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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浆技术在建筑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和施工工艺 

黄璐燕 

浙江省基础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高层的建筑越来越多，土木工程已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对于施工材料和
建筑结构的影响，土木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也慢慢成为大众所关注的焦点。在土木工程中，注浆技术作为常用的施工工序之一，不但能提高建筑工程的质
量，同时也能有力地保证施工的安全性。分析注浆工艺的方法，总结如何使用好注浆施工工艺，保证好建筑土木工程的质量。 

关键词：土木工程；注浆技术；技术应用；施工工艺 
 
众所周知，随着我国城市中土木工程的不断增加，其一些高层建筑中

往往容易出现墙体裂缝问题，不仅影响了美观，而且严重影响了建筑整体
的稳定性，如果更严重的话还会引发重大安全事故，给百姓的生活造成安
全隐患。针对这一问题，建筑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
应的注浆技术来改善这一问题，从而保护建筑整体的质量和百姓的安全。 

一、注浆技术相关概述 
（一）注浆技术概念及分类 
注浆技术是通过压送装置把浆液输送到土层或裂缝里，依靠浆液流动、

凝聚、固化的性质来使得岩层更加坚固，填补土木结构缝隙的一种技术。
在建筑行业中，注浆技术被运用得十分普遍，它不仅在房屋建筑土木工程
施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在大坝、隧道等重大施工中有重要的地
位。随着注浆技术的不断深入使用，经过很多的创新工作，使注浆技术有
着很多的不同种类，但是在核心的技术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分类中主要有
着如下的种方法：（1）把注浆技术分为双注浆和单注浆，对这两种技术的
分类来看，没有很多的区别，在分类中主要采用的是施工工艺的不同对种
类型区分。（2）根据注浆使用的材料进行的区分，因为使用的材料不同，
种类也就有着不同，可以分为化学注浆、黏土注浆、水泥注浆等。（3）也
可以使用注浆的动力方法进行种类的区分，使用动力的不相同种类也就不
相同，可以区分为高压喷射和降压这两种。 

（二）注浆技术优势 
注浆技术在建筑行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由于它有很多不可替代的

优势。不同于其他的复杂的技术，注浆技术运用起来十分简单，它能根据
施工场景来灵活地改变施工材料和设施，适用性很强，并且注浆技术能有
效地填补缝隙，对岩层进行强化，起到的作用能维持很久，有效地防止渗
漏问题再次发生。在运用注浆技术时，不必担心建筑物结构会受损害，因
为注浆技术主要是运用液压和固体材料来黏连缝隙，黏结性强。此外，注
浆技术运用时产生废材少，施工噪声小，是绿色环保的施工技术。 

二、注浆工艺分析 
工程建筑中使用注浆施工工艺，就需要对施工工艺的了解，才能够保

证施工的质量，以此来提高工程建筑的质量。在本文分析的注浆技术特点
中主要是对静压注浆法、高压喷射法和复合注浆法进行分析，以此来保证
施工的质量。 

（一）静压施工工艺 
静压施工工艺中指的是采用气压或者是液压的方法进行施工，使用管

道的运输原理，把浆液通过管道运输到需要的地方，进行灌浆施工，保证
好整个工程的正常进行，使施工达到预想的目的。采用静压施工的目的就
是为了使浆液注入到每层的施工位置，使用静压施工能够更好的完成目标。 

（二）高压喷射注浆工艺 
高压喷射工艺采用的是化学注浆法为基础的一种施工工艺，这种方法

的使用主要是根据高压水射切割技术延伸而形成。实际需要施工的时候，
就先要对机械设备的安装，根据施工的要求，开展施工，这样的施工方法，
使用强大的压力，促使土层和浆液联合在一起，这样浆液和土层就能够形
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实现对工程基础的整体作业。 

（三）复合注浆工艺 
前面两种施工方法中的缺点是在施工中对细节施工有着不到的地方，

复合施工的优点就是对细节的处理，也就是说，复合注浆工艺是根据静压
施工的缺陷而研究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配合静压施工而诞生。因此这样
的施工主要配合静压施工使用，以及在一些隐蔽工程中使用。 

三、土木工程中注浆技术的具体应用方法 
注浆技术主要使用在建筑的房屋建设中，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建筑工程的质量也在提高。在建筑工程中，房屋
工程 受人们关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们居住的问题，因此需要把握好
工程的质量。使用注浆工艺在房屋建筑的使用，能够有效的控制质量，是
一种优选的施工工艺。 

（一）地下室注浆施工 

地下室是结构裂缝的常见问题部位，如果地基处理不好的话会导致地
下室渗水。施工人员在地下室注浆施工过程中，首先要找到裂缝的具体位
置，进行钻孔并对钻孔进行清洁避免残渣影响浆液的质量，然后在进行高
压注浆和二次补灌，紧接着对漏点进行填补，完毕后对注浆嘴和施工现场
进行清理。整个过程中，施工人员不仅需要遵守相关的施工程序，而且还
要深入了解每个程序的具体步骤。比如钻孔时施工人员要了解钻孔的深度
以此确保钻孔能够符合混凝土板的厚度。相对于无机浆料的注浆，还需要
采用骑缝钻孔的方法，钻孔的角度为 45°，注意在切割裂缝的过程中避免
混凝土垂直，钻孔深度应该控制在 200mm 以上，孔距为 100mm-300mm。
此外建筑人员可以合理的使用高压水枪或压缩空气对孔洞进行灰尘的清
洁，然后再开始注浆，此外施工人员可以将浆液注入灌浆机储料桶，以此
来控制注浆压力，保证浆液能随着裂缝的方向流出，完成一个完整的注浆
施工过程。 

（二）墙体注浆施工 
建筑工程施工的不规范容易导致墙体的裂缝，墙体裂缝多为施工缝。

如果建筑工程墙体出现渗漏等一系列情况，应在墙体结构和楼板之间进行
钻孔和管道预埋作业，然后在孔内注入浆液，选择的注浆材料粘结能力必
须要高，这样才能对墙体的粘结能力进行 大限度增加，从而达到避免墙
体裂缝等问题的出现。在施工过程中注浆材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由于施
工人员选用的浆液混合物的质量必须符合施工的要求，在施工完毕后，应
及时对注浆口进行封闭，以便对浆液的干缩程度进行有效的控制并防止渗
漏。 

（三）厨房、卫生间的注浆施工 
土木建筑工程的厨房、卫生间是日常生活中用水比较集中的部位，很

易容产生裂缝和渗漏的现象，影响着建筑的正常使用。门窗位置也容易产
生渗漏、裂缝等情况。为了保证墙体施工质量，必须在门窗周围进行钻孔
施工，应重点在门窗框底进行注浆。而渗漏和裂缝一般都是防水没有做好
的表现，厨房和卫生间用水的过程中水会沿着砖缝渗透到墙面，造成墙面
的潮湿。施工人员可以根据环氧注浆来切断渗水通道，以此避免水沿着裂
缝进行扩散。在施工中要在砖缝上开一小槽，孔距一般在 20-30cm，使用
环氧砂浆进行嵌槽施工，在槽内埋管并进行重复注浆。此方法具有简单有
效的优势，可以在瓷片连接位上钻孔和注浆，使用和原有水泥相同颜色的
水泥进行修饰，并省略重新批荡和防水胶涂抹等后续工序，大大的缩短了
工期和项目资金，并提高了注浆的施工效果。 

（四）在土木结构部位的应用 
注浆技术在土木工程多分布分项工程中都有用到，例如，基础的施工，

我们可以利用注浆技术进行混凝土的注入，保证所有工程的质量，更好的
控制工程的质量，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加大对一些细节的控制，提高基础
的强度。有的地区在实际施工的时候，需要加大对缝隙的处理，更好的保
证整个基础的质量。 

综上所述，在建筑物中使用注浆的方法，能够有效的保证施工的质量。
而且这样的施工工艺，有着使用的简单性和灵活性，是一种比较好掌握的
施工工艺。在施工工艺种类分析中，其实种类很多，但是都是大同小异，
本文主要选择的是比较的有着特点的种类来进行分析。静压法施工中采用
的是气压和液压的方法施工；高压喷射法使用的是大型机械设备来完成，
要注意对机械设备的控制；复合注浆方主要的特点是对隐蔽工程的施工，
它在这方面有着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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