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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中混凝土裂缝的成因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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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混凝土在建筑施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如果在建筑工程的施
工中不能很好地控制混凝土的质量的话,那么就会对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良好的建筑施工质量不仅能够提高建筑的整体质量,还能够保证建筑物的没关系安,要想让混凝土的
质量达到最高的标准,就要在施工中对混凝土的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环境对混
凝土的质量造成的影响,从而保证混凝土在施工中不出现裂缝的情况,如果在施工中出现了裂缝的
情况,也要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本文就混凝土裂缝治理的危害以及建筑工程施工中
混凝土裂缝的成因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并且针对这些成因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供相关部门参
考和借鉴。
[关键词] 建筑工程；混凝土；裂缝；成因；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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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and treatment of concrete cracks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ongwei Yang
Qiqihar Housing Management Center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status of concrete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f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can't be well controlled in the
construction, it will have a very 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Good construction
qualit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ensure that the building is safe. If the
quality of the concrete is to reach the highest standard, the quality of the concrete must be strictly enforc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cracks in the concrete during construction. If cracks occur during construction,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control them in time. This article make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hazards
of concrete crack management and the causes of concrete cracks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treatment measures for these causes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crete; cracks; cause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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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汽轮机安装振动原因与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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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轮机组的安装较为复杂,且是一项整体工作量较大的工程,对安装技术要求比较高。在实际安
装过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的汽轮机出现振动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汽轮机组的振动过频,或者长
期处于非正常振动状态下,会大大缩短汽轮机组的使用寿命,极大增加热电厂的经济成本,也不利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对汽轮机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振动的几种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相关措施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汽轮机的安装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汽轮机安装；振动；原因；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TU-88 文献标识码：A

A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Causes of Vibration in Steam Turbine Installation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He Fu
Heilongjiang New Industry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Abstract] The installation of steam turbine units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it is a project with a large overall
workload, which requires relatively high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ctual installation process, the vib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 is also very common. If the vib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unit is
over-frequency, or is under abnormal vibration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greatly shorten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steam turbine unit, greatly increase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thermal power plant, 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vib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its own views on related measures,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ole in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Key words] steam turbine installation; vibration; cause; preven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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