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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商品混凝土在全国的普及，在建设工程中的应用是越来越广

泛。但是，在施工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严重影响了工程结构质量

和安全。为了进一步加强商品混凝土质量管理，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安

全，促进商品混凝土健康发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现

提出以下见解：

一、加强相关施工单位的质量控制和管理

（1）严格执行有关标准、规范

国家的标准、规范是企业搞好质量管理和保证产品质量的依据，商

品混凝土生产企业技术人员要掌握并严格执行《预拌混凝土》GB/T14902、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JGJ/T10、《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J- 107、《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DB33/T1024、《混凝土矿物外

加剂应用技术规程》DB/T1013 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确保生产全

过程符合标准、规范。
（2）健全落实质量保证体系

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结合企业的实际，做好质量体系认证工作。
各企业应制订相应的技术管理、质量检查和档案资料管理制度；逐步建

立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网络；健全和完善原材料进场检验制度、原材料

台账、完善混凝土出厂检验和交货检验制度、部门岗位责任制和人员岗

位职责，关键岗位持证上岗制度，建立人员技术培训制度；制订生产设

备的保养、维护、检修和淘汰计划的制度；完善试验室管理制度；制订各

种机械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制度；完善计量系统的计量定期校

验制度。同时，各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还必须设立质检部门，配备足够

的质量检验人员。
（3）实行原材料进场检验控制制度

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应加强原材料的监管和检验工作，做好检查

记录，建立台账（包括厂名或产地、品牌规格、数量、出厂合格证、质保

书、产品质量证明书）。要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对进场的原材料进行检验，

合格后分规格贮存、不得混仓储存。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

定：

水泥和活性矿物掺合料控制。应当选用旋窑生产的散装水泥，水泥

进场时必须有质保书，对其品种、级别、批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核实。水泥

的复验应对其强度、安定性及其他必要性能指标，按相关国家标准进行

复验，也可用快速试验方法来推定是否合格。掌控矿物掺合料的复验，

按相关标准进行抽样，复验合格的才能应用，其掺量应由试验结果决

定。保证水泥筒仓和掺合料筒仓的定期清仓工作，并做好记录。遇有受

潮、结块的水泥不得使用，超过质保期及有怀疑的，应按复检结果使用。
经常检查水泥风送的气源中是否有水汽。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及预应

力混凝土结构的水泥，不得使用含氯化物的水泥。
外加剂控制。混凝土中掺用外加剂的质量及应用要符合相应标准

规范的规定。外加剂与水泥的适应性试验，其合理掺量要通过检验确

定。严禁使用含有氯化物的外加剂，混凝土拌合物氯化物总量应符合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 的规定，混凝土中氯化物和碱的总含

量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要求。应定期清除液体

外加剂贮仓中的沉渣，要经常检查贮仓内外加剂的密度、浓度、计量装

置，防止外加剂漏液损失减少了掺量。
粗细集料控制。混凝土所用的粗、细骨料质量应符合《普通混凝土

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JGJ53、《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

及检验方法》JGJ52 的规定。对于宏观质量有明显差异的粗、细骨料，应

该增加检验频率，骨料堆放应有隔仓板，各种不同规格材料不得混堆。
对于海砂，还应检验其氯化物含量，其结果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拌合用水控制。预拌混凝土宜采用饮用水，当采用其它水源时，水

质应符合《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63 的规定。
（4）准确设计混凝土配合比

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按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55 等标准，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耐久性和工程的环境要求进行配

合比设计。对特种混凝土，其配合比设计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专门规定。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要根据当地普遍常用材料进行混凝土

配合比的设计，通过系统试验，工程实践确定通用配合比。设计混凝土

配合比时应考虑水泥与外加剂的适应性和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坍落度

的损失值。根据原材料及天气变化，及时进行配合比的调整，提供现场

施工实际配合比。商品混凝土企业应将配合比涉及到的各种原材料数

据存档备查及可以追溯。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在试验过程中同时制作

供快速检验或早期试压试件，推定 28d 标养的混凝土强度，并建立关系

公式，对混凝土强度进行动态控制。遇有下列情况时，应重新进行配合

比设计：对混凝土性能指标有特殊要求的，原材料品种、质量、产地有明

显改变的、设计配合比的混凝土生产间断半年以上的。对特种混凝土的

配合比，应邀请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及有关专家参加混凝土

设计评审。
（5）公平、公正的检验对混凝土的质量控制负责

混凝土生产企业的试验室，必须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认可，

具备相应的资质。从事试验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试验室工作重点应放在

对原材料检验和混凝土拌合物的现场即时检验上，跟班检验混凝土拌

合物的坍落度、粘聚性、保水性和均匀性，检测混凝土拌合物中砂浆密

度和粗骨料含量；检测测定拌合物的水灰比以及快速检验混凝土强度，

推定 28d 强度值，保证混凝土拌合物施工质量的控制，根据生产中的各

项参数，分析其动态变化的原因，对影响质量的因素，及时采取措施改

进，避免发生严重的质量事故。试验人员应加强自身建设，掌握国家标

准、规范，检测人员必须经上岗培训合格。
（6）混凝土拌制及运输过程的质量控制

混凝土生产企业的搅拌机械及其他机械设备的称量装置，必须定

期由计量单位进行标定，并且经常检查设备的称量装置运行情况。经过

对混凝土拌合物的均匀性及坍落度检验合格后混凝土才能出厂，并做

好记录备案。搅拌运输车的运输延续时间，不宜超过测得的混凝土初凝

时间的 1/2，已超过混凝土初凝时间而没有使用的混凝土，不能使用。严

禁向搅拌筒内的混凝土加水调整。
二、加强预拌混凝土拌合物与成品的质量检验

商品混凝土的出厂检验和交货检验，应按《预拌混凝土》GB/T14902
执行，出厂检验由混凝土生产企业负责。根据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出

厂的混凝土的坍落度，拌合物性能进行出厂检验，检验结果应作记录存

档备查，不符合标准要求的混凝土，不得出厂。交货检验实行见证取样，

由施工单位在交货地点取样、制样，混凝土生产企业、监理单位见证施

工单位制样。混凝土进入施工现场时，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或监理单位

的监督下，对进场的混凝土进行验收，并在《商品混凝土交货单》上签

字。验收内容包括：确认混凝土强度等级、数量，记录搅拌运输车的进场

时间和卸料完毕时间，混凝土的实际坍落度值。当坍落度不能满足合同

要求时，混凝土不得使用。施工单位认为合同规定的坍落度无法满足施

工浇筑要求而需要增大坍落度时，应征得建设或监理单位同意后，书面

通知生产企业调整。混凝土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坍落度、拌合物质量

以交货检验为依据；强度以见证取样送检的试块强度试验报告为依据；

其他质量指标由供需双方依据相关技术标准在合同中约定。氯离子总

含量以供方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其他检验项目应按合同规定执行。
三、加强监理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监理单位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对预拌混凝土

施工、养护、检测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加以纠

正；对工程质量缺陷要及时做出处理意见，确保混凝土工程质量满足设

计要求。施工过程的控制：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的混凝土施工方案进

行审核。大体积混凝土、高强度混凝土和重要结构部位的混凝土工程施

工前，应参与施工单位组织的施工方案论证。方案经监理工程师批准后

方可实施。监理人员应对混凝土浇筑过程实施旁站监理。监督混凝土的

浇筑顺序，振捣方法、养护措施等施工工艺符合设计、规范和方案的要

求。一般混凝土的缺陷，由施工单位按施工技术处理方案处理，监理工

程师重新验收合格后通过。严重质量缺陷应由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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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出质量缺陷整改方案，监理工程师会同设计

单位共同制定处理缺陷的措施，由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对于严重质量事

故应上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标准规范要求处理。
四、施工现场的质量控制

混凝土的浇筑、振捣、养护等施工的控制：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组织

设计中针对预拌混凝土的特点编制施工方案，经监理批准后实施。对于

大体积混凝土、高强度等级混凝土和重要结构或有特殊技术要求的混

凝土工程，在混凝土浇筑前，施工单位应根据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生产、
技术保证方案，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报监理单位批准，必要时可组织专家

论证。商品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商品混凝土的浇筑：混凝土运输、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不应超过

混凝土的初凝时间。施工段面的混凝土应连续浇筑，并应在下层混凝土

初凝之前完成上一层混凝土的浇筑。底层混凝土初凝后再浇筑上一层

混凝土时，应按施工技术方案对施工缝的要求进行处理。施工缝的位置

应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确定。施工缝的处理应按施工技术规范执行。后

浇带的留置位置及后浇带混凝土浇筑，应按设计要求和施工技术规范

严格进行。严格控制混凝土的摊铺厚度，布料均匀摊平，不得集中在同

一处，禁止用振动棒将布料在一起的大堆混凝土采用长时间振捣摊平，

禁止用振动棒撬振钢筋的手段摊平，禁止向泵车的料斗中随意加水。
混凝土的养护：施工单位应根据规范要求和施工部位、气温、湿度、

风速、水泥品种、外加剂以及对混凝土性能的要求，制订养护方案，严格

按方案实施养护。混凝土浇水养护时间：普通混凝土不得少于 7 天，掺

用缓凝型外加剂或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14 天。浇水次数应

能保持混凝土处于湿润状态，采用塑料布覆盖养护的混凝土，应保持塑

料布内有凝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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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煤峪口矿的 3# 副井担负着人员和设备、物料的上、下井，是大

型设备的重中之重，被喻为职工的生命线。
提升所用的钢丝绳，按照国家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必须定期化验，以

便不符合要求时及时更换，确保系统的安全提升。然而在每次剁钩头绳

或更换新绳时，所用的棚井口方法费时费力，直接影响了施工进度和人

员、设备、物料的正常上、下井，而且施工人员在施工中铺设条板时站在

井筒边缘由外向里逐一铺设，撤出时由里向外逐一撤出，由于在使用中

施工人员站在井筒边缘，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条板及施工人员坠入井筒

的事故，根据集团公司“三件大事和一个薄弱环节”的精神，副立井提升

安全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不容忽视，安全无小事，只有突出安全发展

这条主线，提高安全生产稳步发展，才能够做强同煤，造福员工，才能够

实现建设绿色同煤、和谐同煤的宏伟目标。
我们本着安全第一的宗旨，针对原棚井口方法在使用中存在的弊

端，决定研究新式棚井口方法，降低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施工时

间，避免发生条板及施工人员坠入井筒的事故隐患，用整体结构设施来

代替旧的棚井口方法。
一、原棚井口方法在使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施工人员在剁钩头绳或更换新绳施工中所用的条板宽 200 毫米、
厚 50 毫米、长 6000 毫米，每次使用约 30 块，施工人员在施工中运送、
搬迁、铺设、撤出条板时全部由人工肩扛手抬，劳动强度大。

2、施工人员在剁钩头绳或更换新绳施工中铺设条板时站在井筒边

缘由外向里逐一铺设，撤出时由里向外逐一撤出。施工人员由于站在井

筒边缘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条板及施工人员坠入井筒的事故。
3、施工人员在剁钩头绳或更换新绳施工中，准备、撤出工作繁琐，

时间长，需用 1 个小时 30 分钟，影响施工进度。
由于上述原因，本队决定在 2008 年研究新式棚井口方法，采用整

体结构设施来代替旧的棚井口方法。
二、设计过程及创新点

原来所用棚井口方法费时费力，直接影响了施工进度和人员、设
备、物料的正常上、下井，而且施工人员在施工中铺设条板时站在井筒

边缘由外向里逐一铺设，撤出时由里向外逐一撤出，由于在使用中施工

人员站在井筒边缘，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条板及施工人员坠入井筒的事

故，根据集团公司“三件大事和一个薄弱环节”的精神，副立井提升安全

就是其中的一件大事，不容忽视，安全无小事，我们本着安全第一的宗

旨，针对原棚井口方法在使用中存在的弊端，决定研究新式棚井口方

法，降低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施工时间，避免发生条板及施工人

员坠入井筒的事故隐患，用整体结构设施来代替旧的棚井口方法。
设计过程具体如下：

1、深入现场，实地考察，测量数据：

首先，我们对井口、井筒钢梁的最大间距和最小间距，木罐道突出

位置，进罐口、出罐口轨道间距，设施与井筒搭接部分等进行精确测量。

2、材料选择及结构设计，制作：

①在不影响罐笼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利用井筒钢梁采用 8# 槽钢焊

接平行滑道。
②我们采用厚度为 50mm的条板作为设施表面，采用 8# 槽钢横竖

交叉布置作为中间支架，下部安装滚轮，采用焊接方法将各部相连接，

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设施。
3、检查和试验：

我们对制作好的设施结构，焊缝进行检查无问题后，试验：

我们缓慢将进罐口设施和出罐口设施推入 8# 槽钢焊接制作的平

行滑道，使进罐口设施和出罐口设施与井筒周边平台搭接，为了更加安

全，防止其坠入井筒，我们用两根￠12.5mm 钢丝绳扣将设施与井架钢

梁相连。
经过多次试验棚井口设施能够正常安全使用，于 2008 年 6 月投入

正式使用，效果良好。
创新点：

1、由原来的条板在运送、搬迁、铺设、撤出时全部由人工肩扛手抬，

改为手推设施，大大降低了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
2、杜绝了施工人员在铺设条板时站在井筒边缘由外向里逐一铺设，

撤出时由里向外逐一撤出原有的施工方法，避免了发生条板及施工人

员坠入井筒的事故隐患。
3、采用棚井口设施的新方法，准备、撤出工作简单，时间短，只需用

30 分钟。
三、应用情况及经济效益

1、棚井口设施于 2008 年 6 月投入正式使用，效果良好。
2、安全是最大的效益，采用棚井口设施的新方法杜绝了施工人员

在铺设条板时站在井筒边缘由外向里逐一铺设，撤出时由里向外逐一

撤出原有的施工方法，避免了发生条板及施工人员坠入井筒的事故隐

患。
3、棚井口设施结构简单，维护方便，缩短了施工时间，从而保障了

副井人员和设备、物料的正常上、下井。
用工费每日每工按 45 元,需 15 人施工，全年平均使用 2- 3 次：

45×15×3=2025 元

4、原有的施工方法所用的条板宽 200 毫米、厚 50 毫米、长 6000 毫

米，每次使用约 30 块，每年节省材料费约 2 万元。
四、总体性能指标与国外、集团公司内其它单位技术的比较

该设备属自制而成。经过实践使用后，可行性较好，为我矿创造出

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五、推广应用前景

1、在我矿 3# 副井应用情况良好，该设施具有工作性能好，维护方

便等优点，在同行业里有推广的前景。
2、此装置大大降低了施工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了施工时间。

浅谈棚井口安装工艺的改进

同煤集团煤峪口矿大型队 刘振华

［摘 要］提升所用的钢丝绳，按照国家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必须定期化验，以便不符合要求时及时更换，确保系统的安全提升。然而

在每次剁钩头绳或更换新绳时，所用的棚井口方法费时费力，针对这一不理想情况，给出了改进后的安装方法。
［关键词］棚井口 安装 改进

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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