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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预制拌和砼在工程中的采用越来越普遍了,这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但随之出现一种过去现场搅拌砼极少出现

的情况,即预制拌和砼的泌水现象比较严重,严重的影响了砼的质量。也严重影响工程的质量。长期以来,新拌砼的泌水一直是
一个难题,原因在于泌水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因素能起关键作用,不能通过该因素直接解决泌水问题。从砼泌水
的原理着手,分析了砼泌水的影响因素,并结合龙游桥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砼泌水现象,探讨了砼泌水性是如何被预防和减少的,
以保证砼结构耐久性。
[关键词] 泌水；泌水机理；砼泌水原因；泌水危害；泌水防治
1 概述

m0--筒质量,g。

砼在运输、振捣、泵送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骨料下沉,

计算精确至1%。泌水率取三个试验样品的算术平均值。

液体上浮的这一现象称为砼泌水。泌水是拌和砼工作对的

若其中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值超过中间值的百分之十五,试

一个及其重要方面。通常,砼泌水影响的因素有泌水量和泌

验结果以中间值为。如果值max和值min与中间值之差均超过

水率。

中间值的百分之十五,则试验无效。

2 砼泌水率测定方法

3 泌水的机理

2.1目的与适用范围。本方法规定了测定砼拌和物泌水

砼由水、水泥、细骨料、粗骨料、外加剂等拌合硬化而

性的试验方法。本方法适用于集料公称最大粒径不大于的水

成,质量好的新拌砼应该是所有组分及气泡分布均匀稳定。产

泥砼拌合物泌水的测定。

生分层的情况有三种,一是骨料下沉、浆体上浮,二是浆体下

2.2方法。先润湿容积为的带盖的容器(内径为,高),

沉、骨料上浮,以上这两种情况是常遇到的砼离析,三是泌水

将砼拌合物一次装入,在自动振动台上振动20s,然后用抹

即水分上浮溢出。各组分密度是产生不均匀的主要原因,引

刀抹平,盖上盖子,防止水分蒸发。试验样品表面应比筒口

起不同程度的下沉或上浮。前两种情况直接导致砼的宏观不

边略低。从开始抹面计时,在前60分钟内每隔10分钟吸出

均匀性。泌水后的砼在宏观上仍然是均匀的,但是会导致砼

泌水一次,在抹面60分钟后每隔20分钟吸水一次,直到连

上表面不均匀和内部局部不均匀。

续三次无泌水为止。每一次吸水前5分钟,先将筒底一侧垫

根据水分在砼中的存在状态,新拌砼中的水分可分为

高,使筒倾斜,以便于吸水。吸水后,将筒放平盖上盖子。

一下三种：结合水、润湿水和自由水。水泥中迅速和水发

将每次吸出的水都放进带塞的带刻度的量筒,最后读出总

生的水化反应,消耗的水,这部分水定义为新拌砼中的结合

泌水量。

水,这部分水不能被邻近部位的水分置换,也无法溢出拌和

2.3计算。泌水量计算：

物；另一部分水遇到骨料等以后,骨料表面会吸收少量的水,

Ba=V/A

使干燥的材料湿润,这部分水受到固体材料表面的吸附,不

式中：Ba-泌水量(mL/mm)

能溢出拌和物,但是可以被邻近部位的水分置换,定义这部

V-吸水累计总量(mL)

分水为润湿水；新拌砼其他的水是自由水,在新拌砼中起润

A—试件外露表面面积(mm2)

滑的作用,砼坍落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自由水量和润滑的

计算精确至0.01mL/mm2。泌水量取三个试件的平均值。

效果,这部分水与固体材料的联系较少,可以溢出砼,砼中

若其中有一个与中间值之差值超过中间值的百分之十五,试

所有原材料,水的密度最小,溢出以后上浮,这部分水也称

验结果以中间值为。如果值max和值min与中间值之差均超过

为可泌水分。

中间值的百分之十五,则试验无效。

若各种粒料级配良好,堆积密实,孔隙微细,则水分泌出

泌水率计算：

需要经过的距离很长,则会使泌水量减少。或者如果水分泌

B=Ww/[(W/m)(m1－m0)]*100

出的通道被阻断,泌水量也会减少。

式中：B-泌水率,%；

4 砼泌水的原因

Ww-累计吸水总量,g；

4.1砼水灰比。砼的水灰比越大,水泥凝结硬化的时间越

W-砼拌合物的用水量,g；

长,自由水越多,水与水泥分离的时间越长,砼越容易泌水；砼

m-砼拌合物的总质量,g；

中外加剂掺量过多,或者缓凝组分掺量过多,会造成新拌砼

m1--筒及试样质量,g；

的大量泌水和离析,大量的自由水泌出砼表面,影响水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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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硬化,砼保水性能下降,导致严重泌水。
一般砼配合比都很经实验室试验后,再经工地现场试
验确定的,执行该配比不会造成砂率低的问题,对砂率问题

出现大量的水泥浆,在砼表面形成一层返浆层,凝结硬化后
表面水泥浆的强度很低,同时砼的表面磨耗层的强度下降。
这对路面对有耐磨要求的砼是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可注意一下雨后露天堆放的砂的含水率.如果砂的含水率

6 对砼内部结构及功能的危害

在7%左右时,会使堆砂体积膨胀20%左右,此时如采用先过

6.1在砼粗骨料、钢筋周围形成水囊,随着时间的推移水

秤确认体积,再按由称量确认的体积比进行配料时,(因可

分挥发之后形成空隙,必然影响砼的致密性、骨料的界面强

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好多工地经常采用的方式),砂率自然

度以及砼与钢筋间的握裹力。砼泌水造成塑性收缩是非弹性

就低了,就易泌水。

的变形(不可逆的)。泌水引起砼产生塑性裂纹。塑性裂纹的

4.2水泥。水泥是砼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水泥和砼的

存在会对砼的强度大打折扣的。

泌水性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水泥的凝结时间、细度、

6.2由于泌水砼产生的沉降,浇注较深或者较高时靠近

比表面积与颗粒分布都会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砼的泌水性

顶部的拌合物运动距离更长,沉降必然会受到阻碍,如遇到

能。水泥的凝结时间越长,所配制的砼凝结时间越长,且凝

钢筋、大粒径的粒料等障碍时,则产生各种沉降裂纹,从表面

结时间的延长幅度比水泥净浆成倍地增长,在砼静置、凝结

向下直至钢筋的上方。分层浇注的砼受下层砼表面泌水的影

硬化之前,水泥颗粒沉降的时间越长,砼越易泌水；水泥的

响,造成砼层间粘结强度变低并且很容易形成横穿裂缝。

细度越粗、比表面积越小、颗粒分布中细颗粒(<5μm)含量
越少,初期水泥发生水化反应的越少,水化产物的量不能完
全封堵砼中的毛细孔,导致内部自由水容易自下而上运动,
砼泌水越严重。

7 混凝土泌水的防治
根据砼泌水的原理和各因素影响泌水的机理,解决砼泌
水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7.1砼配合比方面。适当增加胶凝材料用量,适当提高砼

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还有普通硅酸盐水泥添加矿渣\
火山灰等活性填料偏多时易泌水。

的砂率,在满足其他性能的前提下,使砼适量引气。在保证施
工性能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单位用水量。

4.3减水剂对泌水的影响。现在使用的减水剂多为缓凝
高效萘系减水剂,这中减水剂有以下特点：分子链短,减水剂

7.2原材料方面。选用较细的胶凝材料和高品质的引
气剂。

减水率高,泌水率大,同时塌落度损失小；分子链长,减水剂

7.3减水剂方面。选用砼泌水较小且流动度大的高效减

减水率低,泌水率小,但是砼塌落度损失大。《水工砼外加剂

水剂。如果配合比固定,在满足标准和使用要求的情况下,

技术规程》砼减水剂泌水以泌水率比来评价。

选用减水率合适的减水剂掺量,避免减水率过高造成泌水。

4.4含气量对泌水的影响。含气量对新拌砼泌水有明显

7.4施工方面。控制好砼振捣时间,严禁过振。另外,对

的影响。若气泡能稳定存在,则水分被固定在气泡周围。如

于现浇砼的各项工程控制,确定合适的控制点,使得控制有

果气泡小且数量多,则有相当多气泡量的水分被固定,可泌

利于减小砼泌水。若要控制最大含气量,控制点应选在入仓

的水分会很大一部分的减少,使泌水率有着明显的降低。同

处,将砼输送过程中含气量损失对泌水的影响降到最低。如

时,如果泌水通道中有气泡的存在,气泡可以全部堵塞通道,

果仓面内已经出现了泌出水分,必须及时排除泌出水分,其

保证自由水不能泌出拌合物。即使不能全部堵塞通道,也使

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真空吸水、人工排水或用吸水性强的材料

通道有效面积显著降低,导致泌水量减少。

吸出水分,尤其在砼收面时更应该及时吸去泌出水分,便于

4.5施工对泌水的影响。(1)振捣是施工过程中影响砼泌

砼收面确保砼外观质量。严禁在模板上开孔自流,造成胶凝

水的主要因素,在振捣过程中,砼拌和物处于液化状态,此时

材料流失,影响砼的质量。尤其在砼收面时更应该及时吸去

其中的自由水在压力作用下,在拌和物中形成通道泌出水

泌水,以便于砼收面。

分。(2)泵送砼,泵送过程中的压力作用会使砼中气泡受到破

7.5通过外加剂改善砼的泌水。砼外加剂(减水剂)一般

坏,以至于泌水增大。现在一般工地都是机械搅拌,加水量多

是有机高分子物质。有机高分子的分子量、或者分子链长

自动控制,水灰比一般无问题,但如施工组织不当或遇特殊

短对其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若减水剂的分子量大、分子

情况,搅拌量快于浇筑量,造成拌好的砼积压,时间稍长就显

链长,会使砼的泌水减少,但是同时减水剂的减水率低；如

得过稠,施工人员为施工方便而擅自加水也是常见的泌水原

果分子量小、分子链短,则使减水率增加,同时使砼的泌水

因.原因还有一些,以上是常见的主要原因。

率变大。有些减水剂在主分子链上存在支链,主分子链、支

5 对砼表面的危害

分子链长时会使砼泌水减水,但减水率也相应变小,若主链

表面有着流砂水纹的砼,表面强度、抗风化和抗侵蚀等

短而支链长,会使泌水减少且对减水率影响不大。一般,减

其他性能较差。水分的上浮在砼内留下大量毛细泌水通道,

水剂不是由单一分子量的分子组成,而是各种不同的分子

产生很多自下向上的毛细管通道网,这些毛细管通道网增加

量的分子混合组成。在既要减少泌水又要保证减水率的情

了砼的渗透性,盐溶液和水分以及有害物质更容易进入砼中,

况下,需要优化减水剂的分子量级配,使得小分子和大分子

使砼表面遭到破坏。泌水过程中水携带大量的水泥使砼表面

物质达到最佳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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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层建筑土建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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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城市化发展迅速,超高层建筑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超高层的建设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城市科学布局
的有效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居住压力。因此,高层建筑施工作为一项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专业,必须加强科学的管
理、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创新,以此保证超高层建筑的完美建设,同时保证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确保超高层建筑的品质和城市
形象。
[关键词] 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应用
随着土地资源的紧缺,人们在积极的探索有效的建筑方

2 施工技术的特点

式能够有效的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超高层建筑的出现在减少

超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国人口

占地面积的同时,有效的环节了建筑用地紧张的情况。超高

急剧增长,土地资源越发紧张,超高层建筑就是我们的“甘泉

层建筑概念出现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多数的建筑企业

雨露”,缓解了土地资源的压力。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超高层

开始关注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控制,但在实际的施工过程

建筑的质量也有更高的要求,其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

中,超高层建筑的施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会对建筑工程的

个是其工作量大,由于超高层建筑的高度比普通的建筑物高

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影响建筑物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了

出许多,施工难度也呈几何倍数增长,施工量是普通建筑的

促进建筑企业的发展,要加大对施工关键技术的重视程度,

几倍甚至几十倍,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比建造其他

积极采取有效的手段提高关键技术施工水平,学习国内外先

楼层多得多,制定方案的时候用到的关键性技术也是各种各

进的施工技术,从而提高我国超高层建筑的施工水平。

样的,这对建筑设计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亟需更优

1 超高层建筑土建施工的现状

质的人才来完成浩大的工程。另外,楼层越高,施工人员的危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超高层建筑土建施工开

险系数越高,我们必须采取更高的技术来保障施工人员的安

始盛行,并逐渐刷新了人们对建筑的认识,几乎每隔一段时

全。第二个是超高层建筑施工周期较长,经历多个一年四季,

间就会有一座最高建筑出现,而且建筑高度不断被打破,其

夏天南方雨水较多,整日阴雨连绵,对建筑施工造成了极大

高度的优势使得人们在城市的每一处都能清晰的看见建筑

的困难,而冬日北方寒风凛冽,天寒地冻,建筑工程无法如期

的雄伟。超高层建筑似乎成了一座城市的标志,是很多城市

施工,不断延长建造时间。施工工人的整体素质显得尤为重

人的梦想。在城市化进程中,超高层建筑土建施工技术不断

要,态度消极工程也进行不下去,我们在委托施工队伍的施

被应用到实践中,给人们带来了诸多方便,当然也显现出了

工一定要自己选拔,选出一批高素质的施工来队伍完成这项

许多问题。尽管施工关键技术被广泛应用,但是施工人员的

艰巨的任务。

工作效率与之前相比并无突破,甚至还不如从前,使得建筑

3 土建施工技术的应用分析

工期不断被延长。还有就是施工人员仅掌握了基础的工程技

第一,混凝土泵送技术。不论是高层还是底层的建筑,

术,针对超高层的建设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对建筑关键性

混凝土在房屋建设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钢筋混凝土在

技术了解不足够,仅依靠之前积累的经验进行施工,故而每个

楼层建筑上起到了支撑作用,也是工程中最主要的原料。因

建筑环节的联系并不紧密,这是亟需提高的。针对超高建筑建

此,混凝土泵送技术在超高层建筑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设技术的现状,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使得建造的楼

包括安装并固定输送管道、泵送水泥砂浆和混凝土、安装混

房符合超高层建筑的标准,保证施工安全有效的进行。

凝土泵机等等。超高层建筑中需要大量的混凝土,所以这项

8 结束语
由于目前没有直接的控制砼泌水的有效方法,如何控制砼
的泌水必须从各个环节共同分析、控制、改进,若把各种不同
因素的影响降到最低,才能很好解决的新拌砼的泌水的问题。

[2]刘加平,刘建忠,田倩,等.外加剂改进砼泌水的试验研
究[J].砼与水泥制品,2004(04):14-16.
[3]白玉国.砼裂缝分析及其防治探讨[J].绿色环保建
材,2019(08):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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