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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下车库顶板裂缝原因及处理方案
石建军  张  伟  成  杰  李德刚

（胜利油田胜利房产维修中心）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对建筑工程
的质量也越来越关注。现在的住宅小区，多数建有人防地下车库，
同时满足人防和建筑功能需求。但地下室顶板裂缝也是常见的质
量问题之一，针对裂缝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处理方法和前期有
效的预防措施，可以提高地下车库结构的整体质量。现针对某住
宅小区地下车库顶板混凝土开裂渗漏问题进行分析，为同类工程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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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某小区地下车库东西长 291.3m，南北宽 104.9m，人防建筑面

积为 2.56万平 ,地下室标高为 -4.6米 ,层高为 3.55米。沿车库南
北两侧分别布置了两栋 17层和三栋 22层住宅楼，在车库西侧和
东半部中心位置各布置了一栋 22层的住宅楼。地下车库分为人防
和非人防区域，除主楼占去的面积外，其余均设置为停车场。住
宅为剪力墙结构，地下车库为单层框架结构，柱网轴线为 8.4m* 

8.4m。顶板部位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抗渗等级为 P6；顶板防
水等级为一级，结构构件的裂缝控制等级为三级。

2 裂缝现状
地下车库顶板厚度为 250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项目

于 3 月 20 日开始浇筑，完成时间为 4 月 26 日。3-4月的气温属于
冬春交际，昼夜温差大。5月下雨后出现地下车库顶板多处渗水
现象，渗水处为板中间平行于梁的南北贯穿性裂缝。经检查顶板
渗漏占顶板井格数量的 80％以上。渗漏部位主要位于框架小井格
板内，其走向少量为斜向外其余基本上为南北走向。

地下车库模板拆除是按混凝土龄期至 28d 后试块强度达到设
计强度为标准，拆模报告及拆模试块强度报告见附件。目前除少
量区域未拆模外，其余部位模板均已拆除。自五月中旬发现顶板
渗漏已有一个月的时间，经过观察发现裂缝较宽的都在板面，大
部分板底裂缝基本上凭肉眼看不出来。而且通过对 3#、8#之间及
7#楼南侧的几条较宽的裂缝观察，裂缝宽度自五月下旬以来没有
变大。

图 1：裂缝分布、混凝土浇筑时间及拆模时间表
3 车库顶板混凝土裂缝产生原因分析
根据钢筋混凝土裂缝产生的常见原因以及现场混凝土裂缝的

数量、走向进行分析，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3.1混凝土抗裂性能不达标

设计对混凝土的配合比中各种材料、掺合料的质量及掺量有
着严格的要求，如果混凝土使用低性能掺合料或掺量不当，虽然
能保证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但其抗裂抗渗性能会大大降低，最终导
致裂缝。

结构设计说明第七、5条主要结构材料中为减少混凝土的收
缩裂缝，特对混凝土的配合比提出以下要求：“楼板混凝土应采用
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拌制，并控制掺合料的掺量，粉煤
灰掺量不得超过水泥用量的 15％、矿粉掺量不得超过水泥用量的 

20％，用水量不得大于 180kg/m3。混凝土内宜掺加低碱抗裂型防
水膨胀剂 , 掺量 8%~10%，并掺加抗裂纤维 0.91Kg/m3。用于拌制
现浇楼板混凝土的细骨料，不得采用细砂、特细砂。”经检查，混
凝土配合比报告中，商混站在配合比单上标明的砂石材料、水泥
及粉煤灰的用量基本能满足设计要求，但其所采用的防水剂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未有详细说明，抗裂纤维也并未掺加。掺合料不达
标，也导致保水性能差，体积稳定性差，易引起离析、泌水导致
混凝土收缩大。

3.2混凝土原材料不满足要求
采用泵送混凝土进行浇筑 , 流动性好 ,但坍落度普遍偏大 ,也

易产生局部粗骨料少、砂浆多的现象。该部位浇筑的混凝土，砂
为含泥量较大的机制砂，细度模数偏大，比起用天然河砂生产的
混凝土和易性差，易泌水；石子颗粒大小不均且粒径普遍偏小；
骨料含泥量过大，级配不良、含有部分碱活性骨料或风化石；细
骨料偏粗，砂率过高，粗骨料少。由此配制的混凝土收缩大，抗
拉强度低，脱水干缩时容易因塑性收缩而产生裂缝。

3.3混凝土初凝时间过早
实际施工过程中，运至现场的混凝土浇筑时凝固太快（到场

混凝土普遍在四十分钟至一小时内强度达到或接近 1MP ），同时
再加上混凝土本身的干燥收缩和气温变化而引起后期裂缝。

3.4 加载或拆模过早引起结构裂缝
施工过程中拆模时混凝土龄期基本上均到 28d，不存在因拆

模过早而导致裂缝的现象，而且混凝土表面裂缝在未拆模之前就
已经出现。截止目前，车库顶板基本只承受其自重和不大的施工
荷载，部分未有施工荷载的区域仍出现裂缝渗漏，结构变形影响
小，基本可以排除顶板堆载施工材料而引起的结构裂缝。

3.5 设计分区面积较大
车库面积很大，虽然采用了后浇带进行分割施工，但有些分

区面积仍然偏大。根据现场统计数据显示，现场顶板渗漏数量基
本上与后浇带的间距长短成正比。且顶板混凝土浇筑后温差大，
收缩也大，由此在板中产生的温度应力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而
产生开裂。

图 2：人防区域顶板裂缝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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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施工过程中部分混凝土存在过振、漏振现象以及后期养护
不到位

由于混凝土凝固时间过快，现场存在混凝土初凝前未进行二
次振捣和压面或捣筑欠密实等情况，欠振使混凝土不密实，过振
易造成混凝土泌水及粗骨料下沉，使混凝土不均匀而产生裂缝。
但从渗漏面积分析，这不是产生顶板大面积渗漏的主要原因；顶
板混凝土养护期间只进行浇水没有覆盖遮盖，经烈日暴晒而导致
混凝土表面与内部温差较大，存在失养和不适时养护，也是产生
裂缝的一个原因。

图 3：现场裂缝照片
4 地下车库顶板裂缝的处理方案
4.1 处理方案
根据工程状况和所处的季节，为了避免雨水渗漏对结构内的

钢筋造成影响，先进行车库顶面裂缝的封堵止漏工作。自 6月中
旬开始进行裂缝封堵止漏试验工作，位置选在两个单体楼之间的
后浇带区域，采用低色相、韧性好的新型防水堵漏材料对该区域
顶面裂缝进行封堵处理。完成后进行蓄水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封堵后顶板不再渗漏，效果明显。

鉴于工程正在进行主体混凝土施工，尚存在主体沉降、混凝
土收缩等不稳定因素，车库顶面在裂缝封堵后仍可能有零星裂缝
产生，过程中每产生一处就及时封堵一处。

在顶面裂缝和渗漏解决后，对于板底裂缝先进行详细标识记
录，待上部荷载加载完成后，对肉眼能见的裂缝进行裂缝宽度检
测，对局部裂缝宽度大于设计说明中“结构构件裂缝控制等级三
级”所规定的宽度限值的，采取板底化学注浆工艺处理，材料为
“改性环氧树脂”系列。对于裂缝宽度小于规定宽度限值的，则采
用弹性腻子进行封堵。

压力改性环氧树脂化学注浆液是一种低粘度、高强度的
改性环氧树脂补强化学注浆材料。可灌性好，粘度低，强度
高，使用方便，适用于灌注细裂缝。其主要技术指标为：粘度
(25℃ )30～ 83.6MPa · s；纯胶体抗压强度 58.5～ 118.3Mpa；纯
胶体抗拉强度 14.7～ 24.5MPa；固砂体抗压强度 41.7～ 68.6MPa；
劈裂抗拉强度 3.5～ 4.5MPa；轴心抗压强度 32MPa；弯曲抗压强
度 35MPa；抗拉强度 2.75MPa；浆液的配合比为改性环氧树脂乙
二胺 =100：8(重量比 )。

4.2 施工工艺
注浆施工时用钢丝刷将裂缝刷干净，并用压缩空气吹去浮尘。

用速凝胶将灌浆嘴粘在灌浆口上，间距 300～ 500 毫米，其布设
原则为：浆嘴宜设在裂缝宽度较大处，在裂缝的起点处和交叉点，
均须粘贴进浆嘴。用速凝胶封闭板下裂缝（板面裂缝已封堵的情
况下），两天后沿裂缝涂刷一层肥皂水，从进浆嘴通入压缩空气。
若肥皂水起泡，说明起泡处封闭不严，立即擦去肥皂水，并用速
凝胶封堵密实。秤取两种浆液原料，并根据气温及裂缝宽度进行
小幅度调节，将浆液充分拌合并置于洁净胶桶待用。若浆液超过 

3 小时或流动性较差应停止便用，配浆量应充分考虑富余量。灌
浆从裂缝的一个端头开始向另一端逐步进行，灌浆工艺路线：料
桶→胶管→灌浆机→胶管→进浆嘴，逐步加压，从 0～ 0.25MPa 

后停止提高压力，加压后注意观察，压力维持在 0.25MPa 不变，
与进浆嘴相邻的进浆口冒浆时，立即关闭阀门停止进浆，并迅速
用堵头堵住冒浆的进浆口，堵住冒浆口后，再打开阀门注 3～ 5 

分钟；7)拔开与第一个进浆口相连的胶管，随即堵住第一个进浆

口，拔开第二个进浆嘴堵头，与胶管相连进行灌浆，至一条缝灌
完，72 小时后将进浆嘴打掉，铲去混凝土板面上的胶泥。依次逐
条施工直至注浆完成。

4.3 质量验收
结构裂缝注浆分项工程检验批的抽样检验数量，按裂缝的条

数抽查 10%，每条裂缝检查 1处，注浆材料及配合比符合相关要
求。材料进场先检查产品合格证、产品性能检测报告、计量措施
和材料进场检验报告。结构裂缝注浆的注浆效果满足结构相关要
求。注浆孔的数量、布置间距、钻孔深度及角度符合施工要求，
注浆各阶段的控制压力和注浆量均符合现场施工要求。

图 4：处理完成后照片
5 总结及今后的预防措施
5.1原材料控制
预防混凝土裂缝渗漏的主要措施是要严格控制混凝土骨料、

掺合料、外加剂的质量和数量，严格控制拌和用水。根据工程的
不同部位和具体要求确定混凝土性能 ,严格控制水灰比。选择级
配良好、含泥量少、细度模数接近中砂的建筑用砂以及级配良好
的骨料 ,减小空隙率、砂率和含泥量以减少收缩量 ,提高混凝土抗
裂强度。在满足混凝土工作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混凝土塌
落度，使用商品混凝土时要对坍落度进行严格检查。

5.2施工工程控制
混凝土浇筑之前 ,要先将基层和模板浇水达到饱和状态 ,使之

既不释放水分也不吸收水分 ,减缓混凝土中水分的损失速度，避
免干缩裂缝。浇筑过程中振捣要充分、均匀、避免漏振或过振，
对初凝前的二次振捣和压面加强现场监督。

5.3 荷载控制
混凝土强度不大于 1.2MP 时不得上人、堆料、施加荷载，尤

其是振动荷载。混凝土浇筑后要有一个硬化过程 ,过早加载也是
混凝土裂缝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有混凝土有了一定的强度才能减
少或避免混凝土裂缝。在混凝土的硬化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规范要
求对混凝土进行养护。必须做到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规定的强度以
后 ,才允许上人施工和材料堆放，施工材料不得集中堆放。

5.4 混凝土养护
混凝土的保湿保温养护也是防止混凝土开裂的一个重要措施，

特别是加强早期养护对其强度增长和抗裂抗渗性能的提高十分重
要。早期浇水保温养护可以避免表面脱水引起的混凝土初期伸缩
裂缝及温度变化产生的裂缝发生，因此 ,施工中安排专人及时养
护，必须坚持 7d（有外加剂的混凝土需要 14d）左右的洒水保湿
保温养护，防止出现干湿交替。

5.5 现场管理
严格按操作程序施工 ,使施工人员充分重视保护板面上层钢

筋的正确位置 ,在楼板浇捣过程中要由专人护筋 ,并及时进行整
修 ,严格控制板面上层钢筋保护层厚度，特别是悬挑结构钢筋保
护层，防止由于混凝土保护层过大而引起混凝土裂缝。

5.6 商砼站管理
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及时与搅拌站沟通，防止混凝土施工时

有混凝土供应不及时形成冷缝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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