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二二节节  钢钢筋筋混混凝凝土土  

本节内容 

01 1K412013 钢筋施工技术 

02 1K412014 混凝土施工技术 

03 1K412012 模板、支架的安装与拆除 

 

一一、、11KK441122001133 钢钢筋筋施施工工技技术术  

钢筋、混凝土、模板“土工工程三兄弟” 

 

混凝土结构用的普通钢筋，可以分为两类：热轧钢筋和冷加工钢筋。 

热轧钢筋主要分类：HPB300 光圆钢筋，Ⅰ级；HRB335 带肋钢筋，Ⅱ级；HRB400 带肋

钢筋，Ⅲ级 

 



 

一、一般规定（P47） 

（2）钢筋应按不同钢种、等级、牌号、规格及生产厂家分批验收，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3）钢筋在运输、储存、加工过程中应防止锈蚀、污染和变形。 

（4）钢筋的级别、种类和直径应按设计要求采用。当需要代换时，应由原设计单位作变更

设计。 

（5）预制构件的吊环必须采用未经冷拉的热轧光圆钢筋制作，不得以其他钢筋替代，且其

使用时的计算拉应力应不大于 50MPa。 

（6）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应对钢筋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确认符合设计要求。 

 

 

 



 

二、钢筋加工 

（1）钢筋弯制前应先调直。钢筋宜优先选用机械方法调直。当采用冷拉法进行调直时，

HPB300 钢筋冷拉率不得大于 2%；HRB335、HRB400 钢筋冷拉率不得大于 1%。 

（2）钢筋下料前，应核对钢筋品种、规格、等级及加工数量，并应根据设计要求和钢筋长

度配料。下料后应按种类和使用部位分别挂牌标明。 

（3）受力钢筋弯制和末端弯钩均应符合设计要求或规范规定。 

 

 

二、钢筋加工 

（4）箍筋末端弯钩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或规范规定。箍筋弯钩的弯曲直径应大于被箍主钢

筋的直径，且 HPB300 不得小于箍筋直径的 2.5 倍，HRB335 不得小于箍筋直径的 4 倍；

弯钩平直部分的长度，一般结构不宜小于箍筋直径的 5 倍，有抗震要求的结构不得小于箍

筋直径的 10 倍。 

（5）钢筋宜在常温状态下弯制，不宜加热。钢筋宜从中部开始逐步向两端弯制，弯钩应一



次弯成。 

（6）钢筋加工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油渍、泥浆等物污染和防止受损伤的措施。 

 

 

闪闪光光对对焊焊 

 闪闪光光对对焊焊 

闪闪光光对对焊焊 

电电弧弧焊焊  



 电电弧弧焊焊 

电电弧弧焊焊  

埋弧焊是电弧在焊剂层下燃烧进行焊接的方法，由于电弧掩埋在焊剂下燃烧，弧光不外露，

因此称为埋弧焊。 

埋埋弧弧压压力力焊焊 

埋埋弧弧压压力力焊焊 

 埋埋弧弧压压力力焊焊 



 埋埋弧弧压压力力焊焊  

焊接装配成搭接接头，并压紧在电极之间，利用电阻热融化母材金属，形成焊点。 

主要用于小直径钢筋的交叉连接， 如用来焊接近年来推广应用的钢筋网片、 钢筋骨架等。 

 电电阻阻点点焊焊  

钢筋挤压连接亦称钢筋套筒冷压连接。它适用于竖向、横向及其他方向的较大直径变形钢筋

的连接。 

连接方式：焊接接头 机械连接接头 绑扎连接 

挤压连接 

1—钢套筒；2—被连接的钢筋 

 挤挤压压连连接接 



 螺螺纹纹套套管管连连接接 

 螺螺纹纹套套管管连连接接 

 螺螺纹纹套套管管连连接接  

螺螺纹纹套套管管连连接接  

连接方式：焊接接头 机械连接接头 绑扎连接 

 



（一）热轧钢筋接头 

热轧钢筋接头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筋接头宜采用焊接接头或机械连接接头。 

（2）焊接接头应优先选择闪光对焊。焊接接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2012 的有关规定。 

（3）机械连接接头的适用范围、工艺要求、套筒材料及质量要求等应符合国家现行行业标

准《钢筋机械连接通用技术规程》JGJ 107—2016 的有关规定。钢筋连接用套筒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163-2013 的有关规定。 

（4）当普通混凝土中钢筋直径≤22mm 时，在无焊接条件时，可采用绑扎连接，但受拉构

件中的主钢筋不得采用绑扎连接。 

（5）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片的交叉点焊接宜采用电阻点焊。 

（6）钢筋与钢板的 T 形连接，宜采用埋弧压力焊或电弧焊。 

（二）钢筋接头设置 

 钢筋接头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同一根钢筋上宜少设接头。 

（2）钢筋接头应设在受力较小区段，不宜位于构件的最大弯矩处。 

（3）在任一焊接或绑扎接头长度区段内，同一根钢筋不得有两个接头，在该区段内的受力

钢筋，其接头的截面面积占总截面积得百分率应符合规范规定。 

 



（二）钢筋接头设置 

 钢筋接头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接头末端至钢筋弯起点的距离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 10 倍。 

（5）施工中钢筋受力分不清受拉、受压的，按受拉办理。 

（6）钢筋接头部位横向净距不得小于钢筋直径，且不得小于 25mm。 

四、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的组成与安装; 

施工现场可根据结构情况和现场运输起重条件，先分部预制成钢筋骨架或钢筋网片，入模就

位后再焊接或绑扎成整体骨架。为确保分部钢筋骨架具有足够的刚度和稳定性，可在钢筋的

部分交叉点处施焊或用辅助钢筋加固。 

（一）钢筋骨架制作和组装 

钢筋骨架制作和组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钢筋骨架的焊接应在坚固的工作台上进行。 

（2）组装时应按设计图纸放大样，放样时应考虑骨架预拱度。简支梁钢筋骨架预拱度应符

合设计和规范规定。 

（3）组装时应采取控制焊接局部变形措施。 

（4）骨架接长焊接时，不同直径钢筋的中心线应在同一平面上。 

 

（二）钢筋网片电阻点焊规定 

钢筋网片采用电阻点焊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焊接网片的受力钢筋为 HPB300 钢筋时，如焊接网片只有一个方向受力，受力主筋



与两端的两根横向钢筋的全部交叉点必须焊接；如焊接网片为两个方向受力，则四周边缘的

两根钢筋的全部交叉点必须焊接，其余交叉点可间隔焊接或绑、焊相间（即：单向双边焊、

双向四边焊）。 

  

两对边支承的板是单向板，一个方向受弯；而双向板为四边支承，双向受弯。 

 

  

（三）钢筋现场绑扎规定 

（1）钢筋的交叉点应采用绑丝绑牢，必要时可辅以点焊。   

（2）钢筋网的外围两行钢筋交叉点应全部扎牢，中间部分交叉点可间隔交错扎牢，但双向

受力的钢筋网，钢筋交叉点必须全部扎牢。 

（3）梁和柱的箍筋，除设计有特殊要求外，应与受力钢筋垂直设置；箍筋弯钩叠合处，应

位于梁和柱角的受力钢筋处，并错开设置（同一截面上有两个以上箍筋的大截面梁和柱除



外）；螺旋形箍筋的起点和终点均应绑扎在纵向钢筋上，有抗扭要求的螺旋箍筋，钢筋应伸

入核心混凝土中。 

  

（4）矩形柱角部竖向钢筋的弯钩平面与模板面的夹角应为 45°；多边形柱角部竖向钢筋弯

钩平面应朝向断面中心；圆形柱所有竖向钢筋弯钩平面应朝向圆心。小型截面柱当采用插入

式振捣器时，弯钩平面与模板面的夹角不得小于 15°。 

（5）绑扎接头搭接长度范围内的箍筋间距：当钢筋受拉时应小于 5d，且不得大于 100mm；

当钢筋受压时应小于 10d，且不得大于 200mm。 

（6）钢筋骨架的多层钢筋之间，应用短钢筋支垫，确保位置准确。 

 

4.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普通钢筋和预应力直线形钢筋的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钢筋公称直径，后张

法构件预应力直线形钢筋不得小于其管道直径的 1/2。 

（2）当受拉区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大于 50mm 时，应在保护层内设置直径不小于



6mm、间距不大于 100mm 的钢筋网。 

（3）钢筋机械连接件的最小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 20mm。 

（4）应在钢筋与模板之间设置垫块，确保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垫块应与钢筋绑扎牢

固、错开布置。 

  

 

二二、、11KK441122001144 混混凝凝土土施施工工技技术术  

混凝土组成：水泥、水、砂、石子，化学外加剂、矿物掺合料 

按适当比例配合，经过均匀搅拌、密实成型及养护硬化而成的人造石材。 

  

原原材材料料计计量量  混混凝凝土土搅搅拌拌  混混凝凝土土运运输输  混混凝凝土土浇浇筑筑  混混凝凝土土振振捣捣  混混凝凝土土养养护护 

 



各种计量器具应按计量法的规定定期检定，保持计量准确。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应注意控

制原材料的计量偏差。对集料的含水率的检测，每一工作班不应少于一次。雨期施工应增加

测定次数，根据集料实际含水量调整集料和水的用量。（P50） 

 

（1）混凝土原材料包括水泥、粗细骨料、矿物掺合料、外加剂和水。对预拌混凝土的生产、

运输等环节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2012。配制混凝土用的水泥

等各种原材料，其质量应分别符合相应标准。（P49） 

（2）配制高强混凝土的矿物掺合料可选用优质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硅粉和磨细天然沸石

粉。 

（3）常用的外加剂有减水剂、早强剂、缓凝剂、引气剂、防冻剂、膨胀剂、防水剂、混凝

土泵送剂、喷射混凝土用的速凝剂等。 

 

 【混凝土外加剂】是在搅拌混凝土过程中掺入，占水泥质量 5%以下的，能显著改善混凝

土性能的化学物质。混凝土外加剂的特点是品种多、掺量小，对混凝土的性能影响较大具有

投资少、见效快、技术经济效益显著的特点。 

改善混凝土拌合物流变性能的外加剂。包括各种减水剂、引气剂和泵送剂等。 

调节混凝土凝结时间、硬化性能的外加剂。包括缓凝剂、早强剂和速凝剂等。 



改善混凝土耐久性的外加剂。包括引气剂、防水剂和阻锈剂等。 

改善混凝土其他性能的外加剂。包括膨胀剂、防冻剂、着色剂等。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步骤 

（1）初步配合比阶段         （计算） 

（2）实验室配合比设计阶段   （调整） 

（3）基准配合比设计阶段     （确定材料用量） 

（4）施工配合比设计阶段     （根据实测含水率进行调整） 

在施工生产中，对首次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施工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开盘鉴定时应

检测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并按规定留取试件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应满足配合比设计

要求。 

呈呈给给皇皇上上的的菜菜，，试试吃吃一一下下先先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在进行混凝土强度试配和质量评定时，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应以边长为 150mm 的立方体标

准试件测定。试件以同龄期者 3 块为一组，并以同等条件制作和养护。 



对 C60 及其以上的高强度混凝土，当混凝土方量较少时，宜留取不少于 10 组的试件，采用

标准差未知的统计方法评定混凝土强度。 

 

【混凝土强度等级的划分】：强度等级是根据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来确定的，符号

是 C 

共 14 个等级：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 中规定了评定混凝土强度的

方法，包括标准差已知统计方法、标准差未知统计方法以及非统计方法三种。工程中可根据

具体条件选用，但应优先选用统计方法。 

原原材材料料计计量量  混混凝凝土土搅搅拌拌  混混凝凝土土运运输输  混混凝凝土土浇浇筑筑  混混凝凝土土振振捣捣  混混凝凝土土养养护护  

 

混凝土拌合物应均匀，颜色一致，不得有离析和泌水现象。搅拌时间是混凝土拌合时的重要

控制参数，使用机械搅拌时，自全部材料装入搅拌机开始搅拌起，至开始卸料时止，延续搅

拌的最短时间应符合表 1K412014 的规定。（P50） 

 



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应在搅拌地点和浇筑地点分别随机取样检测。每一工作班或每一单元

结构物不应少于两次。评定时应以浇筑地点的测值为准。如混凝土拌合物从搅拌机出料起至

浇筑入模的时间不超过 15min 时，其坍落度可仅在搅拌地点检测。在检测坍落度时，还应

观察混凝土拌合物的黏聚性和保水性。 

  

  

原原材材料料计计量量  混混凝凝土土搅搅拌拌  混混凝凝土土运运输输  混混凝凝土土浇浇筑筑  混混凝凝土土振振捣捣  混混凝凝土土养养护护  

 

（1）混凝土的运输能力应满足混凝土凝结速度和浇筑速度的要求，使浇筑工作不间断。 

（2）运送混凝土拌合物的容器或管道应不漏浆、不吸水，内壁光滑平整，能保证卸料及输

送畅通。 

（3）混凝土拌合物运输在过程中，应保持均匀性，不产生分层、离析等现象，如出现分层、

离析现象，则应对混凝土拌合物进行二次快速搅拌。 

 



 

（4）混凝土拌合物运输到浇筑地点后，应按规定检测其坍落度，坍落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施工工艺要求。 

（5）预拌混凝土在卸料前需要掺加外加剂时，外加剂的掺量应按配合比通知书执行。掺入

外加剂后，应快速搅拌，搅拌时间应根据试验确定。 

（6）严禁在运输过程中向混凝土拌合物中加水。 

（7）采用泵送混凝土时，应保证混凝土泵连续工作，受料斗应有足够的混凝土。泵送间歇

时间不宜超过 15min。 

 

 



原原材材料料计计量量  混混凝凝土土搅搅拌拌  混混凝凝土土运运输输  混混凝凝土土浇浇筑筑  混混凝凝土土振振捣捣  混混凝凝土土养养护护  

 

(1)浇筑前的检查：（P51） 

浇筑混凝土前，应检查模板、支架的承载力、刚度、稳定性，检查钢筋及预埋件的位置、规

格，并做好记录，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浇筑。在原混凝土面上浇筑新混凝土时，相接面应凿

毛，并清洗干净，表面湿润但不得有积水。 

 

(2)混凝土浇筑： 

1)混凝土一次浇筑量要适应各施工环节的实际能力，以保证混凝土的连续浇筑。对于大方量

混凝土烧筑，应事先制定浇筑方案。 

2)混凝土运输、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不应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同一施工段的混凝土应

连续浇筑，并应在底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将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毕。 

3)采用振捣器振捣混凝土时，每一振点的振捣延续时间，应以使混凝土表面呈现浮浆、不出

现气泡和不再沉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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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凝土养护 

（1）一般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在收浆后尽快予以覆盖和洒水养护。对干硬性混凝土、炎

热天气浇筑的混凝土、大面积裸露的混凝土，有条件的可在浇筑完成后立即加设棚罩，待收

浆后再予以覆盖和养护。 

（2）洒水养护的时间，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混凝土，不

得少于 7d。掺用缓凝型外加剂或有抗渗等要求以及高强度混凝土，不得少于 14d。 

（续）使用真空吸水的混凝土，可在保证强度条件下适当缩短养护时间。采用涂刷薄膜养护

剂养护时，养护剂应通过试验确定，并应制定操作工艺。采用塑料膜覆盖养护时，应在混凝

土浇筑完成后及时覆盖严密，保证膜内有足够的凝结水。 

（3）当气温低于 5℃时，应采取保温措施，不得对混凝土洒水养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