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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市政道路桥梁的快速发展,大体积砼普遍应用于市政道路桥梁建筑中,大体积砼经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就

是砼结构容易产生裂痕。为了防止裂痕,我们既要预防大体积砼内部最高温度和内外温差,也要从改善结构约束条件,砼性能
等诸多方面进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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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体积砼开裂的特征

50% 之 间 , 也 就 是 C20 的 强 度 。 如 温 差 控 制 在 ：

大体积砼开裂的特征主要是温度和湿度的变化, 砼的

△T=T1-T2=69-44=25℃ H (t)=0.35σ1 (+)=1.0 ×10-5 ×

脆性和不均匀性,以及结构不合理,原材料不合格,模板变形,

2.246×104×25/2×0.35=0.98<1.1(N/m)符合要求。如温差

基础不均匀沉降等。

△T 控制在 25℃以上如 30℃时,H(t)=0.35σ1=1.0×10-5×

砼硬化期间水泥放出大量水化热, 内部温度不断上升,

2.246×104×30/2×S(t)=1.18N/m>1.1Ν/m(承台则会开裂)。
3 砼裂缝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表面引起拉应力。后期在降温过程中,由于受到多方面的
约束,又会在砼内部出现拉应力。气温的降低也会在砼表面

3.1 水泥水化热。水泥进行水化时要放出大量热能,温

引起很大的拉应力。当这些拉应力超出砼的抗裂能力时,即

度应力与温差呈正相关,温差越大温度应力就越大。砼降温

会出现裂痕。许多砼的内部湿度变化很小或变化较慢,但表

收缩变形受温度应力的约束与砼龄期呈正比, 砼龄期越大

面湿度可能变化较大或发生剧烈变化。如养护不周、时干时

约束力越大, 裂缝的产生正是因为砼所能承受的力远远小

湿,表面干缩形变受到内部砼的约束,也往往导致裂痕。由于

于温度应力。水泥的水化热与水泥总量、水泥品种联系紧

原材料不均匀,水灰比不稳定,及运输和浇筑过程中的离析

密,单位时间释放的热量与砼龄期呈正比。砼内部的结构由

现象,在同一块砼中其抗拉强度又是不均匀的,存在着许多

于表面热量的随意散发而在建筑后的 3～5 天出现温度的

抗拉能力很低,易于出现裂痕的薄弱部位。在钢筋砼中,拉应

最大值。

力主要是由钢筋承担,砼只是承受压应力。在素砼内或钢筋

3.2 外界气温的变化。开展大体积砼施工时,外界气温

混凝上的边缘部位如果结构内出现了拉应力, 则须依靠砼

的影响会使砼裂缝出现。因为砼内部结构不容易散热,高温

自身承担。一般设计中均要求不出现拉应力或者只出现很

情况持续较长。外界气温降低时,砼内外温差变大,就容易形

小的拉应力。但是在建造中砼由最高温度冷却到运转期的

成砼裂缝。

稳定温度,往往在砼内部会产生相当大的拉应力。有时温度

3.3 砼的收缩变形。砼在空气中硬化时体积变小,即砼

应力可超过其它外荷载所引起的应力, 因此掌握温度应力

收缩。砼中约有 80%的水分用来保证砼在浇筑过程中有足

的变化规律对于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和建造极为重要。

够的和易性, 最终会蒸发,20%的水分会在水泥水化中起作

2 大体积砼温度和温度应力计算

用。当无外力压迫时砼自发变形,当有外力约束时会出现收

2.1 砼内部最高温升值。基础底板砼内部中心点的温度

缩应力,便会使砼开裂。
4 采用合适建造措施,降低内外温差,预防大体积砼的

升高峰值就是这个值,这个值通常小于绝热温升值,通常砼
浇筑 3 天后便会出现该温度, 自此温度便在此趋于稳定,最
后慢慢降低。一般砼内部的最高温升值是 69℃,所以要把砼
表面温度掌握在 44℃上下。
2.2 温度应力计算。砼浇筑后,当水化热为最大时,就要

裂痕
采用合适的建造措施不仅能节约建筑成本, 还能有效
降低大体积砼内外的温差,有效地减少裂痕的产生,提高大
体积砼的质量。

计算由于温差和时间差产生的温度应力。一般使用 425 号

4.1 分块浇筑

硅酸盐拌合砼,待养护温度达到 20℃左右时,18 天龄期的强

为了有效降低大体积砼的内外温差, 在大体积砼建造

度便能达到要求强度的 85%, 如果再添加 JM-3 防水剂,它

过程中,常采用分块浇筑。分块浇筑又可分为分层浇筑法和

的龄期甚至能达到要求强度的 95%。C40 砼的抗拉强度设

分段跳仓浇筑法两种。分层浇筑法目前有全面分层法、分段

计值为 1.71MPa/m,设计强度的 95%为 1625N/m。

分层法、斜面分层法 3 种浇注方案。全面分层法能够使砼均

水化热产生的最高温度一般为 3～5 天,砼表面的温度

匀散热,不宜产生垂直裂痕,但要求砼的拌和、运输能够满足

为 18～20℃,还要使用 425 的硅酸盐水泥,强度要在 37%～

砼在初凝前连续浇筑,不产生水平建造缝；分段浇筑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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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使得农业逐渐成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至关重作的

位置。而灌溉工程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我国农业在进行灌溉过程中还存在水源浪费严重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就对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究,以期为农业灌溉工程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问题；对策
我国一直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对水资源使用有着较

1.1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模问题

高的要求,而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面对此种情况,

现阶段, 相关人员在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过程中缺

相关人员需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使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乏对工程规模的研究, 使得所建设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不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证庄稼生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就对

是规模小就是规模大,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具体主要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 并提出相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人员在建立高效节水灌

应解决对策,以期提升农业行业经济效益。

溉工程过程中缺乏对土壤、气候、农民种植习惯等因素的考

1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虑, 使得所建立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与农民种植习惯不一

于砼拌和能力低,对大体积混凝上抗渗要求不高的结构物；

而采用二次振捣,能排除砼因泌水在粗集料、水平钢筋下部

斜面分层法适用于平面尺寸较大但厚度较小的结构物。目

生成的水分和空隙,提高砼与钢筋之间的握裹力,使砼的抗

前在市政道路桥梁大体积砼建造中, 多采用一次性整体浇

压强度提高 10%—20%。

筑和全面分层多次浇筑。
4.2 降低浇筑温度

4.5 埋设冷却水管
埋设水管用连续流动的冷水可以降低砼的温度, 可以

降低浇筑温度可以降低温差从而减小温度应力, 其措

把砼块体冷却到稳定的体积。冷却水管大多采用直径为

施主要有预冷骨料和加冰搅拌等。浇筑时间最好安排在低

25mm 或 19mm 薄壁钢管或铝管,按照中心距 1.5～3m 交错

温季节或夜间,若在高温季节建造,则应采取减小砼温度回

排列,水管上下层间距宜为 1.5-3m,并通过立管连接。在浇

升的措施,譬如尽量缩短砼的运输时间、加快砼的入仓覆盖

筑开始水管覆盖一层砼后即应开始通水, 通水持续时间应

速度、缩短砼的暴晒时间、砼运输工具采取隔热遮阳措施

足以保证砼第二次温升不超过初次温升, 较小的大体积砼

等。对于泵送砼的输送管道,应全程覆盖并洒以冷水,以减少

当到达最高温度并开始下降时应停止通水, 要避免使砼开

砼在泵送过程中吸收太阳的辐射热, 最大限度地降低砼的

裂的大陡的温度梯度,冷却速度以每天温度下降 0.6℃左右

人模温度。在市政道路桥梁大体积砼的建造中比较实用的

为好。

措施是做好水泥散热工作、对骨料浇水冷却、采用冷却拌和
水和减小运输距离等。

5 结束语
大体积砼施工技术在一项技术中十分重要, 砼施工技

4.3 合理安排建造进度

术的好坏决定了工程的质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砼开裂

建造进度对大体积砼的温度的变化影响非常明显。特

情况是能够用上述的方式来进行预防、避免的。还要采取最

别应该注意的是分次、分层浇筑的间歇时间。选择上层砼覆

适宜的设计方案、材料、技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砼裂缝的

盖的适宜时间应是在下层砼温度已降到一定值时, 即上层

产生。

砼温升倒加到下层后, 下层砼温度回升值不大于原砼最高
温升。在每次浇筑中,又分几层,其层间的间隔时间应尽量缩
短。必须在上层砼初凝之前,开始浇筑下层砼。层间最长的
时间间隔不大于砼的初凝时间。
4.4 改善砼的搅拌工艺和采用次振捣,提高砼的抗裂性
大量建造现场试验证明,改善砼的搅拌工艺,采用二次
投料的砂浆裹石或净浆裹石的搅拌新工艺, 可使砼强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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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0%左右,相应地也提高了砼的抗拉强度和极限抗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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