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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水利水电工程

水电于国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能源 王亦楠(１)

浅谈高原藏区水电工程合同管理的难点及对策 祁　立(５)

金沙江上游川藏段梯级水电开发征地移民工作研究

林朝阳(７)

正确发挥监理单位在大型水电工程中的监管作用探析

关　兵　陈玉奇(１０)

水电工程质量责任制度与施工质量保证体系监理工作探讨

陈玉奇　马军林(１４)

叶巴滩水电站施工总布置的调整与优化 范雄安(１８)

叶巴滩水电站“绿色金上”环保精品工程创建要点

常安代(２２)

叶巴滩水电站混凝土可替代掺和料研究综述 周益舒(２５)

叶巴滩水电站左岸高线混凝土系统设计

潘　勇　袁　木(２９)

浅谈Civil３D与InfraWorks３６０软件在叶巴滩水电站施工总

布置三维设计中的应用 袁　木　吴　莹　潘　勇(３４)

叶巴滩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浇筑施工仿真研究

李　鹏　杜长劼　李心睿　蒋林魁(３８)

叶巴滩水电站枢纽区自然边坡危险源的基本发育特征

刘云鹏　许明轩(４３)

叶巴滩水电站俄德西沟泥石流防护工程设计

周顺文　相昆山　张永清　杨玉川(４８)

叶巴滩水电站上游围堰稳定与渗流分析

杨玉川　周顺文　张永清　孔　科　王小波(５２)

叶巴滩水电站围堰堰型方案比选研究

张永清　周顺文　相昆山　杨玉川　孔　科(５５)

叶巴滩水电站２０１７年冬季施工保温要求与措施 范雄安(５９)

特长隧洞台车钻爆开挖工序管理综述 马军林　陈玉奇(６３)

浅谈高拱坝导流底孔下闸及封堵施工 赵胜利(６８)

膜袋混凝土在松散堆积体江岸防护工程中的应用

杨　勋　彭育新　康路明(７２)

改革开放４０年四川水电巡礼

二滩,世界水电史上的丰碑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二滩水电站发电２０周年

邱　云(７５)

特别报道

灾害面前　人民利益至上

　　———成都院两次战斗在白格滑坡灾害抢险最前沿

邱　云　李　爽　周顺文　李崇标(７８)

科技创领新发展

———大渡河公司科技工作年末盘点 陈舒睿(８１)

“镜面”写真

———白鹤滩泄洪洞工程２０１８年交出高质量成绩单

杜健伟(８３)

关于金沙江上游川藏段水电送河北南网消纳研究

汪　良(８５)

浅谈跨越大断面近距离洞室开挖技术 余俊良(８８)

抽水蓄能机组导轴承甩油迷宫环密封特性探讨

楼 勇 张书友 曾 辉 万晶宇 冯 波 李冬冬 王青华(９２)

四川省中型水电站征地移民竣工验收实践探讨 徐　斌(９６)

营改增后施工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建议

冉　念(９９)

沙坪水电站水轮机主轴密封漏水及顶盖排水管破裂分析及

解决方案 陈良平(１０２)

固滴水电站引水隧洞Ⅳ类围岩衬砌配筋设计优化

杨　乐(１０５)

缓倾错动带对白鹤滩水电站右岸出线场边坡稳定的影响分析

邵　兵　方　丹　万祥兵(１１０)

某水电站发电机转子绝缘降低原因分析与处理

瞿大林　肖启露　李侯小　刘　鹏(１１６)

浅析现代水电厂的生产管理 程儒松　陈　敏(１２１)

水电站运行值班工作存在的细节问题与解决策略

刘　强　杨自聪　肖启露　刘　鹏　瞿大林(１２５)

西藏多布水电站电量消纳及电价分析研究

李程丹增尼玛(１２８)

锦屏一级水电站进水口闸门控制系统优化探讨 李士哲(１３４)

长距离隧洞内压力钢管安装与回填混凝土施工中若干问题

的解决方法 胡　凡　周　敏(１３７)

２０１９年第增刊１期
水利水电及铁路建设工程

针对油气田区地铁长大隧道采取的瓦斯管控措施

胡慧慧　高　峰(１)

针对油气田瓦斯隧道瓦斯异常涌出段采取的处理措施

张文选　刘　毅(４)

龙泉山隧道施工质量的管理 徐　进　孙慕楠　周　健(７)

矿山法隧道交叉口门型架整体转换施工技术

李　信　罗世刚(９)

浅谈超前钻探法在瓦斯隧道施工中的应用与意义

孙志强　刘　毅(１２)

浅谈瓦斯隧道施工中的日常安全管控 陈　涛　杨继恒(１６)

油气田区地铁隧道机械设备的防爆改装与应用

李江洪　周明浩(１９)

移动模架法现浇简支箱梁中的预应力施工技术应用

谢咸瑜　杨中委(２１)

高瓦斯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方法的应用 刘海涛　赵建波(２３)

地铁浅埋隧道初期支护变形侵限换拱施工技术

陈　涛　杨继恒(２６)

浅谈地铁高瓦斯隧道施工中的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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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爱斌　张慧敏(２８)

软弱围岩中大角度反坡隧道排水施工技术

刘海涛　李　信(３２)

隧道渗水处理采用的施工技术 柴应诏　李睿鑫(３５)

大管棚超前支护技术在龙泉山隧道下穿张万沟大桥施工中

的应用 赵建波　刘金欢(３７)

隧道水沟混凝土产生裂缝的原因分析与处理

徐　进　李洋昊(４０)

地铁隧道整体道床精调施工技术 周明浩　马雪银(４２)

二衬混凝土脱空缺陷处理技术 蔺怀州　黄莘然(４５)

浅析龙泉山隧道防水板施工技术 张秀敏　余定红(４８)

高瓦斯隧道短竖井“VCR”法开挖施工技术探讨

罗世刚　江　林(５０)

浅谈油气田区隧道区间贯通的安全管理工作

李江洪　何　宾(５２)

龙泉山隧道单压式明洞拱墙采用的混凝土衬砌施工技术

杨继恒　严　宽(５４)

浅谈BIM 技术在成都地铁１８号线龙泉山隧道施工中的应用

孙慕楠　董爱斌(５８)

针对地铁隧道涌水突泥采取的防控施工技术

张珍贵　张秀敏(６０)

升降式钻爆台车技术在龙泉山隧道施工中的应用

赵　刚　何　宾(６３)

浅谈地铁高瓦斯隧道信息化智慧平台建设

陈　涛　杨中委(６５)

浅析老挝南欧江四级水电站采用的施工导流方案

卫继鑫　王　婷(７１)

南俄３水电站施工阶段的导流规划

谢　力　戚明祖　白云猛(７４)

隧道软弱围岩变形控制研究 李　强　李根社(７７)

钢模台车在老挝南俄３水电站导流洞衬砌施工中的应用

白云猛　谢　力　邓作文(８１)

高压旋喷防渗墙在高水位落差情况下的施工探索

王志杰　刘猛昌　徐荣阳　李俊杰(８４)

老挝南椰Ⅱ水电站压力管道施工方法

邓　挺　李　柯(８７)

老挝南欧江四级水电站施工总布置综述

金昌辉　卫继鑫　王　婷(９０)

浅谈老挝南坎２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施工管理

白云猛　刘慧芳(９３)

岩溶地区采用的反井钻机施工技术 吴　灼　黄　炜(９６)

老挝南立１水电站溢流闸墩预应力锚块支撑体系施工

刘汉斌　黄　兴　魏兴存(９９)

老挝南湃水电站厂区枢纽布置优化设计

魏兴存　刘汉斌　屈江昆　何春雨(１０４)

浅谈高效减水剂和高性能减水剂在老挝南欧江三级

水电站中的应用 代正勇　肖玉成　吴恩军(１０９)

南公１水电站地下厂房岩壁吊车梁锚杆施工质量控制

田衍军(１１２)

老挝南湃水电站导流洞进口布置及下闸封堵优化

刘汉斌　魏兴存　钱　俊　高富文(１１５)

水介质换能爆破技术与分段装药相结合在南欧江三级水电站

采石场中的应用

卞因凯　程利明　吴恩军　代正勇(１２０)

地下厂房岩壁吊车梁层采用的施工质量控制方法

张必军(１２４)

浅析老挝南俄３水电站大坝填筑过程中的数字化控制

刘慧芳　戚明祖　涂　寒(１２８)

老挝工程项目物流管理探究 郁丽军(１３２)

浅谈自流平混凝土在厂房地坪施工中的应用

王志杰　刘东方　李俊杰　王　超(１３４)

多底模头罩支撑架造槽机在毗河工程渡槽施工中的应用

李　云　李有发　熊　煦(１３７)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水利水电工程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灌浆技术标准解析

陈秉政　邓树密　廖　聪(１)

露天矿山三维设计方法的应用与研究

陈国贵　李洪豪　龚山琳(４)

浅谈泛悦城桩基工程的质量管理

邓正楷　袁德华　王明霞　魏　波(６)

振弦式渗压计在岩溶地区水库大坝渗流监测中的应用

赵启强　谢　攀　曹小龙(９)

化学泥浆与黏土泥浆在松散地层防渗墙施工中联合应用的

技术研究 何国勤　赵启强　郑　印(１２)

毛尔盖水电站深大调压竖井水平固结灌浆施工技术探讨

高永民　侯丽君　罗　英(１４)

南欧江四级水电站闸墩预应力锚索施工技术

夏成元　郎继尧　胡绪峰(１７)

钻孔灌注桩的清孔方法及应用研究

高　强　王　勇　郎继尧(２０)

轨道罐车在特小断面长隧洞衬砌施工中的应用

杨君磊　杨思梅　王志鹏(２３)

钢结构施工工艺优化研究 龙　伟　魏　波　罗　林(２６)

针对面板堆石坝挤压边墙反向渗水采取的处理措施

曹小龙　谢　攀　何亚刚　马晓宁(２９)

控制性灌浆工艺在老挝南立１水电站围堰防渗中的应用

黄俊杰　胡　鸣　张卫东(３２)

高原高寒地区双护盾 TBM 隧洞施工项目管理探析

陈　维　袁艳斌(３５)

超重吨位、超大激振力压路机在路基填筑中的应用

李德军　姚　坤(３７)

黄金峡水利枢纽工程砂石加工系统采用的施工工艺

谢　晶(４１)

聚丙烯腈纤维混凝土在固滴水电站地下厂房岩锚梁混凝土

施工中的运用 魏勇军　王　强　蒋　怀(４５)

古瓦水电站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填筑施工的质量控制

冯鹏程　冉　念(４８)

降低大直径双护盾 TBM 在不良地质洞段卡机风险的对策研究

袁艳斌　陈　维(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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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花管灌注桩在高速公路路基抢险中的应用

杨　洪　柴培林(５４)

浅谈泡沫混凝土在高速公路路基修复中的应用

刘　涛　方正直　唐　诚(５７)

石灰改良过湿土在均质坝填筑中的应用

李德军　姚　坤(６０)

黄金峡水利枢纽左岸高边坡采用的预应力锚索施工技术

张建刚　唐小保　陈　贝(６４)

控制爆破技术在特殊洞段开挖施工中的应用 钟永兵(６７)

叶巴滩水电站大坝混凝土施工缆机布置方案

李　鹏　杜长劼　李心睿　蒋林魁(７１)

硬梁包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性分析

张恩宝　邓　瞻(７６)

浅谈向家坝水电站三期横向围堰施工的质量控制

周　敏(８１)

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开挖支护设计施工实践

焦　凯　李　俊　张晓辉(８３)

李家岩水库朱家岩－青峰岭段向东侧低邻谷的渗漏分析

杨绍平　杨钻云　李　叶(８８)

浅论同步电机可控硅整流装置的选型

杨卫斌　熊　杰　荀　国(９２)

浅谈数字大岗山的建设与实践 吴　楠(９７)

响水涧抽水蓄能电站转子支架模态与稳定性分析

强 杰 韩卫辉 姚 尧 邢红超 任 威 王考考(１００)

大岗山水电站库区郑家坪变形体应急处置

陈兴泽　赵连锐　廖　勇　曾　露(１０３)

水电运行与检修

水轮发电机轴电流的设备治理及效果分析

李　政　李　巍　卿启维(１０７)

善泥坡水电站１号机组上导油槽漏油原因分析及处理

雷桥军　丁　强　帅际超(１１０)

猴子岩水轮发电机组碳刷温度异常分析及处理

陈伟林　秦知了　钟　斌(１１３)

浅谈发电厂内制氢站电气防爆设计

蒋　航　孙　磊　刘　育(１１６)

基于原型工况测验的桐子林电站机组发电用水曲线率定

董新亮　何朝晖(１２０)

浅谈６００MW 水轮发电机组碳刷打火原因及处理方法

张　瑜　雷　浩(１２４)

灯泡贯流式机组转轮室裂纹原因分析与处理

柳　超　方仲超(１２６)

特别报道

锦屏山下的世纪丰碑

———成都院设计的锦屏一级水电站荣获“菲迪克”工程项目

杰出成就奖 邱　云　庞明亮(１３０)

白鹤滩百万千瓦机组精品转轮诞生记 杜健伟　朱　滢(１３２)

政策研究

国务院“６７９号令”有关建设征收土地实行同等补偿标准政策

浅析 熊　强(１３４)

企业管理

浅议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以星港国际广场为例 张　吉　余卓轩(１３６)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水利水电工程

阿尔塔什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施工新技术的应用与成果

刘勇军　张正勇　唐德胜　冯俊淮(１)

苏布雷水电站推力瓦温度偏高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郭真景(５)

阿尔塔什面板坝６００m 级高陡边坡防护施工技术研究

李乾刚　石永刚　孙晓晓(８)

地下洞室透平油罐体的安装方法 陈　林(１２)

倒流河水库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施工方案的优化

冉　蓉(１５)

阿尔塔什面板坝高边坡支护脚手架的设计与应用

余义保　梁拥安　石良波(２０)

阿尔塔什大坝工程特殊垫层料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

王真平　李振谦　王建帮(２４)

水电站厂房流道异形曲面模板的制作及应用

李永山　杨　彪(２８)

制动器严密性耐压试验辅助装置的研发 蒋佳驰(３０)

卵石夹漂石层灌注桩钻孔施工方法的优化

曹龙滨　鲁金贵　郑爱国(３３)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高边坡危岩体治理方案

许德顺　李亚军　栗浩洋(３７)

砂砾石原级配现场相对密度试验 王红刚(４１)

长管棚在隧洞大塌方处理中的应用 郭　鹏(４５)

５００m 级超深竖井开挖方案的比选与施工

唐　雄　代　强(４９)

施工企业科技创新管理系统的研发

吴高见　梁　涛　熊　亮(５２)

预裂爆破技术在苏布雷水电站特殊部位的应用 李　科(５５)

中东抽水蓄能 K项目尾调通气洞施工通风的分析与探讨

赵维刚(５８)

苏布雷水电站无功功率调节试验

吕　宁　高方圆　蔡松威(６３)

江苏溧阳抽水蓄能电站尾水闸门液压启闭机安装技术

陈　林(６７)

TBM 管片混凝土配合比及蒸汽养护工艺参数的确定

裴有立　孟怀秀　范春艳(７１)

粉煤灰在毗河供水工程槽身泵送混凝土中的应用

宗培军　兰旭东(７５)

老挝南湃面板堆石坝电磁沉降管弯管施工工艺

李江华　肖仕进(７８)

在水情测报系统中运用网格法求取面平均雨量

张茜钧　聂家兵(８１)

柬埔寨甘再水电站运行期安全监测项目的运维标准化实施与

效果 寇　峰(８４)

NamDik２水电站大坝坝型设计方案选择

岳　亮　黄开江(８７)

四川壤塘县茸郎沟泥石流发育特征及危险性

韩雨菲　胡卸文　韩　玫　熊冲冲　盛　豪(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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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WaterPower　１４７　　

缓坡超长斜井混凝土溜槽运输技术研究

孙金龙　杨汉铭　张永丰(９７)

鞍子河水电站隧洞混凝土腐蚀原因及处理措施

杨长青　肖向南(１００)

施工资源动态管控平台研究 王蔚楠　王万千(１０３)

水库地震监测台网干扰源及其波形特征分析

陈　辉　雷　学　戴　绘　胡兴尧(１０６)

岩石冻融试验的中美标准对比研究

王　旭　汤大明　夏骊娜(１１１)

古瓦水电站泄水建筑物设计

詹国强　杨　斌　贺开云　谢　桃(１１４)

古瓦水电站坝区顺层边坡稳定计算与支护设计

杨　斌　饶家林　梁　勇,周　涛　肖玉会(１１８)

水电站运行与检修

水电站调速器液压系统故障分析 张　勇(１２４)

小天都水电站气垫调压室闭气补强的方案研究

张　良　殷家庆　吴　俊　王福科(１２７)

施工用电

线路避雷器在苏洼龙水电站１１０kV高压输电线路中的应用

王本武　王伟夫(１３３)

水电移民

提升国际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质量与效率 邹　正(１３５)

企业管理

论水电企业安全生产的标准化管理 潘　宏(１３９)

安谷水电站工程建设期优选承包商的实践 高　杰(１４２)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水利水电工程

中老铁路万荣隧道桩基托梁跨越溶洞施工技术

李　强　李　刚(１)

超深竖井作为主隧洞施工通道运输方案的研究

林伟明　袁　赟　谢剑波　张　维(５)

缅甸莱比塘铜矿台阶采剥施工技术研究

刘平旭　陶体盛　徐　亮　许国栋(９)

西藏驱龙铜多金属矿项目冻土层爆破及剥离技术研究

翟翔超　陶体盛　李洪豪　龚山琳(１３)

毗河水利工程特小断面隧洞爆破施工技术研究

胡　欣　郝　超　唐仁兵　肖　毅(１６)

EBZ２６０悬臂式掘进机在软岩隧洞开挖中的应用

唐光雯　王　波　王小红(１９)

DREC双层加肋双色增强复合管在新都毗河水环境工程中的应

用研究 刘　飞　南金东　杨　弦(２３)

钢锚墩在古瓦水电站高边坡锚索施工中的应用

何国勤　王志鹏　郑　印(２８)

老挝南欧江二级水电站尾水流道模板的设计与研究

龙　波(３１)

HF混凝土在古瓦水电站导流洞施工中的应用

王　波　邵　芳　王　玲(３６)

不良地质条件下大型隧道安全施工措施研究

任　俊　李　闯　郑道明(４０)

超大型斜三支臂弧门制造的关键工艺 田文恒(４３)

磨万铁路岩溶地区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

高永民　侯丽君　杨小年(４６)

保温装饰一体板的施工及实际应用

邓正楷　王明霞　龙　伟　张少华(４９)

柬埔寨甘再PH３电站２２kV施工变压器接地故障分析及处理

技术 朱海华(５２)

一种用于垂直油缸检修活塞密封的方法 陆　建(５６)

老挝南坎２水电站砂石加工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尹　斌　李　阳(５９)

对法庭仲裁的国际工程工期索赔案例研究

李　阳　尹　斌(６３)

计算机监控系统在JATIGEDE大坝中的应用

王学明　蒲小勇(６８)

斐济南德瑞瓦图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设备物资进口清关管理

与研究 晋如勇　刘世强(７２)

水利工程超深竖井工作面涌水高压预注浆施工技术

林伟明　袁　赟　谢剑波　李晓琴(７６)

由原始地形面创建 DTM 表面模型过程中３D Mine矿业

软件的应用 刘　李　张利梅　邓棚文(８０)

钢管柱、贝雷梁与满堂脚手架支撑体系在拱式渡槽施工中的应用

林伟明　田燕龙 　邵鹏展　赵云龙(８４)

西藏知不拉铜多金属矿南采区边坡远程监测预警系统研究

翟翔超　陶体盛　眭龙胜(８８)

三种贝雷架支撑体系在毗河供水工程新生灌区渡槽槽身

施工中的应用 王　超　刘金平　朱志波　郭　辉(９２)

TR１００自卸车自燃原因分析及其防治措施

李福明　徐润邦　丰佳兵　刘明铭(９８)

悬臂式掘进机在小断面、长隧洞中的应用

王　超　杨运鹏　阿里木江　刘金平(１０１)

硅粉混凝土施工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李东强　成　奇　郭万里　孟凡朋(１０５)

灵关水电站压力管道斜井开挖施工技术

李东强　董雪梅　孟凡朋(１０８)

PRP系统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研究与应用

林佳顺　舒　红　孔　杰　刘　瑞(１１２)

基于３D MineGPS智能调度系统的采矿动态化管理

侯彦君　宋自平　翟翔超(１１８)

莱比塘露天铜矿采矿设备备件管理水平提升研究

石晋伟　宋自平(１２２)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弯箱梁侧向位移的产生原因分析与控制

杨运鹏　文　平　王国栋　王　抗(１２５)

市政道路土石方工程量测算方法研究

蒋保东　刘兴华　王　抗　王　俊(１２８)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船闸输水系统的布置与研究

廖劲松(１３２)

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船闸总体布置研究 刘大川(１３７)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水利水电工程

BIM 技术在铁路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刘显军　冉　鹏(１)

分布式模块化防碰撞系统在水电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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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SichuanWaterPower

何福江　刘昕鑫(４)

单点牵引式顶推技术在纵横格构式钢梁安装中的应用

夏维学　李云川(７)

桥梁承台深基坑开挖支护施工技术研究

梁学成　税宁波(１０)

桥梁大体积混凝土承台浇筑温度控制研究

刘　英　税宁波(１３)

高寒高海拔地区水电站冬季混凝土施工技术优化

林晓旭　赵　亚　谢　廷(１６)

自锚式悬索钢箱梁桥主梁施工方案比选

黄艳梅　夏维学(１９)

污水管水平导向钻进法牵引施工技术应用研究 万明栋(２２)

市政桥梁大体积素混凝土裂缝控制技术研究 钟　波(２４)

节段拼装施工的自锚式悬索桥施工定位控制分析

苟　圣　钟　波(２７)

瓦托水电站厂房尾水肘管二期混凝土预埋拔管施工技术研究

刘福友　赵　亚　张建祥(３０)

大跨度桥梁钢箱梁顶推施工的控制与监测

梁学成　赵贵朋(３２)

木工字梁悬臂模板施工技术在云龙湾大桥的运用与创新

李云川(３５)

大型拱脚连接铰斜面安装施工定位控制技术 詹富帝(３８)

STC超高韧性混凝土配合比的研究与应用 钟　波(４１)

钢桥面超高韧性混凝土施工工艺研究 田　野　黄艳梅(４４)

论非集成式新型门塔机防撞系统的技术特点及潜在优势

刘昕鑫　刘　斌　赵　亚　谢　廷(４７)

建筑施工企业施工现场应急能力建设研究 张雪松(５０)

复杂条件下大跨度连续梁拱桥高效施工技术研究

冉　鹏　李晓理　王仲兵(５３)

自锚式悬索桥钢主梁精确定位测量控制技术

张金强　钟　波(５６)

斜拉桥索塔施工质量控制技术 税宁波　王红力(５８)

着力提升专业能力　助力投融资项目的回购管理

刘勇继　罗丽萍(６１)

桥梁引道路基填筑气泡混合轻质土施工技术

林晓旭　钟　波(６５)

斜拉桥索塔模板类型的选用与安装技术 张巨会(６８)

液压爬模在桥梁主塔施工中的应用 王红力　段妙珊(７１)

泥水平衡式掘进顶管施工技术在市政公路施工中的应用

张友坤　何　静(７４)

围岩监控量测等级技术在隧道施工中的应用

赖明波　张友坤　高青松(７８)

后张法单、双端张拉预应力的比较与探讨

高青松　李有发　杨瑞英(８２)

铁路隧道浅埋偏压施工技术的应用

岳　嶺　文　亮　赵　龙(８７)

环形开挖预留核心土法在杨柳垭隧道洞挖中的应用

杨瑞英　田艳军(９０)

泵送混凝土在小断面隧洞施工中的应用

雷维岳　范春艳　张智勇(９５)

试验室在水电工程项目投标阶段的技术作用 范正春(９８)

实验室比对对实验检测质量的控制

范春艳　原鹏飞　周　超(１０１)

南欧江六级水电站复合土工膜面板监测资料分析

肖仕进　李江华(１０４)

尼泊尔郎塘水电站引水枢纽设计技术探讨

赖　磊　黄　彬(１０８)

中老铁路桥梁桩基岩溶处理的施工技术

李　强　秦余顺(１１１)

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岩锚梁混凝土温控计算研究

赵修龙　万祥兵　方　丹　李良权(１１５)

某水电站开关站边坡稳定性分析

闵勇章　凡　亚　刘永波(１２０)

安全爆破拆除钢筋混凝土围堰的研究与实践

唐　凯　熊　亮(１２４)

大跨度钢结构临时桥梁应急施工方案 马军林　李　军(１２８)

基于降雨指数法的水库实时洪水预报方案研究 张盛明(１３３)

发电企业售电管理平台的建设研究实践

周　律　申满斌　王文斌(１３７)

水电站大坝帷幕补强灌浆技术在涌水孔段的改进

刘树国　梁金松(１４１)

企业管理

以承包商管理为重点的建设项目全方位控制研究

胡贵良　宋宏伟(１４４)

大型流域梯级电站应急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李光华(１４８)

Jatigede大坝施工期心墙孔隙水压力数值模拟研究

翟　旻　王　鹏(１５３)

２０１９年第增刊２期
水利水电工程

大直径盾构姿态上漂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

王英俊　刘清华(１)

大直径盾构瓦斯隧道联络通道施工技术探讨

刘震中　杜泽东　李海涛(５)

樟木箐安宁河３×８０m 钢桁梁支架法施工工艺研讨

李　建　刘　洋(９)

铁路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设备的管理 康　博　张志勇(１４)

高瓦斯隧道的瓦斯防控技术 雷　明　孙上校(１７)

地铁盾构施工始发托架结构设计及受力分析

陈洋洋　杨　平　田　昊(２１)

高瓦斯隧道采用矿山法施工安全技术研究

邵　旭　李本昕　杨　淦(２５)

铁路桥梁挂篮施工技术研究 吴纪朋　陈　新(２８)

市政干管顶进过程中地下综合管线的处理措施

何付丽　高祎天 　陈　欣(３２)

大直径盾构施工多编组长距离轨道运输关键技术研究

周显刚　陈　新(３５)

跨既有专用公路连续梁施工安全防护技术的探讨

张　涛　郭增辉　刘　洋(３９)

大直径盾构长距离水平运输施工的管理

杜泽东　李海涛(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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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WaterPower　１４９　　

严寒气候条件下的混凝土施工技术 陈　哲　郭增辉(４９)

预裂爆破控制技术的研究 刘国良　何源涛　曾德慧(５３)

盾构隧道瓦斯的治理与防控 杨　锋　陈　新(５７)

混凝土整体道床智能养护系统的研究与运用

杨　淦　邵　旭　李本昕　薛　琴(６１)

公路工程建设中的混凝土灌砌块石挡土墙施工技术研究

吴晓强　袁　军(６５)

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应用 陈红英(６８)

双江口水电站３００m 级坝肩开挖质量控制

康向文　李　鹏　刘成友(７２)

双江口水电站３００m 级高坝泄洪消能关键技术研究

严沁之　邹　婷　段　斌　雷厚斌　魏雄伟(７６)

爆破振动监测在水电隧洞施工中的应用

杨志盛　张　岩　杨　波(８１)

隧洞高边坡危岩体处理方法探讨 何　克　邹　婷(８６)

岩爆段地下洞室安全高效开挖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和江涛　李鹏鑫　杨彬林(９１)

倾斜炮孔在大断面高强度围岩洞室开挖中的应用

林开盛　涂　胜　李鹏鑫(９５)

大断面隧洞微震监测研究与实践

雷厚斌　严沁之　邹　婷　杨　波(１０１)

徕卡隧道软件在大断面隧道施工中的应用 何　恒(１０６)

监测大数据与施工联动系统的预警机制

和江涛　焦雨起(１１１)

水利水电智慧工程建设研究 王　华　雷厚斌　严沁之(１１４)

基于智慧工程理念的水电工程智能安全管控系统研发与应用

彭远川　彭显国　杨亚刚(１１８)

基于双江口进水塔塔背回填混凝土稳定性数值仿真研究

唐青山　钟　为　李鹏鑫(１２２)

论纳米材料改善普通喷射混凝土性能的应用效果

罗　烜(１２８)

巨漂孤石、倒悬体及陡坎地层中防渗墙施工关键技术探讨及应用

田　彬　何　烨　康向文(１３２)

双江口水电站碾压试验掺砾土料生产研究

张倚铭　姚志辉　周孝华(１３８)

龙泉山隧洞施工中采取的瓦斯防治安全技术措施

李如才(１４３)

苏布雷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的技术改造 郭真景(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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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２５０MW 抽水蓄能机组轴系振动特性分析

狄洪伟 莫亚波 张 政 姚航宇 陈裕文 李 哲 张承强(１)

地铁疏散平台活性粉末混凝土试件试验研究

温付友　孙军汉(７)

“互联网＋”智慧工地建设方案 王　立　黄　印(１０)

超深竖井钻孔纠编方法研究 宋安瑞　郑　尧　侯　望(１４)

四斗河特大桥跨S３３２省道连续梁承重支架施工技术研究

肖海涛(１８)

由施工方牵头的水电工程EPC项目管理经验

王　雷　唐　奎(２３)

仓壁对流式风道风冷调节料仓的设计与研究

孙军汉　温付友(２７)

高墩连续刚构桥０＃ 块托架反力架预压技术研究

王再强　戴声茂(３１)

高压复合灌浆技术在特高拱坝坝基地质缺陷处理中的应用

宋崔蓉(３５)

乌东德水电站砂石加工系统棒磨机的快速检修方法

刘泽艳　刘延朋(３９)

做好项目的三次经营　实现企业可持续性发展 任　颖(４２)

白鹤滩水电站１００００kN/５００kN超大型双向门机关键构件制造

工艺技术研究 曹峡荣(４７)

长隧洞施工变频节能通风技术研究 曹优兰(５２)

固增水电站首部枢纽右岸混凝土优化施工技术研究

王军红　何　磊(５７)

静磁栅闸门行程传感器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应用

甘　露　王　青　朱俊杰　雷　文(６０)

瀑布沟水电站大型地下厂房快速开挖施工技术研究

陈仁峰(６４)

某水库 K８巨型溶洞处理方案研究 王　畅　李　翔(６９)

招投标过程中串标的研究与分析 唐　奎(７４)

胜利水电站新建取水口高边坡窑洞开挖施工技术

仵凌丰　李　亮(７７)

砂卵砾石层深基坑降排水技术的研究

山继红　李宗宗　赵文剑　郭红利(８１)

桥梁预应力筋孔道压浆质量控制

蒋保东　汪　勇　段宇帆　王国栋(８４)

镀锌格栅面板加筋土挡土墙的工艺原理与施工方法

杨运鹏　阿里木江　辜禹峰(８７)

山地风电场风机接地问题研究 李　翔(９２)

依姆项目施工中采取的成本控制措施 陈秉政(９６)

JATIGEDE工程大坝外部变形观测施工 蒲小勇(９９)

高排架智能监测系统的研制与应用

邓正楷　邓树密　邓　欢(１０１)

白龙江大桥项目预制梁场及营地的选址

赵腾飞　何　杰　覃　晟(１０５)

立轴半伞式水轮发电机组弹性油箱水平及受力调整工艺

孙健波(１０８)

光伏发电站并网逆变器代替SVG集中式无功补偿装置探讨

王　宾　张　健(１１４)

受水流冲蚀破坏的泄水洞修复技术 张荣贵　程　鲲(１１８)

叶巴滩水电站地下厂房渗流分析影响研究

高红涛　代　辉(１２２)

基于数字规划技术的孟加拉国吉大港区域可再生能源资源

评估及开发潜力分析 李光伟　胡延龙(１２６)

喷播植草生态护坡技术在市政景观工程中的应用 秦新朝(１３３)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研究

黎建民(１３７)

水电建设工程管理中分包风险防控的法治手段研究

胡佐君　王洲隆(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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