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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大基础承台、底板施工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ile cap and floor of thick and large foundation
俞春华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本文以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为例，分析了该工程厚大基础承台钢筋、模板、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尤
其是锚筋法和键槽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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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Lanzhou New Area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steel bar, formwork and concrete of the thick foundation cap,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 of
anchor bar method and keywa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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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位于兰州市永登县中川
镇，地下建一层地下室，地上由 6 个单体组成，分别为办公
楼主楼、政务中心、展厅、会议中心、报告厅、办公楼主入口
结构，总建筑面积 14.1 万m2，主楼为框架-核心筒结构，裙
楼为框架结构。本工程工期要求紧、体量巨大，基础承台
平面形状类型多，厚度大、钢筋密集、底板集水坑多，标高
变化多。
主楼基础有 66 个承台，厚度为 1.0～2.8 m，最大承台东
西向长 38.0m，南北向长 45.3m，厚度 2.8 m（局部厚达 4.8m），
底板东西向长 116.2m，南北向长 63.9m，厚度 900mm，设置
一条宽度为 1.0m收缩后浇带，划分为 2 个流水段。
办公楼主入口结构室外大台阶基础有 40 个承台，厚度
为 1.0～1.2m，底板东西向长 3.9m，南北向长 30.95m，厚度
900mm，
西裙房基础有 203 个承台，厚度为 1.0～2.4 m，底板东
西向长 86.6m，南北向长 147.3m，厚度 400mm，东裙房基础
有 215 个承台，厚度为 1.0～2.4 m，东西向长 86.6m，南北向
长 146.5m，底板厚度 400mm，裙房基础底板设计十字形宽
度为1.0m收缩后浇带，东、
西裙房底板各划分为8个流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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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工程施工技术

本工程钢筋工程体量大，且钢筋规格多，直径大，最大
直径 32mm，当承台高度大于 2000mm时，在承台高度方向
的中间位置铺设一道与承台面平行的钢筋网片，主楼核心
筒处设置多层（六层）钢筋，且钢筋密集（钢筋间距 100mm），
附加钢筋多，多层钢筋交汇，承台变阶，承台最厚处 4.8m，
安装难度很大。根据设计图纸及施工工艺要求，采取以下
措施：
1）钢筋连接采用直螺纹套筒机械连接技术，接头等级
为Ⅰ级，施工方便，连接速度快，且减少了由于搭接而增加
的布筋密度，
2）承台马凳筋：φ32@1000mm，梅花形布置，承台中部

设置构造钢筋网片时设置双层马凳筋：φ32@1000mm，梅
花形布置，底板马凳筋：φ22@1000mm，梅花形布置。
3）绑扎前，在垫层上弹出所有轴线、钢筋网格、柱子、
剪力墙、集水坑、电梯井基坑等位置的线，并间隔一定距离
在转角等关键部位用红油漆标注。

3

模板工程施工技术

1）采用砖模作为承台、底板侧模，承台四周采用MU7.5
普通烧结粘土砖、M5 水泥砂浆砌筑砖侧模，砌筑时每边
较承台、底板边线加宽 43mm，作为砖模找平层、防水层
和保护层厚度。承台、底板高度小于 2.0m时，砖侧模墙
厚 240mm，承 台 高 度 大 于 2.0m时，底 部 1.0m砖 侧 模 墙 厚
370mm，上部 240mm，砌筑至底板垫层底标高。
2）采用竹胶合板作为承台、底板四周侧模板，围檩采
用 40mm×80mm方木及φ48×3.5 钢管，并采用止水螺杆，
纵横间距 450mm，螺杆与放置在承台或底板内的钢筋连接，
钢筋间距 4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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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

根据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本工程将厚度大于 1m的
承台划分为大体积混凝土，将厚度小于等于 1m，长宽小于
6m的大块体承台确定为大块体混凝土，主楼 900mm厚底板
确定为大体积混凝土。本工程承台、底板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C40，抗渗等级为P10，掺加LST-6 防腐阻锈外加剂。施
工时从施工技术、组织管理上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以控
制混凝土温升和温降速度，避免底板出现温度裂缝和较大
的温度应力。
4.1 泵送混凝土配合比
1）承台、底板混凝土采用预拌商品泵送混凝土。
2）采用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且采用双掺法掺加粉
煤灰、矿渣微粉，以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混凝土中水泥的水
化热，试验配合比中水泥用量为 320kg/m3，粉煤灰和矿粉用
量为 119kg/m3，并用 60 天强度评定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3）细骨料选用中川产砂，细度模数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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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粗骨料选用永靖产碎石，粒径为 5～31.5mm，其抗拉
和抗弯比卵石高。
5）选用QJ-Ⅱc缓凝高效减水剂，以延长混凝土的凝结
时间，减水剂用量为 10.60kg/m3。
6）试验配合比中混凝土塌落度为 120-160mm，符合泵
送混凝土塌落度要求，施工时和易性较好，未发现混凝土
离析现象。
4.2 现场施工季节
承台、底板混凝土施工于夏末开始，混凝土成型过程
中温度适宜，利用季节特点，免除了混凝土浇筑过程中温
度偏高或偏低现象。
4.3 锚筋法和键槽法
由于基础承台厚度较大，将承台和底板分两次进行浇
筑，即在底板底面设置水平施工缝，采用锚筋法和键槽法
以增加承台、底板混凝土的结合。底板混凝土施工前，对
承台混凝土面进行清理，清除泛浆，凿去松动的石子，凿成
凹凸面将界面上的石子凿成“半露半掩”状，以形成咬合力
的“牙齿”。清除浮浆后，为确保接缝处水泥的水化作用，
避免旧混凝土把水分吸走，在浇筑底板混凝土时浇水以保
持承台混凝土表面湿润。

图1

图2

键槽

锚筋和键槽

1）在 施 工 承 台 混 凝 土 时 预 埋

20 锚 固 筋，长 度

600mm，承台及底板内各锚入 300mm，间距 1500mm，梅花
状布置。
2）在 承 台 混 凝 土 面 设 置 键 槽，宽 度 80mm，长 度 约
2000mm，间距 2000mm。

图3
4.4

施工部署

键槽和锚筋施工

成立现场混凝土浇筑施工小组，开盘前，对备用发电设
备、振捣设备进行全面认真检修、保养，并做好试运转工作，
以保证浇筑时机械的正常使用，现场备用一台 120kW的发
电机，防止意外停电，并检查维修随时起用，提前对测温人
员进行培训。
4.5 施工方法
1）承台、底板砼浇筑采用整体分条带分层连续浇筑施
工方法，斜面坡度由砼自然流淌形成，浇筑带宽度控制在
1.5m，分层厚度为 500mm，分层振捣密实，以使混凝土的水
化热能够尽快散失，降低基础内温差。裙房底板混凝土浇
筑采用“分区定点、一个坡度、循序推进、一次到顶”的浇
筑方法。
2）运至现场的砼，在浇筑前进行强制搅拌，以消除砼
的离析现象，每一车的砼塌落度必须符合要求，不符合要
求的退场。砼振捣采用插入式振捣器，遵循快插慢拔的方
法，插点均匀排列，采用交错式的次序，逐点移动。为了防
止表层钢筋上部的混凝土产生裂缝，布设平板振捣器，每
点位振动位置上按常规连续振动 25～40s，其移动前后位置
和排与排间相互搭接为 30～50mm。大体积砼表面水泥浆
较厚，用长刮尺刮平，初凝前用木抹子搓平压实，铁抹子三
遍压光，以控制表面龟裂，约 12h后养护。
3）在插筋上用红油漆标识标高，没有插筋部位另行绑
扎Φ18 的钢筋进行标识，标识间距 3000mm，浇筑砼时对角
拉麻线，确保砼表面标高准确。砼浇捣后，用刮尺将多余
浮浆层刮除，按标高控制点将混凝土表面刮拍平整，在混
凝土初凝前用木抹子搓毛，铁抹子三遍压光，以减少砼表
面的裂缝。
4）大体积砼内部温度监测采用电子测温仪进行温度测
量，在浇筑底板砼时埋入专用的测温线。布点在砼浇筑前
进行，当钢筋绑扎完成，进行钢筋工程验收后，按施工方案
确定的平面位置进行布点。固定测温线采用φ14 钢筋，测
线长度为浇筑层厚度+200mm，测温线用细铁丝在钢筋上
固定牢固，避免浇筑砼时脱落。每个测温点设三个测温触
头，分别布置在底板的上、中、下，即底板上表面下 50mm，
底板中部、底板下部距底板底 50mm。砼浇筑开始，即开始
进行测温，专人值班。测温时要求测大气温度、砼的出机
温度、入模温度、砼表面温度、中部温度及下部温度，每个
点在砼入模 10 分钟内测一次，作为砼入模温度。前 7 天每
隔 4 小时测温一次，后 7 天每隔 6 小时测温一次，直至砼内
部各层次之间温度相对稳定后混凝土表面温度接近自然大
气温度后停止。
5）底板及承台大体积砼养护采用蓄水法对砼表面进
行保湿保温养护，混凝土浇筑成型后，即派专人负责养护
工作，覆盖棉毯进行保温，沿承台、底板及集水坑边缘砌筑
200mm高的砖墙，砖墙面水泥砂浆粉刷，形成蓄水池，蓄水
50mm高。专职蓄水养护人员要随时检查蓄水高度，发现水
位不够及时补充养护水，使棉毯处于湿润状态，以保证混
凝土中心温度与表面温度的差值不应大于 25℃，混凝土表
面温度与大气温度的差值不应大于 20℃。养护时间不应少
于 14d。承台底板施工后，经过观察，未发现承台、底板产
生裂缝，混凝土质量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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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完善施工管理责任制度
施工管理责任制度的完善能使管理者明确自身的工作
职责，为施工管理人员提供合理规范的行为准则，对施工
项目的深入工作有明显促进作用。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
施工企业需遴选项目工程的小组负责人，确保施工管理责
任制度的真正实施。在构建施工管理责任制度时，也须明
确项目管理人员的职责，避免权力的滥用和监管不规范。
2.2 强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
目前，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是我国建筑工程施工单
位实行精细化施工管理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在不断的
发展中，建筑行业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施工管
理技术人员水平的进步，有利于建筑工程施工行业在日益
复杂的生存环境中，保持建筑施工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
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其次，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岗前培
训机制，这对施工团队整体的专业技术水平有着很大帮助，
将会提升他们的知识储备能力以及面对特殊情况的处理能
力，还能让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施工方法在施工项目的
管理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

3

精细化施工管理的方法与措施

3.1 建筑工程项目实施前的精细化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
涉及各单位、各部门、各程序、各工种的协调运行，因此须
注重建筑工程施工中各环节的细节处理，充分认识精细化
管理在施工过程中的价值，提升精细化管理意识才能合理
有序地开展相关工作。各单位、各部门、各施工人员应具有
精细化管理意识，能制定协调一致的工作标准，同时也应
加强施工管理工作执行力的考核与培训。然后，需要完善
对应的精细化施工管理制度，让施工工作有严格的规章制
度可循，这会使施工单位的工作达到统一分配处理的成效，
切实提高施工管理的工作水准，有利各类项目奖惩机制的
落实，有利相关管理人员辅助工作的处理。在建筑工程施
工的预备阶段，施工管理设计人员需对整体的建筑工程资
料进行详细分析，才能在充分了解施工要求的基础上深入
勘探施工现场，明确对应的建筑施工措施，对不同环节所
面临的困难及施工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预判。
3.2 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
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工作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安全管理、工程进度控制和施工质量管理。精细化管
理可以说是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最核心的工作。工程
项目的应用价值主要取决于施工的造价和质量，这也对项

目的整体建设水平有很大影响。如果想提高建筑施工的效
率，施工单位除了要完善培训机制，还要不断强化工作人员
在施工现场的检查工作。落实好质量责任管理制度，将会
充分发挥管理人员对施工单位的作用，使得每个施工人员
在建筑项目中的价值得到提升。在现场施工过程中，项目
施工单位应与建立单位进行联合，共同对项目整体的施工
工序、操作流程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控制，以便构造出高效
的精细化的施工管理体系，避免操作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
3.3 建筑工程项目实施后的精细化管理
项目施工结束后，精细化管理机制能够保障建筑工程
项目自身功能的发挥。施工人员会在工作完成后对供电、
供水、供暖等其他配套性设施进行相应的检查，并按照标
准对配套设施进行运行和调试，从而使得施工单位能够第
一时间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避免配套设施出现功能缺
陷的情况。施工单位也应该在项目施工完成后做好有关资
料的整理和归纳，确保建筑工程资料的完整，以便于验收
工作顺利的开展与进行。另外，在项目的验收阶段，建筑
工程资金支出与分配的核查也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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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建筑工程施工的精细化管理是整个项目质量、进度和
安全的保证，对项目的成本有重要影响。对施工企业自身
来说，精细化施工管理有效节省了各个环节的成本，规范了
各部门的行为，强化了工作人员的职责，确保了施工的正常
运行，提升了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挥了较大的实
际价值，是建筑工程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施工建
筑单位深入了解精细化施工管理是新时期的重要方向。我
们可以从项目实施前、现场施工、项目实施后这三个方面
来确定精细化施工的管理措施，认真探究它在建筑工程施
工中的作用，从而有效、合理的完成各项建筑工程项目。
参考文献
[1] 张嘉铮. 精细化管理与施工深化设计在工程项目成
本控制中的应用研究[D]. 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2015.
[2] 陆永忠. 建筑施工管理及绿色建筑施工管理分析
[J]. 绿色环保建材,2017(03).
[3] 黄小凤. 浅谈如何强化建筑工程施工的精细化管理
[J]. 房地产导刊,2014(10):131－131.
[4] 李瑾,熊露. 建筑工程施工的精细化施工管理的思
考[J]. 门窗,2016(11)∶75.
[5] 卢茜,邱浩斌. 探析精细化管理在建筑工程施工管
理中的应用[J]. 门窗,2014(11):286.

（上接第 156 页）

5

结语

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基础承台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开始施工，2011年11月7日完成底板施工，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措施得当，周密组织，精心施工，工序把关，强化验收，
取得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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