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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涉及诸多施工技术,其中最为关键的技术之一便是灌浆施工技术,通过灌浆
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起到加固作用,增加水利水电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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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应用就容易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引发各类隐患,制约水利水电工程对于城市发展和社会经济的
实际帮助,因此,施工单位需要合理应用灌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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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volves many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mong which one of the most key technologies is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grouting technology can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make th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successfully pass the final acceptance which has
very strict standard.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t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many relevant matters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Otherwise, the
application of grouting technology is easy to cause various hidden dangers in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which restricts the practical help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o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unit needs to reasonably apply
grout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grouting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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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全面性。在施工完成后的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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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灌浆操作过程,可以建立监督小组

一步促使施工技术得到改良和优化,强

应该严格地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在通常

进行管理,在施工现场细致观察灌浆施

化质量管理工作,提高工程项目的质量

情况下,应该按照钻孔的直径,严格地控

工过程。针对灌浆施工中浆液原料选择、

和效果,保障整体工程项目的安全性和

制灌浆浆体的颗粒,确保灌浆浆体配比

材料配比、灌浆凝固等施工流程予以严

可靠性。

过后的流动性能。在观察灌浆浆体的流

格把控,从而保证顺利开展后续灌浆施

动性能时要以灌浆浆体能够顺利地灌入

工,对水利水电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予

到深层岩层缝隙之间为标准。在开始灌

以有效保障。

量问题。

浆工程之前,必须要对现场的水泥质量

4.3加强外部质量管理和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王鹏.水利水电工程大坝施工中
灌 浆 技 术 的 应 用 分 析 [J]. 工 程 技 术 研
究,2020,(18).92-93.

进行严格的检测,还要注意保灌浆浆体

在外部质量管理、相关监督体系中,

[2]黄杰锋.现代化水利水电工程建

制作材料的配比是否符合相关标准。通

所表现出问题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灌

筑施工技术难点及对策[J].工程技术研

过科学的计算,及灌浆设计试验,确定灌

浆施工人员缺乏较高的职业技能水平和

究,2020,(15).111-112.

浆浆体材料的配合比,然后将灌浆材料

职业素养,其次就是缺乏专业的施工机

[3]李刚.水利水电工程灌浆施工技

进行均匀地搅拌,确保灌浆浆体的流动

械设备。因此,在正式实施灌浆施工前,

术 与 质 量 控 制 措 施 [J]. 黑 龙 江 水

性以及后续的结构稳定性能够满足标准

需要首先细致检查施工所需设备,保证

利,2017,(3).80-81.

要求之后,才能够进行灌浆施工。

机械设备可以在施工过程中顺利稳定运

[4]樊 忠 其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灌 浆 施

4 水利水电工程灌浆施工的质
量管理策略

行,同时还要及时更换和维修老化的机

工 技 术 与 质 量 控 制 [J]. 住 宅 与 房 地

械设备。之后,还需要保证参与灌浆施工

产,2017,(18).290.

4.1加强浆液材料的控制

的工作人员具备足够的职业素质和专业

[5]宣 文 晓 .基 于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灌

水泥浆液材料包含粉煤灰水泥、外

技术能力。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单位中,

浆 施 工 技 术 研 究 [J]. 商 品 与 质

加剂、水等各种材料,材料的多样性使得

需要定期组织灌浆施工人员参与培训,

量.2020,(53).315.

在开展灌浆作业时,必须要对浆液材料

也可以到其他建设企业进行学习,对一

[6]葛宁燕.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高

进行质量和性能检验。在质量检测时,

些先进灌浆施工技术和施工经验进行学

压喷射灌浆技术[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

将浆体制作为立方体试件,等质量验收

习和掌握。建设单位需要同时加强外部

计,2018,(14).3712.

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