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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工建筑工程具有施工难度大以及施工环境复杂的特点,这就需要施工部门强化建筑的防渗
透性,落实更加合理的施工方案,发挥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优势,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整个工程项目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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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aulic engineer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icult construction and complex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which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to strengthen the anti-permeability of the building,
implement a mor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urtain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whole project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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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岩基技术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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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帷幕灌浆孔顺序
第二,串浆问题。操作人员在操作中
要在不同孔洞中进行灌浆泵的设置,并
且将灌浆塞直接安装在串浆孔的漏浆上
方位置,提升封堵的密实效果。

3 结语
总而言之,在水工建筑工程项目中帷
幕灌浆施工技术,要秉持精细化施工原则
落实对应的施工方案,提升施工整体水平,
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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