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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施工中混凝土裂缝成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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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桥梁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其使用寿命及耐久性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裂缝的
扩展会降低结构的寿命及耐久性,因此,应在施工中杜绝裂缝的产生。当使用水化热较大的水泥时,易出
现收缩裂缝。如果在施工中未注意气温变化,造成混凝土内外有温差,会引发温度裂缝。路面桥面地基的
不均匀沉降会导致沉降裂缝,而施工质量较差时会引发施工裂缝。因此,在实际工程中,应注意原材料的
选择,配合比的优化及施工质量的把控,从根源处降低裂缝产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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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crete cracks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Haoyue Guan
Beijing Municipal Road and Bridge Co. Ltd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hub, the service life and durability of roads and Bridg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expansion of cracks will reduce the life and dur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so it is necessary to eliminate cracks in the construction. Shrinkage cracks are easy to appear when
cement with higher hydration heat is used. If the temperature change is not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ncrete will cause temperature cracks. The uneven
settlement of pavement and bridge foundation will lead to settlement cracks, while the poor construction quality
will lead to construction cracks. Therefore,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election of
raw materials, the optimization of mix ratio and th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so as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cracking from th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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