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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涉及诸多施工技术与内容,其中最为关键的技术之一便是灌浆施工技术,通过灌
浆技术可以为水利工程的质量起到加固作用,从而确保水利施工能够顺利通过最终验收的严格标准。但
由于灌浆技术与其他施工技术存有较大差异,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很多相关事项,否则灌浆技术就容
易在水利施工阶段引发各类隐患,制约水利工程对于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实际帮助,因此,施工单位需
要提前做好灌浆技术的应用准备。基于此,本文就水利工程中灌浆技术的应用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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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volves many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nd content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technologies is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rough grouting technology, it can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 as to ensure the hydraulic construction can get through the strict standards of the final acceptance.
However, due to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grout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many related
matters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actual application. Otherwise, grouting technology will easily cause various hidden
dangers in the hydraulic construction stage, and limits the practical help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unit needs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grouting technology
in advanc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grouting technology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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