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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大体积混凝土的应用与施工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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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大体积混凝土被广泛应用到水利水电工程中,对提高水利水
电工程的施工技术水平起到了较好的积极作用,能够提高工程质量,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的长久使用。目前
大体积混凝土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工程施工
的效率及质量受到影响。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水利水电工程中大体积混凝土的应用与施工技术进行研
究,期望能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一些有效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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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ss concret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evel and project quality and promoting long-term use. However, there is in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ss concrete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various problems often occur, which
affect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mass concrete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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