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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宅工程质量投诉有急剧上升的趋
势，住宅工程的渗漏、裂缝渐趋主导地位。本文从
施工角度对现浇混凝土楼板裂缝的背景、形式、
成因、现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防止现浇混凝
土楼板裂缝发生提出了相应的控制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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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分析 控制措施 处理方法
随着住宅商品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业

主成为了住宅的投资者，对住宅质量的标准和要
求也愈来愈高。然而，我们已发现在越来越多的
住宅工程交付业主后，其一些工程质量缺陷也暴
露在我们的面前，住宅工程的裂缝、渗漏、空鼓是
投诉的主要问题，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就针对裂缝问题来谈谈应怎样在实际施工中
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免裂缝的产生。
一、裂缝产生的施工原因分析
（一）模板工程原因
1.模板支撑未经计算或水平、竖向连系杆设

置不合理，造成支撑刚度不够，当混凝土强度尚
未达到一定值时，由于楼面荷载的影响，模板支
撑变形加大，使混凝土楼板中间下沉，楼板产生
超值挠曲，引起裂缝。

2.由于工期短，加之楼板配备数量不足，出
现非预期的早拆模，拆模后混凝土强度未达到
规范要求，导致挠曲增大，引起裂缝。
（二）钢筋工程原因
板的四周支座处钢筋、板的四角放射钢筋

或阳台板钢筋均应按负弯矩钢筋设置在板的上
部，但有些工程上述钢筋的绑扎位置不正确；或
绑扎位置正确而未设置足够的小支架将其牢固
固定；或前两者均符合要求，但在混凝土浇捣
时，操作人员随意践踏钢筋，使这些钢筋落到下
面了，混凝土浇捣后此处保护层变大，板的计算
厚度减少，楼板受力后出现裂缝。
（三）混凝土水灰比、坍落度过大原因
混凝土强度值对水灰比的变化十分敏感，

基本上是水和水泥计量变动对强度影响的叠
加。水、水泥、外掺混合材料、外加剂计量偏差，
将直接影响混凝土的强度。泵送混凝土为了满
足泵送条件：坍落度大，流动性好，易产生局部
粗骨料少、砂浆多的现象，此时，混凝土脱水干
缩时，就会产生表面裂缝。
（四）混凝土养护原因
1.混凝土浇捣后，没有及时浇水养护，并保

证一定的养护期，也没有采用其他有效措施，加
快了混凝土的收缩，从而导致楼板裂缝。

2.混凝土浇捣后，没有经过一定的养护期，
混凝土强度尚未达到一定的值时（规范要求
1.2MPa），就安排后续工序施工，甚至吊运重物
冲击楼板，使楼板出现不规则裂缝。而模板在浇
筑混凝土前浇水不够，过于干燥，则模板吸水量
大，引起混凝土的塑性收缩，产生裂缝。

3.过度的抹平压光会使混凝土的细骨料过多
地浮到表面，形成含水量很大的水泥浆层，水泥
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二氧化碳作用生成碳
酸钙，引起表面体积碳水化收缩，导致混凝土板
表面龟裂。而养护不当也是造成现浇混凝土板裂
缝的主要原因。过早养护会影响混凝土的胶结能
力，过迟养护，由于受风吹日晒，混凝土板表面游
离水分蒸发过快，水泥缺乏必要的水化水，而产
生急剧的体积收缩，此时混凝土早期强度低，不
能抵抗这种应力而产生开裂。特别是夏、冬两季，
因昼夜温差大，养护不当最易产生温差裂缝。
二、施工控制措施
（一）模板分项工程的措施
1.保证模板要有足够的承载的能力、刚度和

稳定性，能可靠地承受浇筑混凝土的重量、侧压
力以及施工荷载。在施工中若发现有异常现象，

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2.根据工期要求配备足够的模板，保证按规

范要求拆模。
（二）钢筋分项工程应采取的措施
1.混凝土浇捣前，必须在板周边支座处的负

弯矩钢筋、板四角的放射形钢筋和阳台板钢筋范
围处搭设操作踏板，供施工操作人员站立，不得
踩踏在上述钢筋上作业。

2.严格保证钢筋的位置，对其采用的垫块要
进行适当的养护，以保证其强度。混凝土浇捣中，
必须有一名钢筋工及时修整被踩踏或移位、变形
的钢筋。
（三）混凝土分项工程措施
1.混凝土浇捣时，应对坍落度进行抽测，坍落

度值过大时应及时通知商品混凝土厂家进行调
整，严禁任意加水，以防止坍落度值过大，影响强
度。

2.混凝土终凝前必须用木蟹两次抹平。混凝
土浇捣后，在终凝前须用木蟹进行两次压抹处
理，以提高混凝土表面的抗裂能力。

3. 混凝土浇捣后，12h内应对混凝土加以覆
盖和浇水，浇水养护时间一般不得少于 7d，对掺
用终凝型外加剂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14 d。混凝
土强度达到 1.2MPa前，不得在其上踩踏或安装
模板及支架。在强度满足的情况下，吊运重物或
重物堆放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减轻对楼板的冲
击影响。
三、裂缝的处理方法

1.对于一般混泥土楼板表面的龟裂，可先将
裂缝清洗干净，待干燥后用环氧浆液灌缝或用表
面涂刷封闭。施工中若在终凝前发现龟裂时，可
用抹压一遍处理。

2.其它一般裂缝处理，其施工顺序为：清洗板
缝后用 1：2或 1：1水泥沙浆抹缝，压平养护。

3.当裂缝较大时，应沿裂缝凿八字形凹槽，冲
洗干净后，用 1：2水泥沙浆抹平，也可以采用环
氧胶泥嵌补。

4.当楼板出现裂缝面积较大时，应对楼板
进行静载试验，检验其结构安全性，必要时可
在楼板上增做一层钢筋网片，以提高板的整体
性。

5.通长、贯通的危险结构裂缝，裂缝宽度大于
0.3mm的，采用结构胶粘扁钢加固补强。板缝用
灌缝胶高压灌胶。
四、结束语

因此，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将控制裂
缝的措施，包括加强地基基础处理保持结构稳定
性的措施，必要时添加纤维等措施增强混凝土的
抗拉强度，控制混凝土开裂等措施编入施工组织
设计中，指导施工，并督促项目部认真贯彻实施。

郁郁葱葱的香樟，挺拔伟岸的银杏，
枝繁叶茂的榉树，红花满簇的晚樱……当
一幅幅如画般的美景映入你眼帘的时候，
你或许没想到，它的种植和养护包涵着丰
富的知识，也蕴含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心
血。今天，借着《新南北报》的平台，结合自
己从事的工作，对于绿化工程中一些知识
与各位同仁进行一个交流。

一、植生苗与移栽苗；植生苗，也称
实生苗，是指用种子生产长出来的苗，
工程上一般是指种在同一位置多年，未
断过根的苗木；移栽苗是相对植生苗来
说的，工程上一般是指断过根后种植了
1-3年的苗木。我们平时都说，移栽苗的
成活率比较高，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
要从植物吸收水分的方面来解释了：我
们都知道，种好一棵树后要马上浇水，
这是因为水分是保证新栽植物存活的唯
一原因；而植物吸收水分是通过其根部
的根毛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根系越多，
根毛越多，越能吸收到水分，苗木越容
易成活。植生苗因为在同一位置生长多
年，根系生长过长，掘苗时受到的损伤
过多，吸收水分的能力相对比较弱，因
此成活率就比较低；而移栽苗由于经过
移植断根，所形成的根系比较紧凑而丰
满，吸收水分的能力相对比较强，移植
后就比较容易成活。

二、种植过程中的修剪；我们在绿化工程施工中，
都会对各类乔木、亚乔木以及灌木等进行修剪，有人
会问：为什么要修剪啊？不修剪多好，种下去就是全冠
的，立马能出效果。是啊，全冠多好！但这只是我们的
一厢情愿罢了，任何树木都有它的生理特性，只有符
合它的生理规律，植物才能正常地成活和生长。对植
物进行修剪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水分代谢的平衡：移
植树木，不可避免地要损伤一些树根，为使新植苗能
迅速成活和恢复生长，必须对地上部分适当剪去一些
枝叶，以减少水分蒸腾，保持上、下部水分代谢的平
衡。此外，修剪还有另外两个目的：一个是培养树形，
将树木修剪成预想的形态，以符合设计及景观效果的
要求；另一个是减少伤害，减除带病虫枝条，可以减少
病虫危害；梳去一些枝条，可减轻树冠重量，对防止树
木倒伏也有一定的作用。

三、喜阳与喜阴植物的种植要求：喜阳植物应该
栽植在光照比较充沛的位置，比如桂花，若将桂花种
植在房子北面，常年得不到充分的光照，那么此处的
桂花在花季的开花量远远比不上光照充分的桂花，并
且其花香也会大打折扣；而将耐阴植物栽植在强光照
射的地方会很快枯萎，比如八角金盘、洒金珊瑚等；因
此，在绿化工程中，很多阴暗处、阳台下等不易有阳光
的位置，我们常常种植此类植物。

接下来介绍几种常用园林树种的特性及最佳移
植时间：

一、香樟：樟科，常绿性乔木，喜阳树种，全株具有
樟脑般的气味，可驱虫；最佳种植时间为 4月底至 7
月初，由于耐寒性不强，若非要在冬季种植，一定要在

树干及泥球部位做好保暖工作。
二、银杏：5月开花，10月成熟，喜适当湿润而排

水良好的深厚壤土，该树种生根性比较强，因此移植
成活率比较高，除去高温季节，一般时间都可以移植，
但最佳移植期为落叶后至发芽前这段时间。

三、香泡，春季开花，秋季结果，常用的园林树种，
喜欢比较湿润的环境。和香樟一样，耐寒性不强，在冬
季种植时要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才能保证其具有比
较高的成活率。

四、白玉兰：玉兰花代表着报恩，花开时清香阵
阵，沁人心脾，为美化庭院之理想花种。它的移植一般
在秋冬季节或春季开花前；春季移植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将花苞全部摘除后再种植，因为此时玉兰正处
在花期，移植后体内还具有一定的养分和水分，能保
证自身正常开花。否则会因玉兰花“怒放”而透支本身
养分，造成代谢失衡导致慢慢枯萎。

五、石榴，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是多子多福的
象征，多为私家庭院的绿化树种，适宜在秋冬季节种
植。

六、加拿利海藻和华盛顿棕榈等热带植物：虽然
这些热带树种别有一番风情，但由于杭州处在亚热带
区域，并不适合种植；假如我们非得种植这些植物的
话，最好采取那些在上海或江苏等地移植驯化过的，
这样才能保证一定的成活率。

绿化种植其实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保证绿化成
活率以及尽快达到效果还需要后期的精心养护，俗话
说的“三分种植七分养护”就是这个道理。

(王振辉)

谈
谈
绿
化
工
程
中
的
几
个
小
知
识

一、地下室：
1. 2008 年 11 月 28 日完成依0.00 结构

施工；
2. 2009年 4月 17日通过结构验收；
3. 目前在进行粉饰施工。

二、A楼：（4层）
1. 2008年 12月 5日主体结顶；
2. 2009年 4月 17日通过结构验收；
3. 目前在进行内墙初装修施工和幕墙

龙骨安装。
三、B楼：（20层）

1. 2009年 5月 21日主体结顶；
2. 目前 14 层以下砌体已基本完成，幕

墙放线已开展；
3. 拟计划 6 月完成 12 层及以下结构

验收。
四、C楼：（地上 28层）

1. 2009 年 6月 2 日完成 15 层楼面砼
结构浇捣；

2. 目前 16层墙柱支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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