只能

达到有限程度的水化。一般混凝土结构成型后

6h~ 12h,暑天或大风天气不迟于 2h~ 3h即开

始浇水养护。普通混凝土养护时间不少于 7d,

防水混凝土不少于 14d。楼层太高, 自来水无

法供上时,应当安装高压水泵供水。施工时,应

有专人负责混凝土的养护。

216  资料管理
及时收集有关资料,整理相关数据,反馈信

息,以指导后续工程的施工。比如,对混凝土试

块强度的整理、统计、评定, 以反映混凝土的质

量情况,及时反馈到施工现场,纠正施工中存在

的问题。

工程主体完工后, 经过综合评定,混凝土的

质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获得了业主、质监

部门的一致好评。

3  结语
用最新的科学管理理论去指导混凝土工程

的施工,加强质量管理,可以解决混凝土施工中

常见的质量问题,使混凝土质量更上一个台阶。

本文仅是对现代施工项目管理理论在混凝土施

工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初步探讨,并总结一些粗

浅的方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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