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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概述了清水混凝土建筑在我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研究其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所暴露的问题，阐述

建筑端需求主导清水混凝土性能改良的观点，并结合案例具体分析清水混凝土性能发展的几个方向。文章提出了解

决清水混凝土建筑现存问题的对策，以期引导清水混凝土充分发挥性能优势，满足建筑端生态、美学、技术等需求，

在建筑工程实践中得到更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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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fair-faced concrete building in our country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studies its exposed problem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building, expounds the viewpoint of building end demand leading
clear water concret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and analyzes on several directions of concrete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with concrete cas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crete building, in
order to guide the clear concret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erformance advantages, to meet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building, and to be widely used in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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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清水混凝土因其特有的一次成型、节省附加装饰等特性而被

誉为“绿色混凝土”。同时，其质朴天成的表观效果也迎合了部分业主和建筑师的审美趣味，逐渐广

泛应用于建筑、桥梁等大型工程。本文探讨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是直接以混凝土作为建筑外围护材料

而进行外墙建造施工的建筑类型。清水混凝土建筑在我国普及应用的同时，也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

暴露出许多问题。建筑师追求建筑美观性和耐久性的过程中，对建筑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将促

进清水混凝土生产端优化供给，提高产品性能，改变产品同质化和施工粗放化等现状，拓宽清水混

凝土未来的发展应用前景。

1 清水混凝土建筑发展历程

最早的清水混凝土建筑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先驱勒·柯布西耶以马赛公寓和朗香

教堂等一系列清水混凝土建筑，促成了清水混凝土在生产、施工技术和大众审美上的突破，摆脱了

大众对于混凝土呆板、沉重、低端的固有印象。自此，清水混凝土作为建

筑美学表现中“最纯粹的建筑语汇”，开始受到业主和建筑师的钟爱。

我国的清水混凝土技术起步较晚，20世纪 70 年代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首次传入我国，由于技

术落后和对材料性能认识不足，并未在建筑上得到大规模的应用[1]。清水混凝土在我国的普及应用

肇始于 1997年，北京市设立“结构长城杯工程”奖，推动了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发展。从此，清水混

凝土建筑在我国涌现出海南三亚机场、北京首都机场 3号航站楼等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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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相对成熟和绿色环保建设理念的深入，清水混凝土也渐渐在我国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

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师对清水混凝土提出了生态性、美学性、技术性等更高的要求，清水

混凝土相关产业的重心正在由产量到质量转移。从《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可看出，清水混凝土产品的发展需要依附于建筑端的需求[2]。清水混凝土建筑开始进入建筑端需求

主导的性能改良提升阶段。

2 清水混凝土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问题思考

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 BLM（Building Life cycle Management），包括建筑的规划、设计、施工建

造、运营维护等过程。清水混凝土建筑在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使用问题较多，不容忽视。

2.1 规划阶段的综合考量

在规划阶段，清水混凝土建筑需要考虑经济性和美学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清水混凝土建筑对

施工的严苛要求，造成业主对其经济性认识存在片面性，从而导致了我国清水混凝土建筑大量集中

于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建筑中。私人业主考虑眼前利益，节约成本，多数放弃清水混凝土建筑方案。

另一方面，大部分业主对清水混凝土建筑外观持有呆板沉重的固有思想，不能接受清水混凝土

作为主体墙材的建筑设计方案。也有少部分业主为了追求建筑标新立异，简单模仿清水混凝土建筑

做法，先浇筑出普通的混凝土饰面，然后通过后期修补工艺做出仿清水混凝土的效果，或者是直接

采用仿清水混凝土板材饰面。这些做法不仅不能真实表现清水混凝土材料的本质之美，反而徒增人

力及物力的浪费，得不偿失。

因此，在建筑规划阶段就要综合考量清水混凝土的应用价值，既要实现建筑方案设计的美学效

果，又能满足建筑的经济性和适用性，充分发挥其最大潜能。

2.2 设计阶段的特殊要求

2.2.1 建筑方案创新要求 建筑方案设计的创新度匮乏是该阶段的主要问题。清水混凝土的应用范围、

力度和效果受设计方案的制约[3]。一些建筑师对于清水混凝土材料特性尚不明确，造成了设计方案

谨小慎微，对成功案例亦步亦趋，这些缺乏创新的设计限制了清水混凝土研制技术的发展。清水混

凝土传达出的天然质朴感与厚实感是其他人工建筑材料无法模仿的, 而且随着四季的变化呈现不同

的视觉效果, 成为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建筑材料。像一些艺术馆、博物馆建筑使用清水混凝土则会

形成更富有雕塑感的形体。

2.2.2 特殊表观性能需求 建筑特殊表观性能需求的不断更新，是对清水混凝土设计的挑战。不同的

建筑设计方案需要与之对应的清水混凝土特性。清水混凝土在满足混凝土基本的工作性能、力学性

能、耐久性能、经济性等基础上，还需要满足其高质量的表观要求[4]。一些缺少专业技术研制团队

的混凝土生产商所供应的混凝土产品通常千篇一律，无法适应建筑方案特殊性需要，不仅影响建筑

的最终表现效果，甚至可能造成严重的工程事故。

2.2.3 建筑模板设计要求 模板是限制清水混凝土表观效果的主要因素，清水混凝土建筑大师路易

斯·康曾提出了“（模板）接触面便是装饰的开始”的论点。传统的模板材料和制作手段，已无法满足

建筑端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异形建筑的模板支承工作具有很大的难度。模板设计亟需引进新

的技术手段，开发新的模板材料，适应建筑市场和大众审的需求。

2.3 施工阶段的精细化

2.3.1 施工组织精细化安排 对施工活动全过程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是保证清水混凝土建筑一次成

型，安全牢靠的重要保证。一座成功的清水混凝土建筑，需要通过富有预见性的施工组织，合理安

排建筑施工周期中的各个环节，保证施工过程精确流畅，同时，做好施工失误情况下的应急方案。

而这些是国内大部分施工方所不具有的素养，从而制约了清水混凝土建筑的表现力。

2.3.2 施工工艺精细化要求 清水混凝土建筑的精细化施工，考验施工团队的严谨与精确度。我国建

筑施工团队普遍施工质量偏低，缺乏相关技术培训，无法适应清水混凝土建筑的高难度、高精度作

业，是我国部分已建成清水混凝土建筑饰面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清水混凝土不可逆的特性需

要建筑师匠心独运，更需要施工者发扬工匠精神，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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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运营阶段的定期维护

混凝土是一种非匀质性建筑材料，由于自身的化学组成和物理结构，容易受到碳化作用、氯化

物作用以及水作用的危害[5]。清水混凝土建筑表面在竣工后早期主要是雨水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源越来越复杂，污垢形状也趋于复杂化[6]。我国早期建设的清水混凝土建筑，很少采取后期的

修补和涂装保护工艺，其外表皮随着时间推移和气候影响，表面会出现污垢甚至是裂缝，严重影响

视觉效果，也带来安全隐患。

3 清水混凝土的技术性能需求

3.1 基本性能需求

国内的清水混凝土产品较之普通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在骨料、配合比等方面并没有特殊的

要求，基本性能仍然是工作性能、力学性能、耐久性能等方面。不同的建筑设计方案

对清水混凝土性能的不同要求需要根据试验确定最佳配合比。

被誉为“清水混凝土诗人”的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在我国上海保利大剧院（图 1）的建筑实践，

促进了清水混凝土材料基本性能的改进。上海保利大剧院，总建筑面积 55904 m2，是安藤忠雄设计

的文化建筑中清水混凝土体量最大的一个，其设计理念来源于“万花筒”，各种角度的斜筒设计洞穿

剧院的各个方向，形成了大跨度弧形结构。其中洞口跨度最大可达 45.21 m，垂直高 20.35 m，洞口

面积 670.83 m2，不仅给施工带来了巨大难度，也对清水混凝土材料的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上海保利大剧院的清水混凝土强度等级包括 C30和 C50，在一般使用的混凝土配合比基础上，

还需要满足和易性和流动性的要求。材料供应方对混凝土的原材料进行优选与质控，对用水量、水

胶比、水泥掺量及砂率等做了一定的调整试验，相关试验数据见表 1[7]。

图 1 上海保利大剧院及立面“洞口”
Fig.1 Shanghai Poly Grand Theater and the vertical “entrance” to the elevation

表 1 清水混凝土配合比试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from the mix proportion test on fair-faced concrete

项目
Item

水胶比
Water and glue ratio

砂/%
Sand

坍落度/mm
Slump

扩展/mm
Extension

试验结果 0.41~0.43 42~44 170±10 400±20

3.2 生态性能需求

清水混凝土建筑不需要装饰，减少了涂料、饰面等化工产品的使用，节约了大批人力和设备费

用，社会效益显著提高；清水混凝土结构一次成型，取消了抹灰和湿作业，减少了大量建筑垃圾，

有利于保护环境。安藤忠雄的华都中心项目美术馆外围护墙体为双面清水墙，采用国内首创的双墙

内夹保温板的构造做法，其中内墙及扶壁柱为主体承重结构，外墙附属清水墙仅满足建筑饰面要求，

保障外围护墙体保温性能的同时，完美呈现了高品质的清水混凝土墙面[8]。

3.3 表观性能需求

清水混凝土返璞归真、纯净自然的表观效果迎合了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朴素审美观，其所表现

出的高级灰色调与中国写意画“墨分五彩”表现理念，以及江南水乡灰墙黛瓦的传统民居特色都具有

异曲同工之处。

《清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169-2009)规定了清水混凝土色泽及气泡的相关验收标准，是

对清水混凝土表观性能最基本的要求，却已不足以满足建筑创作中的高级审美需求。有学者通过试

验研究不同引气和消泡比例的聚羧酸高效减水剂对清水混凝土表观形貌的影响，最终得出引气剂掺

量 0.02%，消泡剂掺量 0.01%时，清水混凝土表观形貌最佳的配合比[9]。另有学者通过研发设计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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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混凝土自填充效果检测装置，能量化表达清水混凝土拌合物密实性，直观观察清水混凝土浇筑后

的表观情况[10]。

3.4 技术性能需求

随着建筑方案的设计水平和创新程度越来越高，对于清水混凝土建筑表观效果的更高追求，必

将导致相关技术的革新。混凝土基本工作性能是保证建筑安全的基础，而模板技术和施工技术是完

美表现清水混凝土建筑材料特性的要素。模板是建筑物肌理语言的发声器。建筑师们经过长期的实

践探索，利用肌理语言表达自身的设计诉求，促使模板材料和样式的快速更新，制作水平与日俱增；

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作为清水混凝土工程研究的重点，应迅速适应高要求的建筑设计方案，加强施

工技术研究，创新施工方法和流程，提高技艺水平。

4 清水混凝土建筑现存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基于绿色生态理念的混凝土研发

建筑的立体绿化拥有保温隔热的效用，清水混凝土通过改变骨料种类和改良配合比，与植被混

凝土等相关技术结合，改善保温隔热效果，应用于建筑隔热墙面，将带来良好的生态效能。另外，

清水混凝土广泛应用的同时，如果能够通过技术手段，积极推进消纳固废，将会减少对自然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保护环境，使清水混凝土建筑产业成为“资源的再生器”。

4.2 基于数字模型技术的模板设计

以 3D打印技术为主的数字模型与快速成型技术弥补了传统支模过程中难以解决的特异形体和

结构的问题。3D打印技术具有制作精度高、周期短、个性化、材料多样和节约环保等多种优势。清

水混凝土生产与施工单位应该积极主动地将建筑模板制作和 3D打印结合，促进 3D打印技术在大尺

度、新材料的建筑工程中的发展和应用。

4.3 基于 BIM技术的施工流程管控

BIM 技术可以通过建筑信息模型对施工信息进行模拟，可以将大量工程信息予以直观表现，为

施工设计、管理人员提供便利。将 BIM技术应用于清水混凝土建筑施工，可以合理规划进度安排，

做出更高效率的决策，实时监控工程项目进展，降低工程项目建设成本，缩短进度。同时，BIM技

术通过对工程项目的一体化管理，提高施工的标准化与机械化水平，减少资源的浪费，避免不必要

的返工和二次剔凿，更好的满足清水混凝土建筑一次成型的要求。

5 结 语

清水混凝土建筑的广泛普及和更好发展，不仅需要新型高性能混凝土的研发和生产，也有赖于

通过规范化、精细化的施工、严格的质量验收评价标准，提升清水混凝土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在

清水混凝土建筑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做好明确而严格的把控，减少清水混凝土建筑凭经验施工的

盲目性，鼓励以实验量化的手段对竣工工程进行现场勘验和验收，保证清水混凝土在建筑全生命周

期内更好地发挥性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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