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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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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施工企业来讲，开展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了能够保证工程建设整体质量，就需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加强
施工技术控制，特别是混凝土施工技术。混凝土施工技术控制在整个水利工程项目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混凝土施工技
术控制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项目建设质量。因此，必须要加强混凝土施工技术质量控制，充分保证混凝土整体建设质量。基于
此，文章就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展开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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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trol, especially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it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trol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trol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whole proj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fully ensur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concret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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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在水利工程项目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就是混凝土施工，混凝土质量
不合格将会严重影响到项目整体建设质量。因此，作为施工企业必须要重视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施
工技术控制措施保证施工质量。混凝土施工技术控制主要环节包括配置、浇筑、养护以及裂缝控制，必须要加强这些
环节质量控制，实现水利工程项目高质量完成。

1 水利施工的重要性浅析
1.1 保证水利工程施工进程
做好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可以为水利工程的高效实施创造必要前提。在水利施工的准备阶段，水利工程的施
工管理部门，往往需要针对水利工程施工进行严格管理，还需要对工程施工的各个部门进行责任与分工的明确，进而
保证各部门之间能够协调合作。此外，作为水利工程施工的重要组成环节，施工管理同样包含对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
的审核，进而保证文件的准确性。施工管理同样还参与到水利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对保证施工质量及施工进程具有
重要价值与意义。
1.2 保证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针对水利工程施工进行管理，不仅能保证水利施工的完整进程，同样也是保证其施工质量的重要前提。水利工程
施工管理工作，往往会贯穿整个水利工程的建设阶段。水利施工管理人员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图纸的严格审查等。
通过严格的施工管理，往往能避免因为各种因素，造成施工质量问题，也能降低施工所产生的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在出现一些问题时，施工管理也能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继而达成保证水利工程施工
质量的目的。
1.3 保证水利工程施工安全
从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来看，施工管理是能够保证水利施工安全的重要前提与基础。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不仅能
够保障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还能够保障水利工程的安全生产及应用。因此，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具有十分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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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作用及价值。但是囿于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现状的限制，结合其本身存在的施工特征，都使得其施工管理面临诸多
挑战与不足，亟待解决。

2 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应用的重要性分析
作为我国重要民生工程项目，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伴随近年来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在增加。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对于混凝土的
施工是最为基础的施工作业环节，在具体作业中，施工人员会应用相关设备和技术，对混凝土施工进行科学处理。通
过合理应用混凝土施工技术，能够有效提升项目整体质量，减少因混凝土施工工作不合格引发的工程质量与安全问题，
为项目后续工程的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由此可见，科学的开展混凝土施工技术是十分必要的。

3 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及质量控制
3.1 混凝土配置
在混凝土施工前，工作人员需要按照具体需求对水泥、骨料、水和添加剂进行科学配置，使混凝土的强度能够满
足施工需求。在混凝土配置环节，对于骨料的选择十分重要，工作人员需要对骨料进行筛选，使骨料的颗粒大小满足
规范要求，如果是细骨料，需对其细度模数进行检查，进而测定出混凝土中的含泥量。在混凝土配置过程中，所使用
的水需保持洁净，严禁使用废水、污水。如果需要添加外加剂，则需按照配比要求进行添加，以防止计量过多或过少
影响其与混凝土的化学反应。
3.2 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浇筑作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范执行浇筑和振捣等步骤。分层浇筑法是当前工程
建设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浇筑方法之一，分层浇筑可以促进混凝土间的联系性，进而使混凝土结构的强度得到有效提升。
在混凝土的浇筑环节，需要对浇筑速率和浇筑环境进行严格把控。当出现降雨或大风等恶劣天气时，不宜进行混凝土
浇筑，以防混凝土材料掺杂雨水或杂物，对混凝土材料的强度产生影响。在浇筑速率方面，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匀速浇
筑，同时还要保证混凝土材料的及时供应，保证混凝土浇筑作业的一次性完成，防止因间隔时间过长而导致已浇筑部
分出现初凝现象，进而影响混凝土的结合度。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混凝土浇筑的高度也会对施工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混凝土倾落度过大，则会出现混凝土离析现象。所以，施工人员要结合建筑结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科学的浇筑作
业计划。如果浇筑作业高度大于 2m，施工人员可以选择溜槽的方式进行浇筑；当建筑结构大于 8m 时，就需要采用振动
串管的作业方法。
在浇筑过程中，还要配合相应的振捣作业，通常要在混凝土浇筑的 20S 内完成振捣。振捣的目的是将混凝土材料
进行均匀捣实，将其内部空气排出，以防止蜂窝麻面等质量问题的出现。工作人员需应用振捣棒插入混凝土内部进行
振捣，操作人员需根据混凝土的强度合理选择振捣强度，同时该过程应遵循“快插慢拔”和“先上后下，先难后易”
的操作原则，并依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循序振捣或分层振捣的方法，对于混凝土的振捣强度和振捣时间也要做到严格
控制，只有采取合理的振捣操作，才能有效提升混凝土施工的整体质量。
3.3 混凝土养护
养护工作是保证混凝土施工质量的关键步骤，在混凝土浇筑完成后，通过科学合理的养护措施可以有效提升混凝
强度，保证混凝土结构的稳定性，所以，改作业环节也应得到施工人员的高度重视。在混凝土养护工作中，对于温度
和湿度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浇筑完成后要在混凝土表面覆盖塑料薄膜；在完成拆模作业后，工作人员就需要采取相
应的养护措施，在夏季高温环境中，要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洒水处理，以避免阳光暴晒导致混凝土结构出现干缩裂缝，
浇水的频率和时间要依据天气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如在冬季进行混凝土施工，则需在养护环节保证混凝土的温度，工
作人员可在混凝土表面覆盖草垫或应用防冻剂，以防止混凝土冻结现象发生。只有采取了科学的养护措施，才能保证
混凝土的强度，提升结构的整体质量和使用寿命。
3.4 混凝土裂缝控制
在混凝土施工中，裂缝现象是十分常见的混凝土施工质量问题之一，所以对于裂缝的防治也是保证混凝土建设质
量的重要措施。在具体的裂缝防治工作中，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保证混凝土原材料的质量，并对材料进行科
学配比与拌合，如应用商品混凝土，则需要在施工前严格审查混凝土的出厂合格证明与检测报告；第二，注重模板安
装质量，在模板搭设环节，不能出现支架倾斜的情况，对于固定模板的螺栓要进行认真检查，以提升模板的稳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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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浇筑过程中出现模板位移或是漏浆等问题；第三，强化浇筑现场监督管理，质检人员需要严格控制混凝土坍落度，
严禁浇筑作业中出现工作人员私自加水的行为；最后，在模板拆除过程中，质检人员需要对混凝土的凝固强度进行严
格检查，在达到标准强度后才能进行拆模作业，以防止拆模过早引起的混凝土强度不达标问题。拆模完成后需配合相
应的养护措施，以防止混凝土裂缝的出现。

4 结语
总而言之，水利工程项目必须要重视混凝土施工技术控制，严格控制施工现场具体操作，要求施工人员按照施工
技术规范进行。作为施工企业，要重视现场施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的解决对策，加
强施工技术管控，提升混凝土施工整体工作水平，最终高质量完善水利建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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