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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经济建设速度不断提升,由此也使得建筑企业在发展中得到了
优化,水利水电工程是基础性的工程,在社会稳定的维持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建设质量以
及技术等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之下,水利水电工程在构建过程中存在诸多隐患,其自身所拥有的正常运
行受到严重制约,并且使人们所具有的日常生活产生诸多不便。基于上述角度,文章以混凝土的研究对象,
对水利水电工作在构建过程中如何对混凝土的质量控制工作进行有效的细化进行详细的分析,希望能
够使我国水电基建工程在构建过程中所具有的现实质量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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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Key Points of Concrete Det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Yaoqiang Chen
Guangdong Jianke Yuansheng Engineering Testing Co., Ltd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speed keeps
improving, which optimizes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is a
basic project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many hidden danger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ts normal
operation is seriously restricted and cause many inconvenience to people's daily life. Based on the above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quality control of concrete, hoping to greatly improve the practical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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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水利水电的工程建设过程

1 对水利水电工程混凝土检测
所应用的方法进行分析

当中,混凝土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属于极

1.1对强度进行检测

为重要且优质的建筑材料,并且混凝体

在建筑功能更具多样化的背景之下,

回弹值以碳化模式进行修正,该方法是
当前混凝土强度检测中最为高速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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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廉价性的方法 。

1.2对抗压强检测工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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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较高的相似性,是混凝土检测中极为

材料配比以及原材料的性质,与浇筑技

行综合性的优化,通过对混凝土进行抗

重要的部分之一。目前,较为常见的混凝

术等诸多因素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拉弹性以及抗折强度等诸多检测,使强

土抗压强检测方式在构建中,主要含有

由此对混凝土检测进行综合性的控制

度及弹性能够满足具体的实际施工需求,

设定法、超声法等,在不同技法的应用过

是极为重要的工作。通过相应的检测能

混凝土强度检测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其

程当中,超声法主要是指对声波在混凝

够对混凝土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予以及

自身所具有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土中所具有的传播速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时的发现,并且进行有效的处理,由此

会对超声法、回弹法以及钻芯发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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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建筑施工的具体要求,使水利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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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展示出形状,来对混凝土抗压能力

工程自身所具有的总体质量得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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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综合测试。举例说明,当检测中具有

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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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波相对较长,则可表示其自身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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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对较低,并且表示其抗压性能相对

2.1对原料进行控制

2.2对混凝土浇筑技术进行控制

较差,超声法的使用过程中,能够进一步

水利水电工程在开展过程中,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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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方法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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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立方米水泥所具有的含量而言,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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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程的构建过程当中,所使用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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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能够达到相应的标准之后,并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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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水利水

并且应用半电池电位法进行综合性的检

土结构的构建过程当中,骨料会对结构

电所拥有的混凝土检测实验内容具有的

测,将具体的铜线连接至整体混凝土的

予以支撑,而骨料在构建过程当中,可以

较为繁多的现实特点,包括诸多现实内

钢筋之中,并且连接相应的腐蚀检查仪,

将其具体的细分为粗骨料以及细骨料。其

容,由此,研究人员需要进一步的对水利

通过电压在不同介质所存在的现实变化,

中,粗骨料构建过程当中,主要会包含碎

水电工程中混凝土检测及质量控制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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