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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混凝土养护中脱模剂 的应用 

刘传辉 李世勇 

摘 要 ：通过实验的方法，介绍了混凝土养护过程中使用脱模剂的最佳方法和施工要点及其施工工艺，大大节约了养护 

用水量，缩短了工期，确保混凝土的养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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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衡阳市开发区的某砖混建筑物，6层，总高25．6 ITI，根据 

用户的需要，屋面采用坡屋顶现浇屋盖。在屋顶浇筑混凝土施工 

过程中，采用了专用于钢模、木模等混凝土模具脱模的脱模剂，对 

混凝土表面进行养护，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该混凝土养护新技术 

不仅能确保混凝土养护质量，大大节约了养护用水量，同时也缩 

短了工期，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文中从实验方法和施工工艺方 

面对混凝土养护过程中的脱模剂施工技术介绍如下。 

1 实验方法 

为探索新的混凝土养护方法，降低混凝土养护成本，减少施 

工用水量，引进了一种新型液体脱模剂，这种脱模剂很容易在混 

凝土表面形成一层致密氧化膜，象一层塑料薄膜一样将混凝土密 

封起来，使混凝土内的水分蒸发不出来 ，以达到混凝土 自身养护 

的目的。 

通过试验测试不同施工条件下的混凝土试块在不同养护时 

间及喷撒遍数下的强度，最后选出了不同施工条件下的最佳施工 

工艺，并且进一步证明了该施工工艺完全可替代传统的草苫覆盖 

洒水养护，养护效果良好，而且价格便宜，施工方便。 

1)相同的施工制作条件，不同的喷撒养护遍数下的强度比较 

通过专人现场制作混凝土试块9块，并分别进行编号1号～9号， 

分3组进行了试验。第一组喷撒脱模剂 2遍，第二组连续喷 3 

遍，第三组连续喷4遍。待试块养护7 d后，即用混凝土回弹仪进 

行强度探测，探测结果为：第一组平均回弹强度 15．1 MPs．，第二 

组平均回弹强度为19．5 MPa，第三组平均回强度为19．5 MPa，通 

过试验确定，混凝土初凝后连喷3遍，即可达到养护要求，同时能 

提高混凝土的早期强度，防止混凝土表面开裂。 

2)相同的喷撒养护遍数，高气温条件，不同间隔时间的强度 

比较试块制作9块，分 3组，试块制作方法及养护方法与上述第 
一 次试验相同，只是混凝土浇筑振捣完成后，间隔养护时间不同。 

第一组间隔时间1 h～2 h，即开始喷撒液体脱模剂，第二组间隔 

3 h～4 h开始养护，第三组间隔4 h～5 h开始养护。试块在施工 

现场正常养护7d后，用混凝土回弹仪探测结果为：第一组平均回 

弹强度 19．5 MPa，第二组 17．4 MPa，第三组 14．9 MPa。试验证 

明，高气温条件下，混凝土浇筑振捣完成后，间隔1 h～2 h即开始 

喷撒液体脱模剂，连续喷撒3遍即可达到设计要求。 

3)相同的喷撒养护遍数，低气温条件，不同间隔时间下的强 

度比较试块制作9块，分3组，试块制作方法及养护方法同第二 

次试验相同，只是混凝土浇筑振捣完成后，间隔养护时间不同。 

第一组间隔时间2 h～3 h开始养护，第二组间隔4 h～5 h开始养 

护，第三组间隔6 h～7 h开始养护。试块在施工现场正常养护7 d 

后用混凝土回弹仪探测结果为：第一组平均回弹强度 19．4 MPa，第 

二组平均回弹强度 19．3 MPa，第三组平均回弹强度 19．1 MPa。试 

验证明，低气温条件下，间隔5 h～6 h及时进行喷撒脱模剂进行正 

常室外养护，即可达到设计要求。 

通过以上3次试验可以得出结论：气温高时，混凝土施工完成 

后，间隔1 h～2 h即开始连续、均匀喷撒液体脱模剂3遍；气温低 

时，混凝土施工完成后，间隔 5 h～6 h即开始连续喷撒液体脱模剂 

3遍，可完全替代传统的覆盖洒水养护方法。 

2 施工工艺 

1)喷撒机器采用民用建筑中常用的高压喷雾器。 

2)脱模剂应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高压喷雾器。 

3)设专人喷撒，并视混凝土表面光洁度确定喷头的移动速度， 

喷头移动要均匀。 

4)喷撒时，应使喷头与混凝土表面垂直，并与混凝土表面相隔 

至少20(1"I1，以不损坏混凝土表面为宜。 

5)喷撒时，应按“之”字形喷撒，并使上下相邻两行搭接长度为 

5 crrt，均匀密实，防止漏喷。 

6)下遍喷撒应在上遍喷撒脱模剂稍微晾干后进行。 

7)混凝土现浇完毕后，高气温条件下，间隔1 h～2 h，即开始喷 

撒脱模剂；低气温条件下，间隔 5 h～6 h即可喷撒；当预报气温低 

于 22℃时，间隔时间应视混凝土初凝情况作相应调整。 

8)脱模剂喷撒遍数，应视混凝土表面的粗糙程度确定。喷撒 

前，应确保混凝土表面无蜂窝、麻面。当混凝土表面光洁时喷撒 3 

遍即可。 

9)喷撒完毕后，应及时观察混凝土表面的养护情况，若发现发 

白情况 ，应及时增加喷撒遍数。 

3 施工程序 

3．1 基面冲洗 

在现浇混凝土前，先按施工要求进行渠底、渠坡及渠顶清理，使 

防护面无杂草、污物；清除石缝内泥土杂草，清缝深度不小于3 aT1。 

3．2 混凝土拌和 

混凝土配合前，应先由混凝土工将无杂质、粒径符合设计要 

求的新鲜骨料及水泥，按C20混凝土试验配合比进行严格配料， 

搅拌机上料容量不得任意增加，并按规定的搅拌时间进行均匀拌 

和后入仓。 

3．3 混凝土浇筑 

施工顺序为先浇渠坡，再浇渠底，最后现浇渠顶。在进行斜 

坡混凝土浇筑前，应有专人负责观察模板的支护、拼接情况，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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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张预应 力箱梁施工控制要点 

李 理 王现卫 

摘 要：从预应力材料进场、孔道的设置和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孔道压浆 四方面介绍了后张预应力箱梁的施工技 

术，并阐述了各个环节的控制要点，为桥梁施工人员提供 了参考。 

关键词：预应力，孔道压浆，张拉，钢绞线 ’ 

中图分类号：TIJ757．14 文献标识码：A 

预应力混凝土箱梁与普通混凝土桥梁相比具有承载力强 、刚 

度大、造型美观等优点，目前在高速公路桥梁和城市立交桥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预应力箱梁的施工，要求有精密的张拉仪 

表和设备、较高水平的施工技术人员、严密合理的施工组织方案； 

在施工过程中需要考虑众多的影响因素，容易出现施工故障，甚 

至造成人员伤害。鉴于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施工对技术水平要求 

较高，难度较大的特点，全面准确的把握预应力箱梁施工过程中 

各个环节的控制要点，对于提高桥梁结构的施工质量 ，保证施工 

工序顺利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中对后张预应力箱梁施 

工过程中各个步骤需要注意的要点做了简要陈述，仅供广大桥梁 

施工技术人员参考。 

1 严把预应力材料进场关 

预应力材料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箱梁的施工质量和施工程序 

能否正常进行。进场的预应力材料应该具有完备的规格说明、合 

格证书等材料。预应力材料进场时应进行以下项目的检验：对钢 

绞线的表面质量、直径偏差和抗拉性能进行检查 ；对锚具 、夹具和 

连接器外观检查，不允许出现裂纹和超标的尺寸偏差，同时还应进 

行硬度和锚固性能试验，保证锚具具有可靠的锚固性能承载力性 

能，夹具具有良好的自锚、松锚性能；波纹管壁厚不宜小于 0．3 ITffrl， 

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防止在钢绞线穿柬和浇筑混凝土过 

程中管道破裂或变形。此外，在预应力材料的保管和使用过程中 

应注意保护，避免出现机械损伤、沾污、锈蚀等情况。 

2 预应力孔道的设置和混凝土浇筑 

2．1 钢绞线和波纹管下料 

压水枪将仓面冲洗干净，并从低处开始，自下向上分层浇筑，使混 

凝土保持水平上升。施工采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渠坡，采用平板 

振捣器振捣渠底及渠顶，振捣时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 

3．4 混凝土养护 

现浇混凝土在浇筑完毕后，白天完成混凝土浇筑的，间隔 1 h 
-- 2 h，即用高压喷雾器进行液体脱模剂均匀喷撒 3遍；早晨或傍 

钢绞线下料应经过计算确定，计算时应考虑管道长度、张拉 

工作所需长度以及剩余长度等因素。对以上因素考虑不周，钢绞 

线下料长度不足，在混凝土浇筑后会给张拉工作带来极大麻烦。 

钢绞线下料长度相对差值不应超过规范要求并不得使用电弧焊 

切割。波纹管接头可用大一号的同型波纹管套接，接头长度不小 

于20 ITlm，接头处波纹管没有毛刺和卷边，套管两端用胶带密封 

牢固，以防浇筑混凝土时向管内部漏浆。 

2．2 波纹管的设置和钢绞线穿束 

按照图纸设计的纵向和横向坐标精确焊接波纹管定位支架， 

波纹管穿入定位孔时要避免反复弯折，管道曲线保证顺畅没有死 

折。波纹管的定位钢筋一定要焊接牢固，否则在浇筑混凝土时， 

在混凝土的冲击力或上浮力作用下出现位移，孔道坐标发生改 

变，给施工质量带来严重后果。在波纹管最高点上开孔安装排气 

管时要采取措施把排气管同波纹管密封牢固，排气管长度保证在 

浇筑完梁身后能伸出梁体外。排气管安装之后注意保护，不要来 

回晃动，最好固定到其他钢筋上。锚垫板根据设计位置和倾斜角 

度在端头板上固定牢靠并和波纹管用胶带封紧，保持与波纹管和 

张拉时钢绞线垂直，防止张拉产生侧向分力。 

钢绞线在穿柬前应在两端编号，逐根理顺防止缠绕，用细铁 

丝每隔一定间距(一般 2 m～3 m)绑扎牢固。钢绞线穿柬可采取 

多人推进的办法，在钢绞线穿柬前 ，钢绞线端部应用铁丝缠紧，用 

塑料袋包裹并用胶带缠牢，防止端头粗糙冲击波纹管。推进过程 

中要控制推进速度，并派专人检查波纹管有无破损及移动情况。 

此外当施工场地不足，无法使用多人穿柬时，还可以在波纹管内预 

晚间隔 5 h--6 h，即用高压喷雾器均匀喷撒 3遍。在混凝土养护 

期间，其强度未达到12 ／cm2以前，应绝对禁止碰撞振动，不得 

在其上架设脚手架、安装模板等。 

混凝土养护中正确采用脱模剂施工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工程施工效益，这种技术在以后的混凝土工程实践中将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lease agent in concrete maintenance 

LIU Chuan-hui LI Shi·yong 

Abstract：Through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pthTml method tO rise release agent in concrete maintenance and its 

construction elements and constructiontechnology，inorderto savethe'watermnsumptioninmaintenance，to shortenthetimelimitfor apro— 

ject，andtO ensurethea】一ngqualityof concre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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