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综合题 

综合题：  

题目一： 

某项目进行锤击预应力管桩施工（桩长约 40 米），距项目施工现

场约 50米的道路、建筑外墙出现裂缝。 

请问：挤土桩施工前应对周边环境进行调查，调查范围是多少？在挤

土桩施工过程中，对保护周边环境可采取的施工措施有哪些？ 

 

参考答案：挤土桩施工调查范围不宜小于 2.0 倍桩长范围。（《宁

波市建筑桩基设计与施工技术细则》第 9.2.1条） 

采取的措施：1、设置垂直排水通道，加快超孔隙水压消散；2、

采取预钻孔取土施工工艺；3、在挤土桩与建筑物之间设置减震沟、

打设应力释放孔等；4、控制日沉桩速率，合理优化桩基施工顺序，

适当降低桩基施工速度。 



题目二：某项目基坑挖土至设计标高时，在基坑北侧发生坑底突

涌现象（其余部位未出现），已知基坑底全域分布某层土，且该土层

中存在承压水，假设勘察、设计均已考虑该承压水影响，请从施工角

度分析涌水发生可能的原因并提出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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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原因分析： 

（1）局部降水设施失效；（2）基坑止水帷幕局部存在渗漏点。 

2、处理措施： 

（1）对涌水部位基坑内外侧进行双液注浆； 

（2）加设降水设施，如打设管井等； 

（3）加快基础垫层施工速度，采用素混凝土垫层代替碎石垫层，

快速封底，减少基底暴露时间。 

（4）加快底板钢筋绑扎及底板混凝土施工进度。 

 

 

 

 

 

 

 

 

 

 



题目三： 

地下室渗漏是建筑工程中常见的质量问题，图片中为某地下室底

板后浇带出现渗漏现象，请从施工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提出防治措

施。 

 

参考答案:  

1、原因分析:(1)后浇带封闭时间过早;(2)后浇带封闭前未清理

干净; (3)后浇带浇筑时混凝土选用不当或施工不规范。 

2、防治措施: 

(1)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后浇带封闭时间; 

(2)后浇带封闭前必须剔除侧边松散砼，清理建筑垃圾，并冲洗干净，

保证坑内无积水。  

(3)后浇带砼应选用高一等级、微膨胀、抗渗砼;浇捣时应振捣均匀密

实，加强二次振捣，浇捣完成应及时保湿覆盖养护≥14天。 

后浇带浇捣前后做好排水和泄水措施。 

题目四： 

混凝土开裂是比较凸出的质量通病，请指出下两幅图中混凝土裂缝产生的



原因，并分析其不同之处。 

 

参考答案： 

图一：该质量问题多数因混凝土水灰比过大、拆模过早养护不到位、板底保护层

过小石子过少浆料过多而出现收缩开裂，通常板收缩裂缝一般沿钢筋、管线收缩

而开裂。 

图二：该问题主要因剪力墙下部基础或桩基刚度未调平、基础底板厚度不均匀、

地下水位上升而出现的应力等引起，通常在地下室的角部、地下室入口、上部荷

载突变处（如主楼裙楼交接处）等部位较为常见，一般表现为八字（45 度）斜

向裂缝。另外，地下室剪力墙墙体较长而暗柱布置间距过大时也会出现典型的收

缩裂缝，但一般以竖向的较为常见。 

 

题目五： 



图中所示为地下室顶板开裂渗水（防水未施工），请从施工角度

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提出防治措施。 

 
参考答案:  

1、原因分析: (1)钢筋绑扎不到位，钢筋间距、保护层厚度控制不严。(2)混凝土

浇筑时局部振捣不到位;或局部钢筋被严重踩踏变形。(3)混凝土浇筑后未及时养

护或养护不到位。(4)混凝土浇筑后上荷载过早或上荷载时冲击力过大。（5）后

浇带封闭过早。 

2、防治措施: 

(1)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楼板钢筋间距及保护层厚度;  

(2)砼浇筑前应对泵管做好支撑减震措施，应浇筑时振捣应均匀密实，并防止作

业人员踩踏做好相应预防措施。 

(3)砼浇筑后应及时进行覆盖保湿养护≥14 天。 

(4)现浇板养护期间，当混凝土强度小于 1.2MPa 时，不应进行后续施工。当混凝

土强度小于 10MPa 时，不应在现浇板上吊运、堆放重物。吊运、堆放重物时应

采取减轻对现浇板冲击的措施。 

（5）严格按设计工况封闭后浇带。 

 

 

题目六： 

试分析以下图片中主体结构柱子混凝土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 



 

图一 

 

图二 

参考答案： 

图一中质量问题主要是施工原因，混凝土浇筑施工时漏振、混凝土柱施工缝处模

板拼缝不严密产生漏浆而出现蜂窝麻面孔洞。 

图二中质量问题主要是原材料原因，混凝土离析，水泥砂浆流水导致产生混凝土

不密实、孔洞产生。 

 

题目七：下图为某装配式住宅工程中叠合板安装后出现的楼板开裂的质量问题， 

请分析该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相应处理措施。 



 

参考答案： 

原因：一、原材料：1）叠合板设计尺寸过大，当楼板跨度大于 4 米时，设计单

位应对叠合板生产、运输、吊运、安装时的受力状态进行核算，以免裂缝产生。

2）生产环节混凝土水灰比过大，或原材料配比不准确，导致混凝土收缩裂缝产

生；或拆模过早、养护不到位引起收缩裂缝；或生产后转运、运输环节震动，受

力不均匀出现裂缝。或出厂时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规范要求。 

二、运输堆放：3）施工现场堆放不规范；4）叠合板吊装、安装时不规范； 

三、施工问题：5）承重架支撑不规范；6）浇筑混凝土前叠合板上部集中堆载，

或施工活荷载过于集中导致叠合板开裂。 

处理措施： 

1）监理工程师组织设计、施工、检测等相关人员现场查勘，确定裂缝宽度； 

2）设计单位根据裂缝宽度核算是否需要进行处理；如裂缝属于 0.2mm 以下细微

收缩裂缝，可持续观察裂缝是否持续扩大，待裂缝稳定后刷涂环氧树脂进行处理；

当裂缝宽度在 0.2~0.3mm 之间时，可考虑局部碳纤维补强；如裂缝宽度大于

0.3mm，返工重做。 

3）楼板加固补强后，对叠合板进行结构性能检验，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后可组

织专业人员进行验收。 

题目八：请指出下图地下室顶板的后浇带支撑有何不当之处，正确规范的做法

是怎样的？请列出一至三种比较规范的做法。 



 

参考答案： 

后浇带梁支撑一侧采用后砌砖柱方式砌筑，砌筑砖柱存在收缩，顶面未顶紧，

另外一侧后浇带支撑已拆除。容易造成后浇带顶板受力后出现下沉开裂现象。 

列举三种正确做法： 

1、 后浇带部位支模架和模板采用独立体系搭设，在后浇带封闭前不拆除。 

2、 后浇带两侧支撑用不小于截面尺寸不小于 100 的型钢，在模板支模后钢筋绑

扎前预埋设置。 

3、 采用混凝土构造柱在后浇带梁底两端下支撑设置。 

 

题目九：下图中承重架支撑搭设有何不当之处，请简要回答承重架搭设的规范

做法。 



 

参考答案： 

不当之处： 

1、模板支撑未应按方案搭设，传力体系不明确，采用悬挑，可能会造成支模下

沉现象发生。 

2、梁底小横杆设置和板底支撑未分开设置。 

3、双向水平杆当中一道未设置。 

正确做法： 

1、按照支模方案搭设支模架，材料规格和立杆间距符合方案要求。 

2、梁底采用小横杆，顶板采用 U 型顶托，顶托伸出长度不大于 200mm，安装时

避免偏心受压。梁底小横杆传力扣件宜采用双扣件顶紧，避免由于扣件质量问题

造成梁底下沉。 

3、纵横水平杆按方案搭设，可调顶托的底部立杆上应沿纵横向设置水平拉杆。 

 

 

题目十：图片为一小区外墙砌体墙与梁交接部位开裂、渗漏照片，请



从施工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提出防治措施。 

 

参考答案： 

1、原因分析: 

(1)砌筑间歇时间控制不严，转入下道工序(填充)过早。 

(2)墙梁交接部位(即墙顶缝)填充不到位或未填充密实。 

(3)墙梁交接部位防裂缝处理不到位。 

2、防治措施: 

(1)严格控制每天的砌筑高度，特别是砌至梁底时应留有 20~30mm 空隙，并

静置 7d 以上(间歇时间)， 

(2)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封堵顶缝： 

①、加气块外墙顶部可间隔 600 内，采用防腐木楔子交错塞紧，先在外侧面采用防水砂浆勾

缝密实，待达到强度后由内而外填充发泡剂，注意填充密实、不外溢，预留 20mm 以上的

缝隙再采用防水砂浆勾缝密实。 

②、采用细石混凝土塞缝厚度控制在 3-5cm，分两次塞缝。 

③、预留 18-20cm 高度采用斜砖顶紧，斜度宜 60°左右。中间与两侧设置预制砼三角块，

避免斜顶砖起步顶撑不稳固。 

(3)墙顶缝等不同材料交接面应做防裂处理，可采用粉质界面剂+镀锌钢丝网或玻

纤网格布涂抹成形，两边宽出缝隙不小于 150mm。 

 

 

题目十一： 



建筑工程中门窗工程通常由分包单位施工，外窗四周渗漏是住宅工程中经常

遇到的投诉问题之一，请结合以下图片指出图片中存在的质量隐患，并简述门窗

安装时四周缝隙封堵的工艺工法。 

 

参考答案： 

质量问题： 

1、 门窗洞预留尺寸不正确 

2、 窗框未按要求固定 

3、 塞缝尺寸大可能产生渗漏问题 

门窗框塞缝工艺： 

1、 施工前准备工作：检查好窗框安装尺寸及连接构造情况； 

缝隙垃圾清理干净、窗框缠绕膜清理；清理后浇水湿润。 

2、 窗框底部及上翻 300mm 采用细石混凝土掺防水剂和膨胀剂两次塞缝，第二

次塞缝用 15mm 直径的 pvc 管勾槽，塞缝要求饱满，表面平整。 

安装时使用的木楔、垫块待砂浆有一定强度后取出补塞砂浆。 

3、 其余部位采用发泡剂施打，发泡过程中在固化前人为压入，禁止切割产生空

腔造成渗漏。 

题目十二： 



外墙、阳台、卫生间、雨棚、公共部位墙体（如入楼门洞墙体）渗漏在住宅

投诉中非常普遍。图片为屋面板角部渗漏，请从施工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提出

防治措施。 

 
参考答案:  

1、原因分析: 

(1)结构层存在开裂情况，未在防水层施工前对屋面结构层进行淋水试验或对

檐沟、天沟等进行蓄水试验; 

(2)防水卷材收头部位细部节点未处理好;防水卷材搭接处理不到位; 

(3)落水口排水不畅，天沟积水，以及落水口周边防水处理不到位； 

 (5)阳角放射筋未设置。 

2、防治措施: 

(1)严格控制屋面砼结构施工质量，确保结构无贯穿缝。 

(2)防水层施工前应对屋面结构层进行淋水、蓄水试验，如有渗漏，应严格按

照修补方案要求进行修复，再次进行淋水、蓄水试验确认。 

(3)防水卷材大面施工前，应对出屋面管道周边、设备基础及女儿墙等构造阴

角进行细部节点处理，增设附加防水层。 

(4)防水卷材大面施工时，应由低处往高处进行，搭接应严密，宽度应符合规

范要求。 

(5)防水卷材翻边高度(泛水高度)应≧250mm，卷材收头可采用凹口收头或凸

线收头，经钉压固定处理，收口应封闭严密。 

(6)钢筋工程严格按照图纸施工，板面阳角处加设放射筋。 

 

 

 

 

题目十三： 



以下工程图片是宁波某住宅工程地下室上浮而造成梁柱与底板开裂破损的

质量事故。请结合自身经验从设计及施工角度谈谈如何防止地下室底板上浮？ 

 

参考答案：设计角度: 

1）结合上部荷载的分布情况进行地下室的整体抗浮验算，对应力不均或集中荷

载部位进行局部抗浮验算，并有详细计算书。对桩基及底板刚度进行调平，避免

结构应力产生。 

2）设置抗拔桩。 

3）基础底板内设置永久泄压槽、孔等。 

4）设置后浇带。 

施工角度： 

1）根据设计要求分块浇筑混凝土； 

2）组织雨季基坑挖土及基础施工阶段的防排水，并配备相应应急人员与物资设

备； 

3）基础底板施工应保证底板的有效厚度，避免底板刚度不平而造成应力集中； 

4）封闭后浇带前应严格执行设计、监理的意见进行覆载，封闭后浇带应有建设、

设计、监理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 

5）土方开挖及基础施工阶段直至覆土后应对地下室水位进行监测，尤其临河地

下室工程应密切关注天气及水位水文情况。 

题目十四： 



图中所示为采用挤塑保温板的细石砼地坪出现大面积不均匀裂缝，请

从施工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并提出防治措施。 

 

参考答案:  

1、原因分析: 

(1)基底找平层未做，或找平层施工不平整。(2)挤塑保温板铺设不到位、不平整，或隔离层

未设。(3)细石砼层未设钢筋网片，或钢筋网片网眼较大，或钢筋网片架设不到位。(4)细石

砼浇捣时振捣不到位;浇捣后未及时进行有效养护。(5)细石砼厚度控制不严(厚薄不一致，局

部较薄)。 

2、防治措施: 

(1)基底应进行充分清理、扫浆，并设水泥砂浆找平层抄平。(2)挤塑保温板应铺设到位，平

整、紧凑，并覆隔离层。(3)制作灰饼，严格控制细石砼厚度(不应小于 40mm);铺设钢筋网片，

架设在细石砼厚度的三分之二位置。(4)钢筋网片网眼一般控制在 100mmX100mm 以内。(5)

细石砼振捣应均匀密实;施工时应避免踩踏钢筋网片;浇捣后应及时保湿覆盖养护≥7 天。 

 

 

 

题目十五： 



施工质量检查的内容中，三检制是重要的保证质量的环节，请简要回答“三

检制”的内容。 

 

参考答案：三检为：自检、互检、交接检（专检：专业人员质量检查）， 

自检：通常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质量、班组人员进行自查； 

互检：主要是调动项目部内同专业不同班组进行互相检查； 

交接检：通常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部、班组进行专业检查，也是

通常意义上的分项或分部工程验收，如卫生间主体结构工程交付防水工程验收，

又如主体结构交付装修工程的交接验收。 

 

     

 



题目十六： 

结构验收前，混凝土强度经监督抽检回弹不合格时处理程序？ 

 

参考答案： 

预拌混凝土强度经回弹检测强度未达到设计要求时，相差一个强

度等级范围内，且平均值达到设计强度要求，经设计核算并确认可以

满足结构安全、不需处理的，可以不进行扩大检测。 

除此之外，则应对该抽检层（地下室工程按施工检验批）的同类

构件批量进行扩大检测（包括已检测构件在内）。 

扩大检测仍不能满足要求的，对该抽检层取芯检测。 

再次检测不合格，可由设计复核做相应处理。 

 

 



题目十七： 

近十年铝合金模板在建筑工程，尤其是房产项目应用也越来越多，

请就铝模的优缺点做一简要论述？ 

 

参考答案： 

铝模的优点： 

1、 铝合金模板尺寸标准，承载力高，成型观感质量好，实测比较成绩高。 

2、 铝合金模板质量轻、便于施工安装。。 

3、 铝合金模板属于快拆系统，加大材料的周转率，能多次周转利用，报

废后可仍回收利用，符合绿色施工要求。 

铝模的缺点： 

1、由于铝模需工厂生产不能在现场切割，仅能在通用标准层使用。 

2、铝模需提前深化设计、工厂生产，周转率不能提高的情况下成本过高。 

3、铝模如发生变形难以在现场调整，结构设计调整铝模不能灵活调整。 

4、铝模导热系数大，冬季施工散热快，不利于混凝土保养。 

 



题目十八： 

住宅工程中，东西侧山墙渗漏、返潮、泛碱在住宅工程投诉中比较常见，试

分析下图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 

 

参考答案： 

1）墙体砌筑施工不规范，灰缝尤其竖向缝饱满度不足； 

2）外墙防水砂浆层施工不到位或未施工防水砂浆层； 

3）抹灰原材料、砌块含碱量超过规范要求而出现泛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