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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建设的过程中,工民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建筑类型,同时建筑市场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因此当前,人

们对工民建的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也更为关注和重视。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工民建施工过程已经朝着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对工民建工程质量的提升也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工民建施工的过程中,墙体裂缝问题依旧十分明显,其一方面会影
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会对建筑的安全构成较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解决工民建施工中的
墙体裂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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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对工民建工程的安全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

首先, 其会对建筑的抗震性能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其

响,同时我国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工民建施工日益受

次,建筑的主体结构若为砖混结构,其影响会更为明显。若在

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工民建施工中,由于图纸、施工设

施工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发现其中的裂缝, 就可能使裂缝进

备、施工材料和施工人员都会对工程的建设产生较为显著

一步加大,墙体和门窗的稳定性也会受到更大的威胁。无法

的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控

按照设计的标准来设置墙体装饰物, 甚至还会出现墙体渗

制,进而更好地避免工民建施工中出现墙体裂缝问题。

漏发霉的问题。

1 工程概况

3.2 影响建筑外观

某工民建项目建筑总面积为 23000m2,建筑主体采用钢

当前,人们对建筑外观的要求越来越个性化,同时也越

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 墙体建设的过程中主要采用空

来越严格,墙体裂缝的存在会影响建筑外观的美观性。通常

心混凝土砖为材料。

工业建筑对建筑外观的要求相对较低, 而民用建筑对建筑

2 工民建墙体裂缝的类型

外观的要求相对较高。如果建筑的外观出现严重的裂缝就

2.1 斜向裂缝

会影响人们对建筑的整体印象, 同时也会影响人们在居住

现如今的建筑结构当中, 很多新型建筑和在建建筑大

过程中的心理感受, 建筑的综合效益与价值也会因此受到

都采用评定建筑形式, 而这种建筑形式容易在屋顶纵墙量

显著的影响。

测的位置出现墙体裂缝的问题, 尤其是建筑长度较长且没

4 工民建施工中墙体裂缝形成的原因

有科学设置伸缩缝的建筑,其出现斜向裂缝的可能性更大。

4.1 设计不合理

2.2 垂直裂缝

建筑工程项目设计是建筑施工的一个重要的指引,同

垂直裂缝也被人们称为纵向裂缝, 这种裂缝一般出现

时其也是建筑施工中必须要关注和重视的环节, 所以若工

在底层窗下墙的垂直方向上, 同时过梁以及建筑剖面错层

程设计质量得不到保证, 就会威胁工程整体建设和施工的

墙体也容易出现这种类型的裂缝。

质量及安全。如在工程设计的过程中,因为工程施工现场地

2.3 水平裂缝

质勘察数据不准确, 就会导致施工设计中出现较多的细节

这种裂缝主要是建筑设计者在进行设计工作的过程中

问题,施工材料选择不合理,进而使墙体出现较为明显的裂

没有对温度因素予以全面考虑, 若屋面高度差异较为明显

缝问题, 这对工程的建设质量及建设进度都会产生较为显

或出现错层时就会产生裂缝, 女儿墙的底部通常就会出现

著的消极影响。

较为明显的水平裂缝, 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其也会出现在

4.2 温度因素的影响

屋面板和女儿墙的交接位置。

由于温度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裂缝通常被称为温度裂

2.4 混合裂缝

缝。这种裂缝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墙体混迹凝土在凝结的过

在建筑物当中,水平裂缝与斜向裂缝同时出现时,我们

程中由于水化反应的影响释放了大量的热, 这些热量迅速

就称之为混合裂缝,偶尔也会出现两个斜向裂缝,并出现交

聚集在混凝土内部,如此,就会加大混凝土结构内外部的温

叉情况,形成 X 型裂缝,但在工程建设和施工的过程中这种

差,从而在混凝土表面产生了较大的应力,当应力超出一定

裂缝形式并不常见。

的范围时便会出现裂缝。此外,在墙体降温时,由于墙体基础

3 工民建施工中墙体裂缝的影响分析

的影响,混凝土内部会受到较大的拉应力,这也会导致墙体

3.1 影响建筑使用功能

内部出现明显的裂缝问题。因此从总体上说,混凝土内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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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会使混凝土内部产生较大的拉应力, 进而导致墙体裂
缝问题。

除优化设计外,还应加强施工材料质量的管控。
5.2.1 注重水泥材料的质量管控。由于工程项目采用的

4.3 沉降因素的影响

是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应注重

由于沉降因素所导致的墙体裂缝称为沉降裂缝。建筑

墙体混凝土材料的科学选择,水泥作为主要材料之一,由于

不均匀沉降是产生裂缝的一个关键原因。很多因素都会导

种类众多且不同类型的水泥性能也不同, 故应在实事求是

致沉降问题,如建筑地基软土土质、建筑构件支撑间距不合

的基础上进行科学选择。就硅酸盐水泥而言(如普通类型、

理、模板刚度不足等。由于沉降因素的影响,建筑的表面以

粉煤质类型、火山灰质类型等等), 在确立水泥类型的基础

及内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拉应力,受其影响,对建筑物墙体

上,应选择由正规厂家生产并符合国家标准的水泥。同时,在

混凝土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致使墙体出现明显裂缝问题。

采购与进场时需对水泥质量检验单进行审核, 或通过实验

裂缝的类型多为贯穿裂缝, 因此如果出现贯穿性裂缝,

验证水泥性能,对其进行全面掌握。此外,在使用过程中,应

其对建筑的外观和性能都会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如

注重及时到及使用的原则, 避免出现水泥积压与过期问题

果裂缝问题十分严重,还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

的产生。

4.4 干缩的影响

5.2.2 在施工的过程中还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加强对

由于墙体干缩而出现的裂缝被我们称为干缩裂缝。这

添加剂和掺和物质量的控制。在选择添加剂时一定要充分

种裂缝主要出现在墙体施工结束后的混凝土养护工作中,

考虑工程的实际需要, 在选择掺合料时还应按照混凝土强

其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强体重水泥砂浆水分蒸发剧烈, 进而

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性能要求控制掺合料的性能及质量。进

使墙体混凝土出现了干缩, 其干缩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

而不断完善管理工作及水平。

干缩裂缝。干缩裂缝是一种不能修补的裂缝,所以我们一定
要加强对这种裂缝的有效控制。

5.2.3 还要加强对骨料质量的控制。骨料对墙体混凝土
的强度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所以在选择掺合料的过程中

4.5 塑性收缩的影响

一定要选择不与水泥发生化学反应的骨料, 此外在选择骨

由于混凝土塑性收缩所产生的裂缝称为塑性收缩裂

料时还应充分保证骨料自身的经济性, 以更好地提高其性

缝。其主要是由于墙体表面的水分较少,墙体塑性收缩裂缝

价比。

的出现会对墙体内部和外部的稳定性和美观性产生十分显

5.3 保证混凝土浇筑养护工作质量

著的影响, 在天气干燥炎热的情况下施工或在大风天气中

在混凝土浇筑工作中必须要充分做好混凝土内部强度

施工更容易出现这种裂缝。且其主要的特点为中间款两边

控制工作, 在工程建设和施工的过程中采用冷却水管来保

窄,长短差异大,且互不连贯。

证混凝土内部的散热效果, 防止施工过程中出现十分严重

5 工民建施工中墙体裂缝的防治措施

的混凝土温度裂缝。在混凝土拌制工作中,应添加适量的冰

由于在民工建施工的过程中,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墙体

屑,进而有效控制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在二次机械振捣的过

裂缝问题, 因此我们应在对其影响因素和产生原因充分掌

程中,必须要科学控制振捣的时间和振捣的力度,防止由于

握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振捣力度不合理而出现墙体裂缝问题。在混凝土浇筑施工

保证墙体施工的质量,提高工程建设的稳定性及安全性。

中还应采用分层浇筑的方式,对混凝土进行灌注,进而不断

5.1 完善墙体施工设计
工程施工前, 设计人员在设计工作中应结合自身的工

提升结构的强度和抗拉作用。
6 结束语

作经验, 同时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图纸的要求完成施工方案

当前,我国的工民建事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工民

设计。设计人员必须要充分了解好掌握工民建墙体混凝土

建施工质量也在不断完善,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

的多项指标要求, 同时还要在这一过程中按照国家的标准

在工民建建筑施工的过程中, 墙体裂缝问题依然十分明显,

来进行混凝土配比设计。此外还要严格控制细节,按照一高,

其会对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性能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 因此

二掺,三低的标准来设计,以此来更好地保证混凝土的质量

我们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及性能。此外还应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以及工程施工的整

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及效果。

体特点科学设计墙体结构, 以不断提高墙体结构的抗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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