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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建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体积

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包括冷却单元和养护单

元，养护单元包括蓄水挡板，蓄水挡板为环状，蓄

水挡板套设在混凝土外侧且蓄水挡板上端高于

混凝土，蓄水挡板与混凝土顶部形成蓄水池；冷

却单元包括进水管、导水管、冷却管和循环件，导

水管与蓄水池连接，且导水管与进水管可拆卸连

接，循环件的进水端和出水端分别与进水管和冷

却管连通，冷却管位于混凝土内，冷却管远离循

环件的一端与蓄水池连通。本发明中的大体积混

凝土综合养护系统能够同时进行冷却水循环和

浇淋，以简化操作并节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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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冷却单元和养护单元，所述养护

单元包括蓄水挡板，所述蓄水挡板为环状，所述蓄水挡板套设在混凝土外侧且蓄水挡板上

端高于混凝土，所述蓄水挡板与混凝土顶部形成蓄水池；所述冷却单元包括进水管、导水

管、冷却管和循环件，所述导水管与蓄水池连接，且导水管与进水管可拆卸连接，所述循环

件的进水端和出水端分别与进水管和冷却管连通，所述冷却管位于混凝土内，所述冷却管

远离循环件的一端与蓄水池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养护单元还包

括渗水板、进气管和进气件，所述渗水板固定在蓄水挡板内壁并与混凝土侧壁相贴，所述进

气管一端与进气件连通，另一端朝向渗水板并位于渗水板的下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蓄水挡板下端

设有开口朝向混凝土的集水槽，所述蓄水挡板内设有引流管，所述引流管上端与蓄水池连

通，下端与集水槽连通，所述进水管与集水槽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冷却管包括若

干横管和若干竖管，所述横管和竖管均为硬质，所述横管与混凝土内的钢结构固定，所述竖

管与横管可拆卸连接并相互连通，所述竖管下端与循环件连通、上端与蓄水池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竖管外壁套设

有筒状的保护套，所述竖管侧壁设有若干用于与横管连通的连接孔，所述保护套上设有与

连接孔对齐的通孔，所述横管与保护套固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竖管下方设有

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与竖管连通并通过热熔胶与竖管固定，所述连接管与循环件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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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浇筑后，需要进行养护才能逐渐凝结硬化，养护时，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会升

高，特别是大体积混凝土的内部，在前7天内的温度峰值将达到80℃左右，由于大体积混凝

土的表面的温度远低于内部温度，此时混凝土容易产生裂缝，极大的降低混凝土的强度，影

响质量，所以大体积混凝土养护时还需要控制混凝土内外的温差。

[0003] 目前通常采用在大体积混凝土内预埋冷却水管，在养护时向冷却水管内通入冷却

水的方式降低大体积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但是在养护过程中，还需要在混凝土表面浇淋冷

却水，使混凝土保持潮湿状态，保证混凝土的水化作用正常进行，以此保证混凝土的质量。

但是目前向冷却水管中通入冷却水的冷却循环水系统和浇淋系统相对独立，导致操作复

杂，且冷却水浇淋在混凝土后会发生流失，故还较为浪费水资源。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同时进行冷却水循环和浇淋的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

以简化操作并节约水资源。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包

括冷却单元和养护单元，养护单元包括蓄水挡板，蓄水挡板为环状，蓄水挡板套设在混凝土

外侧且蓄水挡板上端高于混凝土，蓄水挡板与混凝土顶部形成蓄水池；冷却单元包括进水

管、导水管、冷却管和循环件，导水管与蓄水池连接，且导水管与进水管可拆卸连接，循环件

的进水端和出水端分别与进水管和冷却管连通，冷却管位于混凝土内，冷却管远离循环件

的一端与蓄水池连通。

[0006]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为：

[0007] 1 .本方案中的蓄水池用于储存冷却水，冷却水经冷却管对混凝土内部进行降温

后，从冷却管上端再次进入储水池内进行储存，一方面能够使冷却水降温，另一方面，储水

池内的冷却水直接与混凝土的顶部接触，能够使混凝土表面保持湿润，故不再需要另外在

混凝土表面浇水，减少工人的工作量的同时，也避免另外浇淋在混凝土表面的冷却水流失，

有效节约水资源。

[0008] 2.本方案中的冷却水从冷却管的下端进入混凝土内，并由下至上的流经混凝土，

对混凝土内部进行冷却，而随着冷却水的流动，混凝土内的热量逐渐进入冷却水内，会使得

冷却水的温度升高，从而导致冷却水对混凝土内部的降温效果变差，故本方案中，混凝土下

部的冷却效果更好。但是由于蓄水池位于混凝土的上方，在养护过程中，蓄水池内的冷却水

也会逐渐渗入混凝土内，能够对混凝土上部进行降温，使得混凝土上下两端均能够被冷却，

提高冷却效果。

[0009] 进一步，养护单元还包括渗水板、进气管和进气件，渗水板固定在蓄水挡板内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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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混凝土侧壁相贴，进气管一端与进气件连通，另一端朝向渗水板并位于渗水板的下端。

[0010]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为：蓄水池内长时间蓄水后，蓄水池内的冷却水会逐渐渗透渗

水板，与混凝土的侧壁接触，还能够使混凝土的侧壁保持湿润，提高养护效果。而在混凝土

初凝阶段，渗水板浸泡的时间较短，从渗水板向下渗入的水较少，还能够避免尚未完全凝固

的混凝土长时间完全浸泡在水中，而本方案中的进气件能够向蓄水侧板与混凝土侧壁之间

通入空气，使混凝土侧壁同时与水和空气接触，提高养护效果。另外，气泡进入蓄水池后能

够促使蓄水池内的水流动，使蓄水池内的温度较低的冷却水及时与从冷却管流出的温度较

高的冷却水混合，以避免导水管再次将温度较高的冷却水通入冷却管内。

[0011] 进一步，蓄水挡板下端设有开口朝向混凝土的集水槽，蓄水挡板内设有引流管，引

流管上端与蓄水池连通，下端与集水槽连通，进水管与集水槽连通。

[0012]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为：渗水板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后，通过渗水板向下渗入的水增

多，下渗的水集中在集水槽内，能够经进水管被通入冷却管内，避免冷却水流失。而引流管

能够对蓄水池内的水进行引流，增加进入集水槽内的冷却水，使得集水槽内有足够的冷却

水进入冷却管内。

[0013] 进一步，冷却管包括若干横管和若干竖管，横管和竖管均为硬质，横管与混凝土内

的钢结构固定，竖管与横管可拆卸连接并相互连通，竖管下端与循环件连通、上端与蓄水池

连通。

[0014]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为：本方案中的横管和竖管连接后能够作为骨架对混凝土进行

支撑，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0015] 进一步，竖管外壁套设有筒状的保护套，竖管侧壁设有若干用于与横管连通的连

接孔，保护套上设有与连接孔对齐的通孔，横管与保护套固定。

[0016]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为：在养护时，保护套能够对竖管起到遮挡的作用，避免竖管直

接与混凝土接触，在养护结束后，将竖管从保护套内抽出即可再次使用，降低养护成本。另

外，混凝土变形或者开裂并发生移位是导致竖管弯曲的原因之一，故在养护结束后，若发现

竖管难以抽出，则证明竖管在混凝土内发生弯曲，可先对混凝土的强度、是否开裂或者变形

等进行测试，及时发现不合格处。

[0017] 进一步，竖管下方设有连接管，连接管与竖管连通并通过热熔胶与竖管固定，连接

管与循环件连通。

[0018]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为：连接管与竖管连接后能够对竖管进行定位。而养护结束后，

向连接管内通入高温水后能够使热熔胶熔化，使竖管能够与连接管分离，取出竖管不会受

到影响。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俯视图；

[0020] 图2为图1的正视竖向剖面图；

[0021] 图3为图2中A处的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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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说明书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包括：蓄水挡板1、蓄水池11、导水管12、引流管13、集水

槽14、渗水板2、混凝土3、冷却管4、竖管41、横管42、保护套43、连接管5、循环件51、进水管

52、进气管6。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大体积混凝土综合养护系统，如图2和图3所示，包括冷却单元和养护单元，养

护单元包括蓄水挡板1、进气管6、进气件和多个渗水板2，蓄水挡板1为环状，蓄水挡板1套设

在混凝土3外侧且蓄水挡板1上端高于混凝土3，蓄水挡板1与混凝土3顶部形成蓄水池11，在

实际实施时，如图1所示，蓄水挡板1可包括多个板体，相邻的板体可通过螺栓等紧固件进行

连接，安装时可逐一安装多个板体，减小安装难度。再如图2和图3所示，蓄水挡板1的每个侧

壁的内壁均设有开口朝向混凝土3的凹槽，渗水板2与凹槽一一对应，且渗水板2设于凹槽内

并通过螺钉与凹槽侧壁固定连接，渗水板2位于混凝土3上方，本实施例中的渗水板2采用木

板。蓄水挡板1内设有引流管13，凹槽下方设有开口朝向混凝土3的集水槽14，凹槽的下端与

集水槽14连通，引流管13下端延伸入集水槽14内，引流管13上端贯穿蓄水挡板1并与蓄水池

11连通，引流管13上端设有第一开关，且引流管13的上端胶接有滤网，用于对蓄水池11内的

杂质进行阻挡，避免引流管13被阻塞。

[0026] 进气件通过螺栓固定在蓄水挡板1的下端，本实施例中的进气件采用气泵，气泵的

出气端与进气管6螺纹连接，进气管6远离气泵的一端贯穿蓄水挡板1并与集水槽14连通，进

气管6胶接在蓄水挡板1上。

[0027] 冷却单元包括进水管52、导水管12、冷却管4和循环件51，导水管12上端通过U形的

卡扣与蓄水挡板1固定并与蓄水池11连通，导水管12下端从蓄水挡板1外侧延伸至蓄水挡板

1的下端，导水管12上设有第二开关，第一开关和第二开关均采用截止阀。进水管52右端与

循环件51的进液端连接，进水管52的左端可与导水管12和进气管6螺纹连接。

[0028] 冷却管4包括若干横管42和若干竖管41，本实施例中的横管42和竖管41均采用钢

管，横管42与混凝土3内的钢结构焊接，竖管41外套设有筒状的保护套43，保护套43采用柔

性的塑料材质，竖管41上沿轴向设有若干与横管42相对的连接孔，且横管42通过连接孔与

竖管41连通，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横管42和竖管41呈井字形连接。保护套43上设有与连接

孔对齐的通孔，横管42的端部从通孔伸入保护套43内后通过热熔胶与竖管41和保护套43固

定。竖管41下方设有连接管5，连接管5上设有与竖管41对齐的限位孔，竖管41下端与限位孔

对齐并通过热熔胶与连接管5固定。连接管5的左端与循环件51连通，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

循环件51为潜水泵，竖管41的上端位于混凝土3上方并与蓄水池11连通。

[0029]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30] 使用时，人工将蓄水挡板1安装在混凝土3侧壁上，并使渗水板2与混凝土3相贴。对

混凝土3进行养护时，先通过管道向蓄水池11内注入冷却水，直到冷却水没过导水管12和引

流管13的上端后停止加入冷却水。然后将进水管52与导流管连通，将进气管6与气泵连接，

然后打开第二开关并启动循环件51和气泵，循环件51将蓄水池11内的冷却管4经导流管、进

水管52和连接管5送入横管42和竖管41内，对混凝土3内部进行降温，且随着冷却水沿着横

管42和竖管41的流动，冷却管4内的温度升高的冷却水从竖管41上端再次进行蓄水池11内。

[0031] 在养护过程中，蓄水池11内的冷却水也与混凝土3的顶部接触，并沿混凝土3向下

渗透，对混凝土3的上端进行降温。蓄水池11内的冷却水不断渗透渗水板2，最后沿着渗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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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下流动，使混凝土3侧壁保持湿润，而气泵工作时向集水槽14内通入气体，气体在重力作

用下延渗水板2内的缝隙以及渗水板2与混凝土3侧壁之间的缝隙向上运动，使混凝土3的侧

壁与空气接触，提高养护效果。而气体进入蓄水槽内的形成向上的气泡，能够促使蓄水槽内

的冷却水流动，促使从竖管41进入蓄水槽中的温度升高的冷却水与温度较低的冷却水混

合，避免温度升高的冷却水再次完全被吸入进水管52内。

[0032] 当混凝土3达到终凝状态后，将进水管52与进气管6连通，并打开第一开关、关闭第

二开关和气泵，此时由于渗水板2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沿渗水板2向下渗透的水逐渐增多，停

止通入气体可使混凝土3侧壁浸泡在水中，提高混凝土3的降温效果。而进水管52与集水槽

14连通后，能够进一步促使蓄水槽内的水沿混凝土3侧壁向下流动，进一步提高对混凝土3

侧壁的冷却效果。最后，在养护过程中，当蓄水池11内的水减少至无法没过引流管13上端

后，再次人工向蓄水池11内加入冷却水。

[0033] 混凝土3养护结束后，先抽出蓄水池11内的冷却水，然后拆除蓄水挡板1，并通过进

水管52向连接管5、横管42和竖管41内通入温度高于热熔胶的软化温度的热水，使热熔胶融

化，不再将竖管41与连接管5和横管42固定，然后将竖管41相对于保护套43向上抽出，即可

将竖管41回收利用，在实际实施时，还可向保护套43内泵入混凝土3，用于填补保护套43和

横管42内的空腔，进一步增大混凝土3的强度。

[0034] 而在抽出竖管41时，若发现竖管41难以抽出，则再次对该竖管41周围的混凝土3的

强度、是否开裂等进行检测，以便及时发现危险，排除危险后，将难以抽出的竖管41置于混

凝土3中即可。

[0035]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或特性等常识

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前

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

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申请要求的保护范围应当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说明书中的具体实施方式等记载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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