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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体积混凝土普遍存在裂缝问题,这对工程的质量和人身的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混凝土对浇
筑技术和施工环境要求很高,防止出现开裂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开裂情况,需要从根源处进行问题分
析,通过研究讨论,根据实际状况进行相应方案的制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大体积混凝土开裂的状
况,从根本上解决工程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进而更好地确保人们的生命安全。基于此,本篇文章对大
体积混凝土裂缝控制技术总结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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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rack control technology of mass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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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concrete generally has cracks, which brings serious hidden dangers to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and personal safety. Concrete has high requirements on pouring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to
prevent cracking. A little carelessness will lead to crack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problem from the root,
and formulate the corresponding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etter solve the cracking situation of mass concrete,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hidden dangers
of quality and safety in the project, and then better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ummary of crack control technology of mass concret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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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内外温度的升降必然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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