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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水利施工技术的应用以及灌浆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
的提高水利工程的质量。灌浆施工技术的应用首先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按照正确的施工步骤进行灌
浆施工,从而才能够确保水利施工技术的应用取得一定的成效。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水利施工技术及
灌浆施工应用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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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grouting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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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certain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e preparatory work well and carry out the grouting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rrect construction steps.Based on this,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grouting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strategy are mainly analyzed in this paper,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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