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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抗冲磨混凝土的缺陷处理
王洪超

%浙江华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摘!要"!水工泄洪建筑物泄洪流量大(流速高'对抗冲磨混凝土的质量要求高'其质量缺陷处理对保证建筑物的安全

运行至关重要) 本文结合长河坝水电站泄洪建筑物抗冲磨混凝土缺陷的处理方式'总结了施工经验'供其他工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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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简述

长河坝水电站是大渡河梯级开发中的第 #% 级$地

处大渡河上游$位于四川省康定县舍联乡境内$工程规

模为大-#.型工程$分为挡水建筑物&泄洪放空建筑物

及引水发电建筑物$其中泄洪放空建筑物为 " 条泄洪

洞和 #条放空洞% 大坝高 $M%E$正常蓄水位 #NO%3%%E$

库容约 #%3'P 亿 E

"

$单机容量 NP%Q($总装机容量

$N%%Q(% 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等综合

效益%

泄洪放空系统包括 # 号&$ 号&" 号泄洪洞和放空

洞$其中 # 号泄洪洞为深孔式$总长 #"N$3%E$纵坡为

%R%3#%$'O$最大泄量 "NO$E

"

S;$最大流速为 MOES;'

$ 号&" 号泄洪洞为岸坡式$长度分别为 #P%&3%E&

#PM%3%E$纵坡分别为 %R%3#%&M& 和 %R%3#%PP$$单洞

最大泄量 "#"&E

"

S;$最大流速 MPES;'放空洞洞身总长

#'##3NPE$纵坡%R%3%P&''$最大泄量 #O'%E

"

S;$ 最大

流速 ""ES;%

从类似工程泄&放建筑物过流面的破损情况看$在

高速水流的作用下$挟沙水流的冲击和淘刷对混凝土

破坏十分严重% 因此$为尽量避免高速水流对泄放建

筑物的冲刷破坏$结合类似工程的经验及教训$对长河

坝水电站泄洪放空建筑的抗冲磨混凝土质量缺陷进行

研究处理%

,&抗冲磨混凝土技术要求及质量现状

$3#!混凝土强度等级

泄洪洞&放空洞均为无压隧洞$拱角以下边墙及底

,#,



板为抗冲磨混凝土$顶拱为普通混凝土$抗冲磨混凝土

强度等级分别为I

O%

M%(NT#%%&I

O%

P%(NT#%%%

$3$!技术要求

$3$3#!缺陷处理标准及要求

53泄&放建筑物为高速水流流道$必须控制过流

表面的平整度$具体控制标准见表 #%

表 %&混凝土过流面的平整度控制标准

部!!位
流速S

-ES;.

不平整度最大

允许高度SEE

垂直水流

磨平坡度

平行水流

磨平坡度

进口段 $% U"% P #S"% #S$%

洞身段及出

口段过流面
"% UM& " #SP% #S"%

!!注!用 $E直尺检查

<3泄&放系统为高速水流冲刷区$混凝土裂缝及

表观缺陷在高速水流冲刷下易产生气蚀$进而持续破

坏混凝土结构$因此必须对表面缺陷进行封闭处理%

按照规范要求对裂缝进行分类&划分$并依照不同类型

及所处部位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分类标准见表 $'鉴

于抗冲磨混凝土的重要性$对裂缝按照靠近&从严的原

则进行处理%

表 ,& 混 凝 土 裂 缝 分 类

项!目

混凝土
裂缝类型 特!性

分! 类! 标! 准

缝! 宽 缝! 深 长! 度

钢筋

混凝土

)类裂缝
龟裂或细

微裂缝
!

V%3$EE " V#P%EE 3 V#3PE

W类裂缝
表面或浅

层裂缝

%3$EE

"

!

V%3"EE

" V#P%EE 3

#

#3PE

I类裂缝 深层裂缝
%3"EE

"

!

V%3MEE

"

#

#P%EE 3

#

#3PE

X类裂缝
贯穿性

裂缝
!#

%3MEE "

#

#P%EE 3

#

#3PE

!!23对抗冲磨混凝土缝宽不小于 %3"EE的施工缝&

变形缝按照混凝土裂缝处理方式进行%

$3$3$!缺陷处理材料指标要求

质量缺陷处理主要材料为预缩砂浆&环氧砂浆&环

氧胶泥及环氧浆材'根据抗冲磨混凝土的特性$为保证

建筑物的安全运行$对缺陷处理所用材料提出较高的

技术指标$具体详见表 "% 另外$要求采用低毒或无

毒&便于施工的改性环氧砂浆&胶泥及浆材% 目前$市

场上主要为半成品环氧材料$在使用时根据现场试验

情况及厂家指导意见按照比例掺配即可$便于施工%

表 $& 缺 陷 处 理 材 料 力 学 指 标

技术指标

材料名称

抗压强度S

QY2

抗拉强度S

QY2

黏接强度S

QY2

线膨胀

系数
备 注

预缩砂浆
#

MP

#

$3%

#

#3P / $&5

环氧浆材
#

N%

#

#P

#

M3% / $&5

环氧砂浆
#

N% /

#

$3P

V#P Z

#%

[N

S\

$&5

环氧胶泥
#

MP /

#

$3P

V#P Z

#%

[N

S\

$&5

$3"!混凝土的质量缺陷

通过对抗冲磨混凝土的现场排查$质量缺陷主要

类型为!表观缺陷&裂缝&施工缝及变形缝等%

表观缺陷主要包括!表面不平整&气泡&麻面&蜂

窝&错台&挂帘&表面碰损及模板拉筋头等'裂缝是指由

于受到配合比&环境条件&温度及养护等内外因素的影

响$凝结后出现开裂而形成的缺陷'施工缝&变形缝则

是根据隧洞混凝土衬砌分缝原则$为方便施工和结构

安全而设置的$在后期由于混凝土收缩$致使施工缝&

变形缝缝面张开$形成质量缺陷%

$&抗冲磨混凝土缺陷处理方案及措施

"3#!表观缺陷处理

"3#3#!处理程序

缺陷素描
$

确认
$

基面打磨凿挖
$

基面验收
$

修

补处理及养护
$

必要检测
$

验收%

"3#3$!处理原则及施工工艺

表观缺陷处理以尽量不破坏建筑物表面混凝土的

完整性为原则$采用预缩砂浆&环氧砂浆及胶泥修补施

工$工艺如下%

53预缩砂浆修补% 预缩砂浆拌制应以手握成团&

手上湿痕而无水膜为准'拌制完成后$采用塑料薄膜遮

盖$存放 %3P U#1以使其体积预缩$从而减少修补后的

体积收缩$防止与原混凝土面脱开%

,$,



施工前$先对缺陷部位进行凿毛处理$清除松动残

留物$并冲洗干净$保持缝面湿润$且无水膜或残存积

水% 为提高砂浆与混凝土的黏接性$在修补前涂刷一

层水泥浆$厚度约 #EE$水灰比为 %3M U%3MP% 对于边

缘最小深度大于 $3%0E的部位$预缩砂浆分层填入$分

层厚度约为 $% UM%EE$用铁抹子或木锤拍打密实至表

面沁出浆液为止'层间采用钢丝刷刷毛$逐层连续修补

完成$面层采用铁抹子反复压实&抹光$保证平整度&光

洁度$并使其与原混凝土面平顺连接% 对于修补厚度

大于 &0E的缺陷部位$内部填充同强度等级混凝土$表

层约 M0E填补预缩砂浆% 修补完成后及时养护$保持

湿润不少于 '5%

<3环氧砂浆修补% 环氧砂浆修补范围主要为孔

洞&破损及凿挖坑等部位$表面缺陷处理应清除基面杂

物等$并冲洗干净$待干燥后$保持清洁% 环氧砂浆修

补前$为增强黏接力$在基面均匀涂刷一层环氧基液$

涂层厚度约 #EE$尽可能做到薄而均匀&不流淌&不漏

刷$同时应反复涂刷以消除涂层中气泡$待触摸不粘手

并能拔丝时即可填补环氧砂浆% 环氧砂浆应分层均匀

涂抹$层厚控制在 #3% U#3P0E$用铁抹子反复挤压$保

证表面渗出浆液$且无气泡为止$以保证填充密实'待

环氧砂浆完成收缩后$再采用铁抹子表面收光处理$并

与周边混凝土面平顺衔接'修补完成后$涂刷环氧表面

漆$养护时间不少于 '5%

23环氧胶泥修补% 环氧胶泥的修补范围主要为

气泡&麻面等质量缺陷% 修补前$先清除基面表面杂

物$并冲洗干净'待基面干燥后$涂刷一层环氧基液$涂

刷标准和要求参照环氧砂浆基液施工工序$然后即可

采用环氧胶泥进行修补% 修补采取多次进行$在修补

区反复涂刮和挤压$将胶泥中气泡排出$以确保胶泥填

充密实$并保证胶泥与混凝土基面的黏接牢靠% 待环

氧胶泥完成收缩后$进行表面收光处理$保证与周边混

凝土平顺连接%

"3#3"!施工措施及方法

针对质量缺陷的类型&范围及数量$采取不同的处

理措施$具体如下%

53表面不平整部位&错台以及漏浆形成的挂帘

等$进行打磨处理$使其与周边混凝土平顺连接%

<3麻面&气泡面积较小且数量不多的混凝土表

面$采用环氧胶泥刮补'蜂窝及面积较大的麻面$凿成

深度宜小于 $0E的规则形状$待涂刷界面黏接剂后适

时回填环氧砂浆%

23对于局部架空&露筋等部位$先将疏松的混凝

土凿除$并凿成规则形状$对于深度大于 M0E或露筋的

部位$采用高等级自密实混凝土回填$而对于深度小于

M0E的缺陷$则采用高强预缩砂浆或环氧砂浆进行

修补%

/3对于拉筋孔&模板定位锥孔及冷却水管预留坑

等表面孔洞$先将混凝土基面凿毛$并冲洗干净$然后

采用回填高强预缩砂浆或环氧砂浆修补%

03低速水流区和非过流面的拉筋头采用砂轮机

将其磨除$且钢筋头低于混凝土面 # U$EE$然后用环

氧胶泥进行刮补'高速水流区用取芯钻机进行钻孔后

将钢筋头割除$再加深 $0E清理干净后用高强预缩砂

浆或环氧砂浆回填%

13对于因意外碰撞或拆模造成的表面碰损$在修

补时应先把表面修整成形$清理干净后采用环氧砂浆

进行修补%

"3$!混凝土裂缝处理

"3$3#!施工程序及原则

裂缝处理程序为裂缝性状-宽度&深度&长度以及

是否渗水等.描述
$

确认
$

缝面打磨刻槽
$

灌浆孔布

设&缝面清洗等
$

缺陷处理-涂刷基液&填充&封缝&灌

浆及封孔等.及养护
$

质量检测
$

验收评价%

为保证工程安全运行$必须对抗冲磨混凝土过流

面的)类&W类&I类&X类裂缝进行处理'对施工缝&

变形缝按照裂缝处理原则处理$若出现渗水情况$则必

须先进行渗漏封闭$再进行封缝处理% 另外$施工缝&

变形缝处理的深度为止水之上-止水与迎水面之间$约

$%0E.$不能破坏止水%

"3$3$!裂缝处理方法

53表面处理法% 表面处理法主要用于 )类混凝

土裂缝$处理前用砂轮沿缝打磨缝面$每侧深约 # U

$EE$并冲洗干净$待干燥后在裂面涂刷一层环氧基

,%,

王洪超S简谈抗冲磨混凝土的缺陷处理! !!!!



液$后用环氧胶泥刮补$抹平&压实$然后涂刷环氧表面

漆$保证表面的光滑%

<3充填法% 充填法主要用于 W类混凝土裂缝$其

主要分为两种$具体如下%

!

沿缝刻宽&深约 P UN0E的梯形槽$将槽面清洗

干净$待干燥后涂刷环氧基液$然后回填环氧砂浆$见

图 #%

���

5~6

>60°3~
5

��

图 %&裂缝处理示意图-单位!0E.

!!

"

对结构有止水防渗要求的表面裂缝$采用表面

凿槽$并沿缝刻"]#形槽$以填充塑性止水材料$再填

补环氧砂浆$表面涂刷环氧等防渗材料$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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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裂缝处理示意图-单位!0E.

!!23灌浆法% 灌浆法主要用于 I类&X类混凝土裂

缝$其施工方法如下%

!

灌浆孔的布置% 灌浆孔根据裂缝深度可布置为

骑缝孔或斜向孔$也可二者结合% 斜向孔沿缝两侧错

开布置$孔距 #3% U#3$E$各斜孔与缝面相交于不同深

度$并确保孔底抵达缝面'骑缝孔的深度应与缝深一

致$缝深可通过检查孔确定$见图 "% 灌浆采用专用膨

胀式灌浆嘴$灌浆及安&拆均十分方便$有利于现场施

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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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灌浆孔布置示意图

!!

"

裂缝缝面止浆% 化学灌浆材料的渗透性能较

好$可灌性高$但成本相对较高% 为保证注浆质量$并

节省浆材$对缝面采取止浆措施% 止浆方法是沿缝凿

槽$冲洗干净后再充填环氧砂浆$并将表面压实&抹光%

对于过流面有止水防渗要求的混凝土裂缝可采用沿缝

面刻"]#形槽或梯形槽的方法进行封缝处理$见图 "

-=.'对其他结构在满足灌浆要求的前提下宜采取表

面封缝处理$见图 "-0.%

#

压风检查% 压风检查在裂缝表面充填完成 '5

后进行$以避免缝面爆裂% 风压为 %3$QY2$压风从裂

缝的一端开始$逐孔进行% 压风检查主要是检查灌浆

孔与缝面间的通畅情况及裂缝表面是否密封$有外漏

的部位则需重新封闭处理%

$

灌浆要求% 灌浆压力为 %3$ U%3MQY2$一般约

" U'5后可进行灌浆'灌浆时压力应稳定$避免波动$

过大易造成缝面爆裂$过小不利于浆材的渗透$影响灌

,&,



浆质量%

起灌顺序!竖向裂缝应自下而上$逐孔进行$水平

向的同一裂缝应由深至浅$逐孔进行% 灌浆结束标准!

排气孔返浆$且吸浆量小于 %3%$ Ŝ-PE9..$再继续灌

注 "%E9.$压力不下降即可结束灌浆%

%

灌浆孔封孔% 待灌浆材料凝结后可拆除灌浆

嘴$灌浆孔洞采用环氧砂浆或胶泥填充&修补$保证填

充密实$表面压光$并与周边混凝土平顺连接%

"3"!混凝土施工缝&变形缝处理

为防止抗冲耐磨混凝土施工缝&变形缝因缝面张

开而致使泄流中产生气蚀破坏$对缝宽大于 %3"EE的

施工缝&变形缝进行化学灌浆处理$而宽度小于 %3"EE

的施工缝&变形缝则进行表面封闭处理% 化学灌浆时

不能损伤止水及钢筋$钻孔直径 #MEE$深度 #% U

#P0E$间距 &% U#%%0E$灌浆压力 %3# U%3$QY2$其施

工方案&措施及相关技术要求等参照混凝土裂缝施工

要求进行处理%

#&质量验收与评价

混凝土缺陷处理完成后$对常规表面缺陷进行现

场检查&验收$检查项目包括表面平整度&光洁度以及

搭接的平顺性等'对混凝土裂缝及施工缝等采取灌浆

后压水&取芯或无损声波质量检查%

通过施工过程监督&工序检查验收及试验检测$抗

冲磨混凝土表观缺陷外观平整度&光滑度较高$平顺性

较好$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裂缝及施工缝透水率不大于

%3# 7̂$满足设计要求'随机取芯芯样显示$缝面填充饱

满$黏结牢固$其抗压强度&黏结强度及抗拉强度等力

学性能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总之$抗冲磨混凝土缺陷

处理效果总体达到预期的目标$能够保证建筑物的安

全运行%

)&结论及建议

鉴于抗冲磨混凝土的工程特性$对于其缺陷处理

应予以高度重视$应从源头着手$加强施工各个环节的

质量管控$降低质量缺陷存在的概率$施工过程中尽量

控制并减少质量缺陷$从而确保抗冲磨混凝土的施工

质量% 为提高抗冲磨混凝土的质量控制水平$必须从

原材料选择&配合比试验&施工过程控制&施工技术能

力管控及后续缺陷处理等方面入手$层层把关$才能将

抗冲磨混凝土做到内实外光$质量优良% 因此$有以下

建议值得参考%

53施工准备方面% 做好对抗冲磨混凝土原材料

的对比&选择$特别是水泥&粉煤灰&硅粉&纤维&减水

剂&引气剂等原材料'做好抗冲磨混凝土配合比试验&

对比及选定$并配合参建各方做好混凝土现场浇筑的

工艺性试验-包括!坍落度&振捣方式&振动器型号&振

捣时间等不同浇筑条件&工艺的对比.$根据现场试验

成果进一步优化&调整配合比%

<3施工方面% 做好混凝土的仓面设计方案$完善

抗冲磨混凝土的入仓方式$控制混凝土的下落高度及

分层厚度$规范混凝土的浇筑振捣方式&振捣时间及振

捣标准'同时$要做好现场抗冲磨混凝土浇筑质量的总

结&分析$根据质量缺陷情况认真分析原因$在后续施

工中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改进和提高%

另外$裂缝&施工缝及变形缝灌浆的时机也非常重

要$为保证裂缝处理效果$其处理-灌浆.时机宜选在

低温季节末期进行'裂缝的修复一定要在其停止发育

以后进行$以免修复部分被重新拉裂%

23工程管理方面% 做好抗冲磨混凝土协作队伍

的选定&审核工作$重点对协作队伍的专业性&技术能

力&管理能力&工程业绩及信誉度进行全面审核'切实

做好现场施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及技术质量交底工作$

增强责任心$提高质量意识$并采取措施保证一线技术

型工人的稳定性%

/3缺陷处理的专业性% 缺陷处理作为抗冲磨混

凝土的关键保障$必须保证其处理的专业性及可靠性%

从质量缺陷的排查&确认$到处理材料的选择&应用$再

到处理后的效果评价$必须从各个环节予以控制$以保

证缺陷处理的质量$进而确保抗冲磨混凝土在泄水建

筑物中安全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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