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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对建筑质量要求逐渐的提高,混凝土施工环节较为重要。使用机制砂泵送混凝土,能够有效
提升施工质量。但是机制砂资源较为缺乏,这在较大程度上无法提升混凝土施工质量。所以,在使用机制
砂泵送混凝土的过程中,需要对混凝土材料以及施工工艺进行深入分析,以此全面提高施工质量,从而为
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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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施工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分批验收。对
于同批次混凝土进行验收的过程中,需要
确保强度等级、龄期以及生产工艺均相同,
并且在此基础上不超过三个月的混凝土
组成。从单位工程验收项目角度进行划分,
不同验收项目需要按照《混凝土强度检验
评定统一标准》进行确定。若是同一验收
批次的混凝土强度,需要以同批次内标准
试件的强度代表值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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