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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组织现场施工过程中,灌浆施工得到极大关注,加强灌浆施工质量有利于提高项
目使用安全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综合效用。但是现场建设施工期间,为了保证灌浆施工整体质量,务必
从施工技术着手,挑选与水利水电工程实际情况相符的灌浆施工技术,做好质量管控工作。现阶段对于灌
浆技术的选择、应用,工作人员应该从本质上有正确认识,保证灌浆施工技术在水利水电施工中发挥出优
势,提升水利水电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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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on-sit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grea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grouting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of grouting construc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project use and maximizing the comprehensive utility. However, during the on-site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verall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elect the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do a good job of quality control. At this stage, the staff shoul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routing technology in essence, so as to ensure that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play its advantag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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