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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同时水利工程建设也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属于民生工程范围,因此水利工程在社会的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当今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水
利工程,既能符合标准,又能节约国家的投入,这都需要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为之努力。水利工程中重要
的环节就是水利隧道施工,在其施工的过程中,灌浆施工技术就是经常用到的一项技术。不同于其他建设
工程使用的灌浆技术,水利隧道采用的灌浆技术更加需要把控好质量关,因此,水利隧道工程灌浆施工及
其质量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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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grouting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tunnels
Lin Ji
Sichuan Zih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For the social econom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self-evident. At the
same tim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lso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s. All production
and living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are inseparable from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ow ca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oth to meet the standards, but also to save construction costs,which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relevant
staff.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tunnel project construction, one of the technologies usually used is
grouting technology, but the grouting technology of tunnel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tunnel grouting construction. of.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routing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tu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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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是我国开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这项工

特点,并且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以发挥其自身最大的作

程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水利工程建

用,有效的提升水利隧道灌浆的施工质量。无论什么建设工程,

设的过程中,怎样科学合理的对整个水利工程进行规划和安排

控制浩施工时的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它能有效保证后期所有

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灌浆技术在当今的水利工程建设

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水利隧道工程灌浆的施工过程也受到大

中应用十分广泛,而隧道的灌浆施工又有其特殊性,所以我们必

家的广泛关注。因此相关施工人员在进行隧道灌浆时,一定要对

须要做好质量控制工作。

当时的施工现场环境和相关规定标准了如指掌,并根据实际情

1 水利隧道灌浆施工控制概述

况建立灌浆施工计划。水利工程灌浆施工控制主要是由该系统

水利隧道工程施工中,采用灌浆技术是有重要作用的。在对

进行科学化的操作,才可以更好的提升其工作效率,进而使其在

水利隧道进行灌浆时,所包括的结构较多,因此对隧道灌浆进行

后期工作开展的时候能够更加严格的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进行,

施工控制这个环节十分有必要,做好控制工作就能保证水利隧

最大程度上提升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

道灌浆的施工质量。所以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对灌浆施工控制工

2 灌浆施工技术的主要施工方法分析

作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探究,这样就能满足相关工作的开展,并更

2.1全孔一次灌浆技术

快提升工作质量。水利隧道工程的灌浆过程具有操作专业性的

全孔一次灌浆技术是隧道灌浆工程施工时经常采用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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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浆技术,也是更便捷、最基本的一种灌浆方式。施工人员在对

骤就是对隧道工程进行验收操作,只有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标准

水利隧道灌浆时,一般会找到灌浆的位置点,并在此点上打一个

之后,方可对孔位进行迁移。

经过确认且深度合适的钻孔,当钻孔打好后,施工人员便可将灌

3.2下入喷射杆

浆材料倒入到此孔中去。灌浆作业时,应以钻孔开口位置为灌浆

对泥浆壁钻孔时,可直接控制喷管进入下部孔至孔底。在实

起点,一次向钻孔内灌注泥浆。当今全孔一次灌浆技术的没有被

际施工过程中,通常将钻孔管体划分为不同的工况：一是在闸门

广泛应用,且未取得良好的施工效果。同时,该技术需要对岩层

关闭前将高密度塑料泥浆注入套管外立面,然后在浇注后迅速

进行钻孔,因此对岩层的施工具有较高的条件。

处理套管板,以确保灌浆面和孔的孔口始终水平。这种状态应持

2.2自上而下进行的分段灌浆技术

续到整个套管被拔出,然后在孔上进行喷射灌浆；二是使用材料

水利隧道建设施工时,如果要使用自上而下的分段灌浆技

性能好的PVC管,并将其放入套管中,以确保PVC管到达套管底

术,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好打孔位置,通常两孔之间在3米至5米的

部。这种操作方法可以很好地保护管壁的结构。操作完成后,

距离。接下来就是根据自上而下的顺序,先往最上面的钻孔里面

必须完全拉出管道,然后必须正确放置顶杆。

灌入施工材料,当最上面钻孔里的灌浆全部凝固结实以后方可

3.3高喷施工

再次对下方的钻孔进行灌浆施工。普遍适用是该灌浆技术的优

根据不同的施工方法,高压喷射灌浆法的技术参数不同。一

点,虽然水利灌浆对于不同地质条件的地区的要求不同,但是自

般来说,灌浆压力的变化也会使提升的速度发生改变。对于不同

上而下进行的分段灌浆技术却普遍适用于大部分的地区。因此

的地质条件,如果采用相同的施工方法,施工过程中压力变化不

随着工程建设的不断实践,可以发现该技术对提高水利隧道的

大,但提升速度变化较大,这也是影响高压喷射质量的主要因

灌浆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素。提高高喷射速度时,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在砂层中提升

2.3自下而上的分段灌浆技术

速度可以更快。对于砂砾石层,提升速度应尽可能慢。对于大直

在分段灌浆施工的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施工

径块石区域,提升速度应较慢。其次,对于不同顺序的孔的提升

顺序,它在施工的过程中可以很好的实现逐段的钻孔施工,同时

速度,顶部孔应较慢,下部孔可较快。此外,在高压喷射混凝土施

其也有非常好的可操作性,施工中的工作量也不是很大,所以在

工过程中,当返浆量减少时,应减缓提升速度。最后,应注意灌浆

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受到施工的方法和施工实践的约束和限制,

量,并应严格控制灌浆量。在配制浆液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控制

但是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其施工的时间会受到施工方法的影

水泥用量,还要科学控制水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灌浆浓度,并

响,此外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使用在岩层质量相对比较好的区域。

有效控制灌浆量。

另外,在施工的过程中还要对不同的分段进行严格的压水试验,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保证各个段灌浆的质量和水平。

3.4隧道灌浆施工中墙体位置确定
隧道灌浆施工时,应按设计清理施工场地,确保场地各部位

2.4关于回填灌浆方法

通畅。对于施工现场的一些特殊区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在

浇筑混凝土时,内部有一个孔,因此在该部分的底部就是如

施工前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墙壁位置应在现场的平坦中心线

何回填灌浆施工方式。该方法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同时加载水泥、

上测量,并定位在平坦地面上。

砂浆。关于对设计的影响,该重点可以有效地结合两个设计约束,

4 水利工程隧道灌浆施工质量控制的策略

以改善其负载并具有出色的输出效果。在制造过程中,需要记住

4.1灌浆方式的科学化选择

的是：(1)路堤破坏方法应尽快旋转,以使混凝土可以安装约1-3

水利隧道工程施工时,可以采用的灌浆方法很多,并且每种

毫米,施工前的电阻为70％。(2)如果反射溶液正常,则分为两个

灌浆方式在实际操作中所需的客观条件也大不相同,因此在实

阶段。如果本节中的距离较大,则应采取解决方案。(3)这种类

际施工过程中,相关的施工人员必须根据当时的状况去采用合

型的注入方法必须根据实际土壤条件确定具体的设计方法,成

适高效的隧道灌浆技术。不仅如此,施工人员要明确了解当时采

功的原则是低高度。(4)在完成隧道顶部之后,关闭阀门,关闭机

用的灌浆技术的操作标准,这样就能确保工作人员在进行灌浆

器,然后停止操作。(5)最后,完成后,有必要清理孔并用水泥或

施工的过程中严格参照标准执行,可以保证工作效率有效的提

混凝土排干排水管。

升。例如在水利隧道工程采用压力直接灌溉的纯压式灌浆法时,

3 高压喷浆施工工艺

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时,该方式出现故障的几率稍大,其故障主

3.1钻孔

要影响因素就是因为灌浆浓度过大。但凡在灌浆时发生堵塞,

保证各项工作的施工质量,是应用高压喷浆施工技术的首

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所以施工人员在进行隧道灌浆时,

要条件,做好前期工作就能有效确保井内砂浆能够正常作业并

科学的选择及应用合适的灌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有效保

返回井外,一直流到最后的钻孔结束。必须注意的是,一旦钻孔

证工作效率。

的深度已经达到了事先设计的位置的时候,必须科学地取出里

4.2灌浆顺序的科学管理

面的岩芯,取芯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仔细的检查,在符合标准之后

如若想有效保证水利工程隧道灌浆施工的工作效率,施工

才能够进行最后的孔洞的钻进。施工完成后必不可少的一个步

人员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当地施工环境,科学的实施灌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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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科学的实施灌浆顺序可以尽可能满足当前施工的进程情

要任务,在外部质量得到保证时,内部质量控制监督体系被视为

况,最大程度上提高施工效率。在进行实际操作时,无论是一次

重要内容是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后续施工作业稳步发展。从内到

性灌浆技术,还是分段式灌浆技术,落实实际操作的标准不尽相

外,加强对水利工程灌浆施工作业流程检查,有序推行各项施工

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的要求就更高。因为在实际操作过

作业环节,满足工程标准之后来组织开工,否则就会影响到施

程中要科学的使用合适的灌浆技术,并严密依据合理科学的顺

工。成立责任监督的小组,小组成员随时对现有施工员工工程场

序进行灌浆施工,使其工作效率最大化。满足当前发展对水利工

地做好全方位的考察,在工程建设前期,对施工进行科学勘查,

程隧道灌浆施工质量控制的要求,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水利工

仔细分析数据信息、规范设计图纸。在施工操作中,要不断对现

程的进步和发展,为人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提供相关保障。部分

有施工状况做好梳理,作出全方位解读,及时调整施工方案,配

工作要根据实际情况科学选择,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满足

备监察人员及监控设备,对设备做好定期测试。对出现问题要及

相关需求,进一步推动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

时更新维护,以保证设备运行更加精准,还要加强质量监督人员

4.3灌浆压力的合理选择

培训,转变人员传统观念,提高人员监控水平意识,使施工的质

水利隧道灌浆对相关压力的要求相对较大,要求工作人员

量检测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相关方案,并根据不同的灌浆方法选择

5 结语

合适的压力支架,以便更好地满足灌浆工作的要求。因此,在实

众所周知,影响水利隧道灌浆施工工作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际工作中,要求员工具有高要求的专业技能。选择灌浆压力时,

灌浆方法,同时灌浆的质量控制也能够保证整个水利工程的施

可通过相应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要求工作人员明确掌握相应

工质量。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推进和大力发展,同时也推动了

的计算方法,严格按照标准化的技术要求进行操作,使其满足相

水利隧道灌浆技术的进步。在水利隧道工程进行施工时,工作人

应的要求,满足水利工程灌浆施工的要求。

员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使用更加合适的灌浆方法,以此保

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我们只

证灌浆施工的质量,并推进整个水利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需根据实际情况科学优化自身工作,使其更充分地满足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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