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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重要的社会建设设施,在便利人们生产生活同时,对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砼是水利工程项目施工建设中的重要建筑材料之一,而水利工程施工中,混凝土开裂会使混
凝土内部的钢筋材料产生腐蚀,降低钢筋砼结构的承载力、耐久性和使用寿命,甚至会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本文主要讲述了关于水利水电工程中由混凝土而出现的裂缝问题应如何解决与提前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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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施工中砼裂缝产生的
原因

缝,这种裂缝一般对坝的安全没有妨碍,

选择合适的、质量合格的混凝土材料进

但会加剧坝面雨淋沟的发展。这种裂缝

行施工不仅是对施工质量的保证,更是

土石坝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坝身

也可能出现在水库泄空而出露的上游防

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和坝基的不均匀变形。土石坝裂缝按其

渗铺盖表面上,如果施工期由于停工一

几何形状可分为横向缝、纵向缝、水平

段时间,没有对填土表面进行保护,也会

2 在水利水电工程出现混凝土
裂缝的危害

缝、龟裂缝等。按其产生的原因,可分为

因干缩而发生裂缝。

2.1出现渗漏现象。有关研究表明,
绝大部分渗漏水现象都是由裂缝引起的,

干缩和冻融裂缝、变形缝、滑坡缝和水

1.2温差过大引起的裂缝。温度裂缝

力劈裂缝等。总之,土石坝裂缝形式千变

是砼裂缝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是由

混凝土的收缩开裂现象导致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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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温差过大引起的,水泥在遇到水之后

破坏。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水的压力比较

出现,它们多数属于综合的因素造成,不

将会产生水化反应,使得砼内部的温度

大,会增加裂缝范围,水通过裂缝进入混

能机械地加以分类。现着重就土石坝裂

有所上升,砼存在着热胀冷缩的特性,内

凝土,进而破坏建筑结构。一般情况下,

缝的主要类型和成因分析如下。

外应力的砼强度较高,超出自身强度的

环境比较潮湿也会引发化学反应,能够

1.1塑性收缩裂缝。混凝土在凝固的

临界值。正负温度交替下,砼微孔中的水

降低混凝土碱度,从而破坏钢筋。水利水

过程中,会逐渐散发和蒸发热量,这是引

分子存在着明显变化,一方面水分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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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裂缝和深度裂缝。

2.2出现钢筋腐蚀电化学现象。在钢

裂缝。裂缝是混凝土建筑物最常见的病

1.3原材料的选用不当。混凝土的相

筋腐蚀的过程中,氧气和水分是必不可

害之一。干缩裂缝是由于土体表面水分

关材料决定了混凝土在今后的施工中是

少的,会产生大量的腐蚀生成物,钢筋体

蒸发而收缩,而土體内部不收缩(或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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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推挤作用力。混凝土一旦出现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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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利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防
治技术分析

细粒土中,没有护坡或保护层的粘性土

生偏差,严重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的

3.1设计方面的防裂措施。在满足要

上、下游坝坡,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种裂

质量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所以

求的条件之下,应当为胀缩缝和砼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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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留下适当的距离,同时,要注意构件

说,在混凝土中加入减水剂,就可以减少

强的承载能力和强度。针对当前的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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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出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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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得其反,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一定要严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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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裂缝产生降到最低,严格按照施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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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配置。在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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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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