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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筋混凝土非常容易出现凝土楼板裂缝,因此,住宅混凝土楼板裂缝非常普遍,不能够完全的避
免,出现裂缝不仅会导致结构不稳定,还会威胁到人身安全,对房屋的使用价值也会造成影响,导致混凝土
寿命大打折扣。因此,本文从施工常见的几种住宅混凝土楼板裂缝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裂缝的成因以及
提出了改善的方法,为其提供理论支持。这可以为施工时怎样管控混凝土裂缝提供一定的帮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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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与分块进行混凝土浇注,保证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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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预防收缩裂缝的手段：
3.1预防塑性收缩裂缝产生手段
(1)使用干缩值不大、早期强度良好
的硅酸盐、硅酸盐水泥。
(2)合理配置水灰比,加入高效减水
剂提升混凝土切落度、和易性,合理管控
水泥与水的使用。
(3)先把基层与模板填满水分,保证
湿度,随后进行混凝土浇注。
(4)要在合适的时间在混凝土表面
覆盖薄膜、塑料,保证混凝土的水分不会
丢失,也可以为混凝土喷洒养护材料。
(5)关注天气预警,为混凝土做好保
护措施,防止天气破坏。
3.2预防干缩裂缝产生手段
(1)使用干缩不大的水泥种类：常规
水泥干缩要比渣水泥低。

3.5预留温度收缩缝
(1)降低制约,要保证基岩、老混凝

方法
(1)要加固松软的土地,施工之前要
做好充分的夯实。
(2)确保模板具有一定的强度、刚度,
支撑较为稳定,让受力均匀。

土表面铺设5mm的砂垫层,或者采用沥青
代替铺设,随后进行混凝土浇注。
(2)提升养护能力。对混凝土进行浇
注之后,采用塑料、薄膜、麻片等进行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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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温度裂缝的预防措施
(1)要优先使用低热性质与中热性
质的水泥,例如：矿渣水泥、粉煤灰水泥。
(2)降低水泥的使用量,将数值维持
3

在450kg/m 范围内。
(3)减少水灰比,通常来说,水灰比
最佳数值为0.6之间。

逐渐冷却。如果天气严寒,要为混凝土做
好保温工作,防止天气影响混凝土质量。
(3)混凝土中含有不多的钢筋,或者
在混凝土中加入纤维物质,能够合理的
减少混凝土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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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提高楼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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