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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

基础的连续浇筑方式，主要的步骤包括：1)准备

完善后，利用型钢支撑架进行标高的控制；2)针

对基地标高的实际情况进行斜向分层连续浇筑；

3)根据浇筑面的变化采用分段分层的方式进行

充分的振捣；4)浇筑过程中和浇筑完成的泌水处

理过程；适用于当今工程基础底面积超长超厚、

且不留置后浇带的施工方案，对于裂缝的防控有

着很好的效果，同时，选择该种施工方案避免了

后浇带带来的工期和成本的增加，也没有了后期

处理繁琐步骤，非常适合在现在施工中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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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准备工作完成后，在基础浇筑前采用6m*6m间距立钢筋，钢筋直径为Φ25mm，并与钢

筋支架槽钢主梁焊接牢固，在钢筋上打0.5m标高，进行控制混凝土表面标高；

(2)针对基地标高的实际情况进行斜向分层连续浇筑，先浇筑塔楼基础底板至标高与

裙楼区域的设计标高相同后再进行全面浇筑，采用分层的浇筑方法浇筑至每层标高面，每

层混凝土的浇筑需要保证连续一次性浇筑完成，两层混凝土之间的浇筑时间差不大于9h；

步骤(2)中的分层浇筑，针对电梯井基坑部位，厚度达到6600mm，为基础整体厚度最大

的部位，较易产生裂缝，需要在筏板全面浇筑前12小时提前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并进行充分

的振捣；

步骤(2)中的连续浇筑，每层需要浇筑的面积为76500mm×69100mm，不留置后浇带一次

性完成，总体浇筑量在14300m3；

(3)采用斜面分段分层踏步式浇捣方法，分层浇捣使新混凝土沿斜坡流一次到顶，使混

凝土充分散热，在第一次振捣之后20-30分钟后进行第二次复振；

(4)大流动性混凝土在浇筑和振捣过程中，大部分上涌的泌水和浮浆顺混凝土坡面流

到坑底，并汇集到浇筑方向的一侧，由软轴抽水机抽走泌水；

(5)浇筑过程中采用预埋的温度、应力监测设备，对大体积混凝土进行温度和应力的监

测，并结合数据采用动态养护措施进行裂缝控制；

其中，混凝土浇筑采用泵送方式进行，由于泵送浇筑方式混凝土表面的水泥浆较厚，在

混凝土浇筑到顶面后，及时把水泥浆赶至基础筏板外侧收集处理，初步按标高刮平，用木抹

子反复搓平压实，使混凝土硬化过程初期产生的收缩裂缝在塑性阶段就予以封闭填补，以

防止混凝土表面裂缝的形成；

其中，控制混凝土标高的钢筋，由于工程底板施工面积大，底板标高多变，导致钢筋支

架规格及分布种类较多，采用型钢支撑体系；

其中，所述的型钢支撑体系，根据底板配筋设计，底板厚度为3000mm时，中间需附加一

层14@200的双向钢筋网片，针对此层钢筋的支撑，需采用L50*5的角钢横纵连接，间距2000*

2000mm布置，以满足本层钢筋的支撑要求；

其中，步骤(4)中的泌水处理，当混凝土大坡面的坡脚接近顶端模板时，继续进行浇筑，

随时采用抽水泵进行排水，并于模板顶部侧面留设泌水孔，将无法抽离的泌水通过空洞排

出，再从基础外侧倒流至集水坑内由水泵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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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基础工程实践活动中的大体积混凝土基础浇筑方式，特别涉及一种超

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避免裂缝形成的浇筑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体积混凝土基础在现代工程施工中越来越多的出现，大体积混凝土裂缝的出现

是行业内的一个普遍性的技术问题，裂缝一旦形成，特别是出现在基础重要部位的贯穿性

裂缝，会对结构的耐久性和承载力带来巨大的损失，并最终影响到建筑物的安全使用。专家

们对此进行了长久并深入的研究，针对施工的各个步序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控裂防裂措

施，其中后浇带的引入使得混凝土强度形成过程中的大部分约束应力得到了释放，大大降

低了裂缝的出现频率，但是却增加了施工工期和处理难度。近几年国内外已经出现了很多

取消后浇带、一次性浇筑大体积混凝土的工程实践，通过优化配合比、分层浇筑、跳仓法等

多种施工措施也避免了裂缝的出现。

[0003] 其中，分层浇筑要求每次浇筑每层厚度不超过500mm，相邻层间浇筑不超过2小时，

行业内对于分层方式的定义主要有全面分层、分段分层和斜面分层三种。其中斜面分层由

于其具有明显降低单位时间混凝土的浇筑量，减少设备投入，从而降低了造价的优点，被应

用于一些长度远大于厚度的大体积基础的浇筑中。然而，斜面浇筑容易出现混凝土离析、出

现空洞等现象，给基础的浇筑质量大打折扣，使得该项技术在使用时要通过决策者的深思

熟虑才能被采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超长超厚大

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以解决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裂缝形成的问

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本发明采取如下的技术解决方案：

[0006] 一种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

下：

[0007] (1)准备工作完成后，在基础底板内采用6m*6m间距立钢筋，钢筋直径为Φ25mm，并

与钢筋支架槽钢主梁焊接牢固，在钢筋上打0.5m标高，进行控制混凝土表面标高；

[0008] (2)针对基地标高的实际情况进行斜向分层连续浇筑，先浇筑塔楼基础底板至标

高与裙楼区域的设计标高相同后再进行全面浇筑，采用分层的浇筑方法浇筑至每层标高

面，每层混凝土的浇筑需要保证连续一次性浇筑完成，两层混凝土之间的浇筑时间差不大

于9h；

[0009] (3)采用斜面分段分层踏步式浇捣方法，分层浇捣使新混凝土沿斜坡流一次到顶，

使混凝土充分散热，在第一次振捣之后20-30分钟后进行第二次复振；

[0010] (4)大流动性混凝土在浇筑和振捣过程中，大部分上涌的泌水和浮浆顺混凝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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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流到坑底，并汇集到浇筑方向的一侧，由软轴抽水机抽走泌水。

[0011] (5)浇筑过程中采用预埋的温度、应力监测设备，对大体积混凝土进行温度和应力

的监测，并结合数据采用动态养护措施进行裂缝控制。

[0012] 根据本发明，所述混凝土浇筑采用泵送方式进行，由于泵送浇筑方式混凝土表面

的水泥浆较厚，在混凝土浇筑到顶面后，及时把水泥浆赶至基础筏板外侧收集处理，初步按

标高刮平，用木抹子反复搓平压实，使混凝土硬化过程初期产生的收缩裂缝在塑性阶段就

予以封闭填补，以防止混凝土表面裂缝的形成。

[0013] 所述的控制混凝土标高的钢筋，由于工程底板施工面积大，底板标高多变，导致钢

筋支架规格及分布种类较多，采用型钢支撑体系。

[0014] 上述型钢支撑体系，根据底板配筋设计，底板厚度为3000mm时，中间需附加一层

14@200的双向钢筋网片，针对此层钢筋的支撑，需采用L50*5的角钢横纵连接，间距2000*

2000mm布置，以满足本层钢筋的支撑要求。

[0015] 上述步骤(2)中所述的分层浇筑，针对电梯井基坑部位，厚度达到6600mm，为基础

整体厚度最大的部位，较易产生裂缝，需要在筏板全面浇筑前12小时提前进行混凝土的浇

筑，并进行充分的振捣。

[0016] 上述步骤(2)中所述的连续浇筑，每层需要浇筑的面积为76500mm×69100mm，不留

置后浇带一次性完成，总体浇筑量在14300m3。

[0017] 步骤(4)中所述的泌水处理，当混凝土大坡面的坡脚接近顶端模板时，继续进行浇

筑，随时采用抽水泵进行排水，并于模板顶部侧面留设泌水孔，将无法抽离的泌水通过空洞

排出，再从基础外侧倒流至集水坑内由水泵排出。

[0018] 采用本发明的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能够很好的解决

了长度远远大于的基础底板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的浇筑，并且极其适用于不留置后浇带

一次性浇筑的工程实际，对于混凝土裂缝的防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实施例的实际工程针对1.5m和3m板的型钢支架体系的典型示意图；

[0020] 图2为基础底板混凝土分层浇筑的分层剖面图；

[0021] 图3为分层分段振捣过程示意图；

[0022] 图4为浇筑初期的泌水处理；

[0023] 图5为浇筑末期的泌水排除与顶端混凝土浇筑方向；

[0024] 图6为温度应力监测设备预埋点设置；

[0025] 图7为度应力监测设备；

[0026] 图8为温度监测数据曲线图；

[0027] 图9为应力监测数据曲线图。

[0028] 下面参照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实施例给出一种超长超厚大体积混凝土基础的分层连续浇筑方式，适用于基础

底面巨大且标高多变、且不留施工缝的实际工程。申请人按照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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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试验，具体的技术思路为“斜向分层，薄层浇筑，循序退浇，一次到底”。

[0030] 具体的实施步骤为：

[0031] (1)准备工作完成后，在基础底板内采用6m*6m间距立钢筋，钢筋采用Φ25mm，并与

钢筋支架槽钢主梁焊接牢固，在钢筋上打0.5m标高，进行控制混凝土表面标高。

[0032] (2)采用斜向分层连续浇筑，先浇筑塔楼基础底板至标高与裙楼区域的设计标高

相同后再进行全面浇筑，采用分层的浇筑方法浇筑至每层标高面，两层混凝土之间的浇筑

时间差不得大于9h。

[0033] (3)采用斜面分段分层踏步式浇捣方法，分层浇捣使新混凝土沿斜坡流一次到顶，

使混凝土充分散热，在第一次振捣之后20-30分钟进行第二次复振。

[0034] (4)大流动性混凝土在浇筑和振捣过程中，大部分上涌的泌水和浮浆顺混凝土坡

面流到坑底，并汇集到浇筑方向的一侧，由软轴抽水机抽走泌水；当混凝土大坡面的坡脚接

近顶端模板时，继续进行浇筑，随时采用抽水泵进行排水，并于模板顶部侧面留设泌水孔，

将无法抽离的泌水通过空洞排出，再从基础外侧倒流至集水坑内由水泵排出。

[0035] (5)浇筑过程中采用预埋的温度、应力监测设备，对大体积混凝土进行温度和应力

的监测，并结合数据采用动态养护措施进行裂缝控制。

[0036] 上述步骤(2)中所述的分层浇筑，针对电梯井基坑部位，厚度达到6600mm，为基础

整体厚度最大的部位，较易产生裂缝，需要在筏板全面浇筑前12小时提前进行混凝土的浇

筑，并进行充分的振捣。

[0037] 上述步骤(2)中所述的连续浇筑，每层需要浇筑的面积为76500mm×69100mm，不留

置后浇带一次性完成，总体浇筑量在14300m3。

[0038] 混凝土浇筑采用泵送方式进行，计划制定72小时完成基础筏板混凝土浇筑任务，

每天浇筑方量不少于5400m3，需要同时结合三个商混站保证混凝土的及时供应。

[0039] 由于泵送浇筑方式混凝土表面的水泥浆较厚，在混凝土浇筑到顶面后，及时把水

泥浆赶至基础筏板外侧收集处理，初步按标高刮平，用木抹子反复搓平压实，使混凝土硬化

过程初期产生的收缩裂缝在塑性阶段就予以封闭填补，以防止混凝土表面裂缝的形成。

[0040] 控制混凝土标高的钢筋，由于工程底板施工面积大，底板标高多变，导致钢筋支架

规格及分布种类较多，采用型钢支撑体系。

[0041] 上述型钢支撑体系，根据底板配筋设计，底板厚度为3000mm时，中间需附加一层

14@200的双向钢筋网片，针对此层钢筋的支撑，需采用L50*5的角钢横纵连接，间距2000*

2000mm布置，以满足本层钢筋的支撑要求。

[0042] 图1为本实施例给出的实际工程，工程中针对1.5m和3m板的型钢支架体系的典型

做法为：顶部采用[12.6槽钢做型钢主横梁(受力梁)，L50*5角钢做次横梁(非受力梁)，立杆

采用[10号槽钢，间距2m*2m，底部用一道L50*5角钢水平向纵横加固，部分加深区域为两道

或者三道，并保证水平拉结杆步距不大于1.6m，立杆斜向采用双向每三跨布置L50*5角钢连

续剪刀撑做拉结，保证支架侧向稳定。底部采用120*350*14mm钢板做垫脚，底部还有C45砼

试块(间距2000*2000mm)。

[0043] 图2为基础底板混凝土分层浇筑的分层剖面图，其中甲区位于乙区的西侧，浇筑由

南向北进行，先浇筑塔楼基础底板(甲区，即图中甲区的第一、第二、第三层，每层厚度约为

500mm)至标高与裙楼区域(乙区)设计标高相同后再进行全面浇筑(即图中乙区从第四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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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第五、第六层、...，每层厚度约为500mm)，采用分层的浇筑方法浇筑至每层标高面。

[0044] 图3为分层分段振捣的具体方法，由于是斜向分层，随着浇筑层数的增加，振捣棒

的数目也得增加(每隔约3000mm设置一个)来满足充分振捣的要求。

[0045] 图4、图5为泌水处理的过程，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粗骨料下沉，混凝土表面水泥砂浆

因为过厚致使混凝土强度不均和产生收缩裂缝。

[0046] 斜向分层的浇筑方式使得大部分上涌的泌水和浮浆顺混凝土坡面流到坑底，并汇

集到浇筑方向的一侧，在浇筑过程中跟随浇筑方向利用软轴抽水机将水抽走(图4)，当混凝

土浇筑接近完成时，利用预先在侧壁模板上留设的泌水孔，将无法抽离的泌水通过空洞排

出，再从基础外侧倒流至集水坑内由水泵(抽水机)排出(图5)。

[0047] 图6中考虑基础的对称性和施工进度共设置4个应变监测点，同时针对局部超厚的

电梯井部位(6600mm)设置了监测点(图6中的标记5、6、8、10)。其中5、6、10号点按上、中、下

三层布置。8号点布置上中两层。每层共设置0°、45°、90°、135°及竖直方向5个方向共5个应

变传感器。

[0048] 图7中左侧为5、6、10号点位的预埋监测设备示意图，图7右侧为8号点位的预埋监

测设备示意图。

[0049] 图8和图9是以10号监测点位底部的应变传感器采集的监测数据为例，对应变传感

器的温度和应力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结果，其中，图8为温度数据曲线图，图9为应力数

据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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