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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施工现场过程中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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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品混凝土作为常用建筑材料，其质量将影响建筑工程质量。施工现场可针对商品混凝土采取质量控制措
施，包括选用优质原材料、控制配料比以及搅拌强度等。本文主要探究商品混凝土质量控制方法，希望可为相关人
员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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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mon building material, the quality of commercial concrete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can be taken for commercial concrete,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the control of proportioning ratio and mixing strength.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of commercial concrete,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rsonnel.
Keywords: construction site; commercial concrete; quality control
中图分类号：TU37

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8965（2019）03-0051-02

引言

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非常重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控
制办法保证商品混凝土的价值得以实现。实践中施工现场
的环境相对复杂，要确保商品混凝土的每一个阶段的施工
质量均达到要求，以便于减少噪音、粉尘以及污水等污染
问题，同时也才可以令建筑物的质量满足人们的要求。商
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可以从其生产过程、浇筑过程以及养
护过程三个方面进行。

1

商品混凝土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施工单位选择商品混凝土企业的时候应当设计一个明
确的方案，通过对比分析择优选择。针对已经选择的商品
混凝土企业还要进一步调查，重点可以放在企业的综合生
产模式上，通过考察、分析以及评估的形式确保所选择商品
混凝土企业符合施工要求，能够保证建筑物的质量。商品
混凝土的生产原料得到有效控制是保证商品混凝土质量的
第一步，其中原材料包括了水泥、集料以及外加剂和矿物
等掺合料。在这些原材料中水泥所占的比例大，对于商品
混凝土的质量影响也最明显，为此需要安排专业的技术人
员针对水泥进行质量检验。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选择商品
混凝土企业的时候可以检测其是否是使用了硅酸盐水泥，
因为这种水泥能够保证商品混凝土的强度。除此之外还需
要进行安定性的检验，检验标准可以参照我国对于混凝土
结构工程相关内容的规定。
集料的质量验证和控制需要相关人员把握细节，落实
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了对集料的压碎值指标、集料
的含泥量以及集料的级配程度等方面验证。当然为了提高
商品混凝土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还要就集料的云母含
量、氯离子含量以及硫化物等含量进行检验，只有在符合质
量检验标准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应用到实施当中。外加剂的
检验则要求多次反复检查，确保合格才可以被应用。商品
混凝土中往往会掺合一些粉煤灰，在检验过程中需要注意。

商品混凝土的具体生产过程当中，需要严格参照设计
方案控制配料比，以便满足建筑工程对商品混凝土的强度
及耐久性的要求。生产技术人员要针对商品混凝土的整个
生产过程进行审查分析，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对于商品混凝
土生产时所需的温湿度合理控制，并在商品混凝土的运输
方面下功夫，不仅要保证运输的距离器具和方式合理，还
要保证运输的距离对于商品混凝土质量不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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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商品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内容多，工作量大，
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人员并做好监督工作。施工单位在浇
筑商品混凝土之前要做好准备工作，对于施工道路以及所
需的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配备恰当合理。其中商品混凝土
浇筑所需的机械设备有泵车。除此之外施工单位还要做好
接管、卸料以及坍落度检测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在这一过
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控制卸料的时间，当搅拌运输车到达
施工现场之后，要安排工作人员及时卸料，最好是在三十
分钟之内完成。施工人员要按照要求施工，禁止在运输车
内任意加水等行为，也要提高核验的水平，针对发料单的
名称、品种以及强度要反复核验，确定其合格。施工人员
也要重视后续工作的跟进，尤其是要观察商品混凝土浇筑
之后的情况，防止出现离析或者分层问题。
商品混凝土浇筑需要严格按照工序进行，坚持由远及
近的浇筑原则。同一区域浇筑混凝土的时候应当坚持水平
结构原则，采用分层浇筑方式。施工缝等的浇筑相对复杂，
需要经过检验压强达到标准之后才能够实施。施工缝在进
行浇筑之前要安排施工人员就其进行凿毛处理，尤其是那
些松动的石子要及时清除，最后还要用水冲洗干净。完成
这些工作之后还要在施工缝上铺上一层水泥砂浆，选择合
适的振捣设备进行振捣，之后再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泵送混凝土布料在浇筑的时候同样要按照具体的方案
进行，一般坚持竖向浇筑结构，控制布料设备出口以及模板
内侧面之间的距离，防止出现直冲钢筋骨架等问题。落料

51

水泥与混凝土
的高度也要符合要求，一般是不能小于二米，以此避免商
品混凝土浇筑之后出现离析或者分层的问题。混凝土的振
捣一般选择振捣棒比较合适，而振捣棒最好是50㎜尺寸的，
同时控制分层的厚度，使其与振捣棒的长度之间产生合理
的差值。振捣的过程当中振捣棒的半径要控制在 400 ㎜之
内，振捣的时间则需要保持十五秒以上，但是要少于三十
秒。总之商品混凝土的振捣相当重要，频率和时间均需要
符合标准，防止出现混凝土离析以及表面水平或气泡等问
题。混凝土的边角处理相对复杂，振捣的时候可以依照顺
序进行，同时让振捣点以梅花形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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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混凝土养护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商品混凝土质量检验应当遵循相应的标准，并且要结
合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当前我国针对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检
验主要有两个步骤，出厂的交货检验到混凝土的交货检验。
商品混凝土的出厂交货检验指的是针对混凝土的样品进行
搅拌试验，并利用定点检验的方式掌握混凝土的具体情况。
混凝土的生产商负有抽样检查商品混凝土的责任。供应商、
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三者均需要参与到商品混凝土交货
检验环节当中，商品混凝土的样品抽取时间控制在二十分
钟之内，制作的试件要保证在四十分钟之内完成。抽取的
方式应当为随机，提高检验的质量。
搅拌环节和运输过程中均需要配备监督管理人员，通
过把握施工现场与商品混凝土相关的信息形成反馈方案，
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优化供料的速度，以此提高施工与
供料之间的平衡性。商品混凝土的质量达标才能够满足建

筑工程施工的要求，也才会对环境更加友好，对于我国的
经济发展才具有积极意义。商品混凝土的养护要安排专业
的技术人员，并且一些特别的区域还要求养护人员具有丰
富的经验，以便于可以提高混凝土的质量。在寒冷的地区
或者季节，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要控制混凝土的温度，防
止出现裂缝。炎热地区则应当采取合理的降温措施，可以
进行洒水，确保混凝土内部和外部的温度差适宜。建筑工
程的建设顺利完成，能够推动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
为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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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国的建筑行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
然存在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积极吸收先进的
经验和技术。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需要彻底全面，除了
控制商品混凝土的生产过程之外，还需要提高商品混凝土
浇筑水平，并做好商品混凝土的后期养护，如此才可以推
动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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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逸出导致 [6]。
2.3 抗折和抗压强度
对脱硝工艺后的粉煤灰对水泥强度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按照GB/T 17671-2005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进行水泥胶砂抗折和抗压强度试验。
加入粉煤灰后 3d和 7d水泥胶砂抗折强度都要低于纯
水泥胶砂抗折强度，随着龄期的增长，粉煤灰自身火山灰
效应和微集料效应使得水泥胶砂的后期抗折强度得到大幅
提高，与纯水泥胶砂抗折强度基本相当。
图 3 的结果显示掺脱硝粉煤灰后早期强度低于纯水泥
强度，未脱硝的粉煤灰在 28d后强度增长明显 [7]，且优于脱
硝灰，这可能是脱硝灰自身附有的铵盐产物对水泥的强度
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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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粉煤灰的加入降低水泥用量，使得水泥凝结时间延
长，加入脱硝粉煤灰后的水泥初凝时间相对普通粉煤灰稍
微增加，终凝时间有所降低。
2）脱硝粉煤灰掺量增加水泥胶砂扩展度随之增加，1h
水泥胶砂扩展度损失低于纯水泥胶砂，但掺脱硝灰的水泥
胶砂扩展度经时损失率高于同掺量未脱硝粉煤灰。
3）脱硝粉煤灰掺量增加，3d和 7d水泥抗折和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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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随着龄期增长，由于火山灰效应，粉煤灰参与水泥二
次水化，后期强度增长明显，但脱硝粉煤灰掺量提高时，后
期强度提高幅度低于未脱硝粉煤灰，这可能是脱硝粉煤灰
残余的铵盐对水泥强度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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