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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ol conditions of the retrograde mode of ice cover and the control of ice diving, the paper gives the 
control factors of open channel glacial operation,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open channel ice transport operat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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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在分析冰盖上溯推进模式控制条件和冰块下潜控制条件的基础上，给出明渠冰期运行的控制因子，为明渠冰期运行输水
能力的确定奠定基础。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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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纬度地区渠道在冬季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结冰现象，

冰块聚集和堆积形成的冰盖、冰塞和冰坝会导致渠道阻力增

加，引起水位上涨，严重时阻塞过水断面，并可能引发冰凌

洪水。由于冰盖具有一定的隔热效果，冰盖的存在可以防止

冰凌的不断生成，因此，冰盖下输水是高纬度地区渠道冰期

输水的主要方式之一。为此，论文以南水北调北拒马河节制

闸前渠池为例，分析了冰盖上溯推进模式的控制条件和冰块

下潜的控制条件，给出了明渠冰期运行的控制因子，以期为

明渠冰期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2 冰盖上溯控制条件分析

进入冰期，渠道内首先产生流冰，如果拦冰索前的水流

条件不致引起流冰下潜，那么流冰就会在拦冰索前堆积，拦

冰索前的渠道断面首先形成冰盖，并由此逐渐向上游推进。

影响冰盖稳定的水力学因子有水流弗汝德数和冰盖前缘的水

流流速。 

2.1 水流弗汝德数

研究发现冰盖前缘水流佛汝德数的大小决定了上游来冰

是否会在冰盖前缘下潜以及冰盖向上游的推进模式。当冰盖

前缘水流弗汝德数小于第一临界弗汝德数时，冰块不发生翻

转、下潜，冰盖以平铺上溯的模式发展（又称平封），冰盖

的厚度约等于冰块的厚度。沈洪道等通过对 Saint Lawrence 河

和上游的现场观测建议第一临界弗汝德数为 0.05~0.06。当冰

盖前缘的弗汝德数大于临界弗汝德数时，单一冰块的并列推

进将不可能维持。这时冰盖将以水力加厚的方式向前推进（又

称立封）。这种冰盖推进方式下，水流条件满足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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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r 为流弗汝德数； it 和 il 分别是浮冰块的厚度

和长度； H 为冰盖前缘水深； g 是重力加速度； ρ 和 iρ 分

布式水和冰的密度； e 为浮冰的空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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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是冰块的形

状系数，取值在 0.66 ～ 1.3 之间。

沈洪道、孙肇初等学者经现场观测认为，第二临界佛汝

德数为 0.09 左右 [1-2]。黄河的刘家峡、盐锅峡河段的原型观测

结果也表明第二临界佛汝德数为 0.09。引黄济青工程经过多

年的运行实践，确定渠道冰期输水过程中水流的佛汝德数应

小于 0.08[3]，京密引水工程 [4] 将佛汝德数小于 0.09 作为渠道

冰期运行的控制条件之一。可见，要实现冰盖下输水，在冰

盖形成期内渠道水流的佛汝德数应小于 0.08~0.09。出于安全

考虑，刘之平等 [5] 将完全下潜的第二临界佛汝德数取为 0.08，

即将渠道的初始水流佛汝德数小于 0.08 作为确定渠道在冰盖

形成期的输水能力的控制指标。

水流佛汝德数大于第二临界佛汝德数时，顺流而下的冰

花将会在冰盖前缘下潜，顺水流向下游输移，冰盖将停止向

上游发展，这种情况下敞流段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冰花，大量

的冰花下潜到冰盖下面，容易诱发冰塞和冰坝等冰灾。

2.2 水流流速

Maclachlan 根据圣·劳伦斯河观测资料，认为冰块下潜

的临界流速为 0.69m/s，Estiveef 和 Teseaker 在类似分析后，

认为该临界流速在 0.60m/s~0.69m/s 范围内变化。

Sinotin 等根据试验研究，认为模拟冰块临界下潜条件为：

V gLc = (0.035 )1 2  （2）

式中： L 为冰块长度。

Michel 则根据其实验结果，认为冰块下潜的临界流速 cV
的表达式为：

V k gc = −0
 
 
 
2 '(ρ ρ )

ρ
t 1 2

 （3）

式中：t 为冰块的厚度；ρ 为水的密度； 'ρ 为冰的密度；

0k 为冰块的形状系数。

王军通过对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冰块下潜的临

界流速由下式确定：

V
gt
c = 0.1034     

     
     L L h

t B t− −0.1129 0.2597 0.4919
 （4）

式中： L 为冰块长度； B 为冰块宽度； t 为冰块厚度；

h 为水深。

试验研究发现，冰凌在障碍物阻滞下是否下潜，与冰凌

的运动速度具有直接关系，王军在其实验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同一尺寸的冰块临界下潜时，水流所具有的平均流速对水深

变化不敏感。冰块是否下潜取决于冰块的运动速度，即水流

表面流速。因此，以水流表面流速作为冰凌下潜指标较为合适。

《水工建筑物抗冻设计规范》（SL211-98）里对冰期运

行渠内的流速作了相关规定，流速应控制在 0.5~0.7m/s，不

得大于 0.7m/s。

1989~1991 年连续两个冬季，中国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

所对京密引水渠开展了冰期输水观测，发现当流速小于 0.6m/

s 时，上游产生的薄冰片漂浮于水面，到达冰盖前缘或拦冰索

处，不潜入水中，而停滞在冰盖前缘呈叠瓦状堆积，冰面堆

积到一定的厚度后，逐渐向上游发展，并形成冰盖 [4]。中国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分析原型观测的结果，认为在冰盖形

成期渠道内的断面平均流速应控制在 0.6m/s 以下，以避免冰

盖前缘冰花下潜并向下游输移而发生冰塞。《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关键水力学问题研究》也将渠道内水流流速不超过 0.6m/

s 作为冰盖形成期输水能力的控制指标之一。

分析式（2）和（3）可见，冰块下潜临界流速并不是定值，

它与冰块的长度和厚度有关。王军对试验数据回归分析得到

的计算公式本质上是冰厚弗汝德数，其值与冰块的长度、厚度、

宽度和冰盖前缘的水深有关。因此，将水流流速作为冰盖稳

定的控制因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当控制不当时，有可能

引发冰塞。

以北拒马河节制闸前渠池为例，2015 年 ~2016 年冬季输

水过程中，北拒马河节制闸的过闸流量约为 30m3/s，闸前流

速为 0.44~0.53m/s，小于 0.6m/s，其闸前水流弗汝德数在冰

期输水过程中为 0.08~0.09（见图 1），与国际文献中给出第

二临界弗汝德数相同。2015 年 ~2016 年冬季冰期运行经验表

明，在冰盖上溯过程中，有不少冰块从冰盖前缘下潜，并随

水流运行至拦冰索，在拦冰索底部下潜进入拦污栅前渠段内。

为了防止浮冰堵塞拦污栅，影响渠道的输水安全，需要人工

打捞浮冰块，通常每 3 个小时打捞一次，每次耗时约 1 小时。

在气温特别寒冷的时候，通常要一天 24 小时不断的打捞浮冰。



图 1 北拒马河 2015~2016 年冰期输水期间闸前水流流速和水

流弗汝德数变化曲线

北拒马河节制闸前渠段冰期输水运行经验表明，渠道内

水流流速并不能作为冰盖形成期渠道输水能力的主要控制指

标，只能作为辅助控制指标，而第二临界弗汝德数的大小也

需要通过深入分析才能确定。

3 冰块下潜控制因子分析

冰块在冰盖前缘的下潜方式与冰块的尺寸大小有关，当

冰块厚度适中时（冰厚与冰块长度比值在 0.1~0.8 之间），冰

块翻转下潜；当冰块的厚度与长度比值超过 0.8 或者小于 0.1

时，冰块垂直下潜。

为了分析冰块下潜的机理，Uzuner 和 Kennedy[6] 进行了大

量试验研究，模型相对密度 is 从 0.37 到 0.89，冰块厚度与长

度比值从 0.096 到 0.773。其中

w

i
is

ρ
ρ

= 为相对密度； iρ 为

冰的密度； wρ 为水的密度。分析表明：冰凌下潜是由于冰块

底部流速增大引起的伯努利效应，以及冰块对水流的分流作用，

从而产生向下的力矩所致。当水流对冰块产生的向下力矩超过

浮力力矩的最大值时，冰凌将以转动的方式下潜。当向下的吸

力和浮力作用点几乎重合时，冰凌将发生垂直运动而下潜。

Ashton[7] 对 Uzuner 和 Kennedy 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认为

冰凌下潜的临界条件与冰厚弗汝德数相关，冰凌下潜的冰厚

弗汝德数满足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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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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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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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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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V 为冰块上游流速； H 为冰块上游水深； g 为

重力加速度。

Ashton 在分析冰块下潜时，忽略了冰块厚度与长度比值

对冰块下潜的影响。练继建等 [8] 为了考虑冰块厚度与长度比

值的影响，给出了冰凌下潜的修正公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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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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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VF k
gt s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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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中，k 为修正系数。数值模拟和物理模型试验结果表明，

修正系数在 1.15~1.35 之间，当冰块的前缘断面偏向矩形时，

修正系数取小值。

冰凌下潜水流弗汝德数与冰厚有关，练继建等分析表明，

当冰厚为 0.1m 时，结冰期冰凌下潜的水流弗汝德数约为 0.04。

当水流条件超过冰凌下潜的临界条件时，冰盖将以水力

加厚方式向上游推进。随着水流流速的增加，部分冰凌可随

水流运动至拦冰索前。如果冰凌在拦冰索前不下潜，则冰盖

是稳定的，渠道冰期输水不会出现冰凌灾害。如果冰凌在拦

冰索前下潜并越过拦冰索，则渠道冰期输水将容易诱发冰凌

灾害。因此，渠道冰期输水的控制指标除了水流条件外，对

拦冰索的结构尺寸也应有一定的要求。

目前，对拦冰索的拦冰能力及冰凌下潜的临界指标研究

尚未见报道。1978 年，Stewart and Ashton[9] 开展了淹没孔口

出流冰凌下潜的特性研究，分析表明，影响冰凌在淹没孔口

下潜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出口水流流速的弗汝德数、出口顶

部的淹没水深和出口深度与总深度的比值。Stewart and Ash-

ton 的研究对于冰凌在拦冰索附近的下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因为当拦冰索被冰凌完全封住时，拦冰索附近的水流流

态与淹没孔口附近的水流流态相似。当拦冰索部分堵塞时，

部分水流从拦冰索孔隙间流过，与淹没孔口出流相比较，冰

凌更不容易下潜。因此，借用淹没孔口出流的研究成果确定

拦冰索的拦冰效果及分析冰凌下潜的临界指标，对于工程运

行来说是偏于安全的。

Ashton[10] 对 30 年前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当使用

上游流速和水深作为参变量时，研究成果具有更大的参考意

义。设孔口或闸门的淹没水深为（水面到孔口顶部的距离），

孔口的进口水深为，则冰凌是否下潜与的比值密切相关，当时，

冰凌很容易下潜，并被水流携带进入孔口；当时，冰凌下潜

的临界水流弗汝德数为

0.85
10.28 HVFr

HgH
 = =  
 

 （7）

式中，V 是水流流速。



当 H H1 > 0.33 时，应采用冰块弗汝德数
Fb =

g t 
 
 
1

V

−
ρ
ρ

i
i

来判断，为了保证冰块不被输移，冰块弗汝德数应小于 3.7。

从式（7）中可知，当 H H1 = 0.15 时，冰凌下潜的水流

弗汝德数为 0.056，与冰盖前缘附近冰凌下潜的第一临界弗汝

德数一致。说明当淹没深度很小时，建筑物的表面或拦冰索

对冰凌的阻挡作用有限，冰凌的下潜完全取决于水流条件。

北拒马河节制闸上游设计水深为 3.8m，闸前设一道拦冰

索，拦冰索水下深度约 0.7~0.8m，根据式（7）计算得知，防

止冰凌在拦冰索处下潜的临界水流弗汝德数为 0.066~0.074。

2015~2016 年 度 冰 期 运 行 过 程 中， 闸 前 水 流 弗 汝 德 数 为

0.08~0.09，大于冰凌下潜的临界弗汝德数，因此，运行时发

现有不少的流冰从拦冰索处下潜进入下游渠道，影响了渠道

的安全运行。2015~2016 年度北拒马河上游渠段冰期运行经验

表明，采用 Ashton 的判据确定拦冰索冰凌是否下潜是合理的。

4 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渠道在冰期输水过程中，需要控制

水流流速并采取适当的拦冰措施才能保证冰期的输水安全。

具体指标如下：

（1）在结冰期，如果为了减小冰盖的糙率，可降低水流

流速，使冰盖按照平铺上溯方式发展，冰盖前缘的水流弗汝

德数控制在 0.05~0.06 之间。

（2）在冬季输水过程中，如果希望增加渠道冰期的输水

能力，可适当增加水流流速，使冰盖按照立封方式发展，水

流弗汝德数控制在 0.08~0.09 之间。为冰期运行安全起见，水

流临界弗汝德数可取 0.08。

（3）为了保证冰盖的稳定，需在倒虹吸、节制闸等建筑

物前布设拦冰设施。拦冰设施在水下的高度与该部位的水流

条件有关，可利用 Ashton 经验公式计算确定。当拦冰索水下

高度不足时，需要减小输水流量，以保障渠道冰期输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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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ater Hazard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Jixian Coal Mine in Shuangyashan 
Jinkai Zhao 
Heilongjiang Coalfield Geological Survey Institute, Jixi, Heilongjiang, 1581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asic geological data and hydrogeological data of Jixian Coal Mine for many years, the actual water inrush in coal 
mining, as well as the geological, hydrogeological and mine water inrush data of the surrounding mines,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analy-
sis and study of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Jixian Coal Min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water inrush source, wa-
ter inrush channel and water inrush factors, evaluates the risk of water inrush from mine roof, and puts forward the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in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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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双鸭山集贤煤矿水害及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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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集贤煤矿多年基础地质资料、水文地质资料、煤矿开采井下实际涌（突）水情况，以及周边矿井的地质、水文地质、矿
井涌（突）水资料，论文在详细分析研究集贤煤矿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突水水源、突水通道、突水因素，进
行了矿井顶板涌（突）水危险性分区评价，提出了针对性的防治水措施。　
　
关键词

集贤煤矿；突水水源；突水通道；突水因素　

 
1 引言

在收集了集贤煤矿多年积累的地质资料、水文地质资料、

煤矿开采井下实际涌（突）水情况，以及周边矿井的地质、

水文地质、矿井涌（突）水资料，自生产以来共发生有记录

的较大突水 18 次，突水量大于 500m3/h 的发生 1 次，小于

500m3/h 的发生 17 次（见表 1）。论文详细分析研究了以上

较大突水事故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突水水源、突水通道、

突水因素，进行了矿井顶板涌（突）水危险性分区评价。提

出以下针对性的防治水措施。

2 地表水水害及其防治措施

井田内大气降水与矿井涌水量关系密切程度不高。但井

田内矿井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地裂缝、塌陷洼地、导水裂缝带等，

导致直接含水层与间接含水层的隔水性遭到破坏，使得含水

层联通或水力联系增强。雨季降水可以通过地裂缝、导水裂

缝带直接或间接进入生产矿井，威胁矿井安全，根据当前开

采深度，虽然与上覆间接含水层联系较弱，但是仍有一定的

导水通道为其提供涌（突）水条件。建议及时掌握可能危及

煤矿安全生产的暴雨洪水灾害信息，主动采取防治措施，建

立雨季巡查制度，雨季专人定时对地表水体及开采区上方进

行巡查，特别是接到暴雨灾害信息和警报后，应当实施 24 小

时不间断巡查，及时通报水情水害威胁情况，发现塌陷区及

水坑或地裂缝，要及时疏排和封堵 [1]。

3 采空区、老窑水水害及防治措施

井田范围内有 4 个小井，积水情况不祥，井田内有采空区、

老窑、废弃巷道、临时积水点共 83 处，历年发生过两次采空

区突水。因此采空积水对于本矿井安全生产构成了一定威胁，

需要采取一定防治水措施：



表 1 矿井突、涌水点统计表

突水时间 位置 层位 突水标高（m） 突水量（m3/h） 突水形式 调查日期

1985.9.15 东翼大巷 R31 号点处 -145 200 断层出水 1985.9.15

1987.8 南翼大巷 5 -142 55 断层出水 1986.8

1987.5 东翼风井回风上山 9 0 47.7 工作面出水 1987.5

1987.9.16 南翼大巷 5 -80 100 岩墙出水 1987.9.16

1987.10.15 东翼风井轨道上山 9 -20 250 工作面出水 1987.10

1989.10 4209 右部集中下料道 9 -134 180 断层出水 1989.10

1990.7.25 东翼风井 9 +60 ～ 0 167 沿井筒大雨式出水 1990.7.25

1991.4.8 南翼大巷 5 -141 54 断层出水 1991.4.8

1991.11.20 4305 回风上山 5 -160 70 裂隙出水 1991.11.21

1994.4.16 东翼大巷风道 9 -138.9 65 断裂出水 1994.4.16

1994.7.5 东翼大巷 9 -129.9 74 裂隙出水 1994.7.5

1997.8.13 5117 回风上山 17 -60 79 断层出水 1997.8.14

2000.1.25 1209 下延 9 -340 15 裂隙出水 2000.1.26

2000.3.7 南翼下延 5 / 45 裂隙出水 2000.3.8

2002.11.22 4105 皮带下山 15 号点处 5 -188 100 断层裂隙出水 2002.11.22

2004.5.6 南 4105 左二片皮带道 5 -218 110 断层裂隙出水 2004.5.6

2004.10.31 南翼大巷 5 -150 1800 4205 上山采空区自然因
素积水突出

2004.11

2008.11.12 4309 下延左三片 9 -212.72 50 水泵停抽导致积水冲垮挡
水墙

2008.11.4

（1）本矿井要注意采空积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应当

防止灌入和渗漏。

（2）充分做好防水煤柱的留设工作，严禁在各种隔水煤

柱中采掘。

（3）及时更新完善台账及充水性图，对于生产中取得的

采空区、积水区情况要及时反馈、整理，完善积水台账。工

作面布置前，一定要对各种积水进行标注。工作面开采完毕后，

要根据揭露地层、构造、出水点以及涌水量，认真分析总结

充水水源 、充水通道与地质构造的关系，并做好相关工作的

记录和更新；

（4）建立老窑积水动态空间数据库，实现老窑积水信息

的实时更新。加强采空区积水的探测及监测工作，定期收集、

整理、调查并核对本矿采空区积水情况，及时完善更新采空

积水区台账，对积水区危害性进行动态评价，及时预测预警。

4 地下水水害及其防治措施

集贤煤矿现阶段开采煤层的地下水充水水源主要为白垩

系砂岩裂隙水，且煤层开采后导水裂隙带发育到直接顶板白

垩系砂岩裂隙含水层中，受到构造影响破坏较为严重，一般

断层突水多发生在掘进巷道迎头、井筒或工作面。其突水来

源是断层导通含水层，突水量大小取决于断层导水能力、通

道的长短及含水层的富水性。因此，构造因素是矿井地下水

防治的关键和重点。

（1）详细分析研究了揭露的断层、断层带充填物及其胶

结情况，开采前，应用物探、钻探进行超前探工作，进一步

查明断层各段的富导水性；

（2）在综合分析研究断层富导水性情况后，针对研究程

度较为清楚的断层，在其富水性较好区域，需要对接近构造

区或者局部富水区专门采取抽放水；必要时进行含水层改造

和隔水层加固工作。对于这些断层，开采时要预留好足够的

防隔水煤柱；

（3）对于生产中揭露的但并未突水的断层，应加强观察，

严防滞后突水；

（4）采掘工程临近断层时，要重新评价断层煤柱尺寸，

及时修改设计。若发生断层出水及时停止采掘，测量水量，

取水样化验，若发现其水质与含水丰富的含水层相似，采取

封堵措施或打注浆孔注浆封堵。

（5）采掘中揭露的出水点，应当采集水样进行水化学试

验，查明充水水源，排除隐患后，方可继续开采掘进；

（6）由于断裂发育存在不均一性，因此，巷道掘进及采

煤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

的原则，利用物探、钻探等综合手段查明前方岩层及顶板含



水层的富水性特征，确保安全后方可施工。同时，应遵循先

治后采的原则，确保无水害威胁后方可进行回采 [2]。

5 冒裂带直接导通含水层水害及其防治措施

导水裂隙带的水源是直接充水水源，这些水源在煤层开

采过程中将全部进入矿井，因此，针对各煤层直接充水含水

层主要的防治水措施有：

（1）煤层导水裂隙带部分导通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因

此开采时，在整个矿区应对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中的水进行

疏排。

（2）防止地表水以及大气降水的入渗。煤层开采后，导

水裂隙带在富水性较强区域，加之构造存在的区域，主要是

大气降水及第四系含水层对煤层开采的影响，具体措施为：

①充分调查该处地形，地貌条件，掌握含水层出露及隐

伏情况，正确确定地表分水岭、含水层补给区，评价每一水

系或排（防）洪沟渠道汇水面积。

②加大水文地质调查区域，不仅在井田内部对其进行勘

探，还要在井田外部的一定区域扩大调查，因为地层间的水

力联系是一个整体，井田外部的地表水也会通过封闭不良钻

孔等导水通道补给该含水层。相应地，在查明井田外部一定

区域与各含水层的水力联系后，也要采取和井田内一样的防

治措施。

③对井田范围内及相邻矿区回采塌陷所造成的地面裂隙

进行相应的检查、充填、疏通。做好地面塌陷坑、裂隙、废

弃露天坑及废弃小煤矿等的回填工作。

（3）对于煤层导水裂隙带已经影响到直接充水含水层的

区域，必须坚决疏排，但是由于煤层顶板直接充水含水层砂

岩裂隙含水层本身渗透系数差，富水性极不均匀，往往很难

一次性大面积疏干，建议针对地质构造提前分阶段、多钻孔、

长时间疏放水，实现安全疏干。

总之，采掘施工前必须做好水害预测预报工作，做好水

害排查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水文地质

工作，确保矿井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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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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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human survival, and it is also a guarante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owever, fresh water resources are very limited.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realizing reasonable water 
use and saving water can we achieve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application and pop-
ularization of energy-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s a beneficial manifestation of rationa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onserv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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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农业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但是淡水资源十分有限，只有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
实现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才能够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节能灌溉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就是合理利
用水资源、节约水资源的有利体现。本文重点针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旨在促进中国农田水利
工程的发展，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

农田水利工程；节水灌溉技术；应用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

水资源。一些水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农业的发展速度也不

甚理想。而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不仅解

决了部分地区用水紧张的情况，也对水资源进行了有力的保

护，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所以，对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技

术的应用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农田水利工程与节水灌溉技术的概述

2.1 农田水利工程

在中国农业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工程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而农田水利工程的应用也主要表现出了以下两

大特点。首先，传统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政府为主导，但是与政

府部门相比，农民群众对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和用水需求的把握

更加精准，所以经过政策的调整以及市场的发展，农田水利工

程的主导由政府部门变为了农民群众，而政府部门则开始在技

术以及资金方面，给予农民群众以足够的支持。其次，传统的

农田水利工程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提升，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农田水利工程除了追求经济效益之外，也开始注重生态效益。

2.2 节水灌溉技术

节水灌溉技术是传统的灌溉技术与现代化的节水灌溉理

念的有机结合，具有现代化的农业用水理念。节水灌溉技术

的应用需要对当地的水文特点进行充分的分析，并结合农作

物的生长规律实施灌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当地水资

源的利用率，节约当地的水资源。但是如果过度强调节约用水，

而忽视了农作物生长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那么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需要以农作物的健康生长为前提，

以缓解农业生产压力为目的，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目标 [1]。

3 常用的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技术

3.1 输水过程节水措施

传统的输水方法以人工挖渠为主，即从河道到田间实施

人工挖渠，然后通过河道将灌溉用水引到田间。一般情况下所

挖渠道都是泥土构成，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渗透现象。而且这

种水渠多为露天水渠，水资源露天流动，也会被蒸发掉一部分。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这种传统的灌溉方式，真正能够到达田

间的水资源只有总水量的二分之一，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在科

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将防渗材料应用到引水渠道的建设中，

对传统的泥土水渠进行改造，可以有效提升防渗效果。例如，

可以利用混凝土预制块以及现浇混凝土护面等方式改造饮水渠

道，也可以使用“三面光”的渠道设计，减少输水过程中产生

的损失。如果渠道断面较小，还可以使用 U 型预制混凝土衬砌。

在塑料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利用塑料管道进行输水，基本不

存在蒸发以及渗漏问题，可以确保所有的水资源直达农田。

3.2 低压管道灌溉

在农田水利工程中，低压管道灌溉是一种通过低压塑料

软管实施输水灌溉的技术，如图 1，主要应用于井灌区，既可

以实现水资源的节约，又可以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低压管道灌

溉技术主要使用的材料为高分子塑料材料，不仅成本低廉，还

有着较强的实用性。将高分子塑料材料应用到输水灌溉中，可

以有效减少渠道占地面积，缓解工作人员的清淤工作量，降低

农田灌溉的成本，保证农田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

图 1 低压管道灌溉

3.3 喷灌与微灌

传统的地面灌溉，很容易受到地形条件以及土壤条件的

限制。对此，可以使用喷灌以及微灌的方式进行农田灌溉。

而且，喷灌和微灌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忽视地形条件以及土

壤条件影响的条件下种植更多的农作物。与传统的地面灌溉

相比，喷灌与微灌技术还可以对灌溉时间、灌溉部位以及灌

水均匀度进行控制，最大限度的提升灌溉效率，保证灌溉质

量。需要注意的是，喷灌技术，如图 2，需要使用专业的设备

和动力，所以前期投资成本较大，技术也相对复杂，可以达

到 30%-50% 的节水效果。而微灌则是只将植物周围部分进行

湿润，属于局部湿润灌溉技术，与喷灌技术相比，节水效果

更高，但是其灌溉效率相对较低。喷灌技术与微灌技术的应

用将农业生产与机械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实现了农业生产

的现代化发展。

图 2 喷灌

图 3 微灌

3.4 节水田间处理

对节水灌溉进行研究，除了节约灌溉用水之外，还可以

加强灌溉后的保水措施。因为水资源在渗透到土壤中之后，

依然存在着蒸发作用，农作物可以吸收的水资源依然十分有

限。所以，在完成灌溉之后，还需要对土壤进行保墒处理，



确保土壤农作物所在的土壤保持湿润，提升农作物对水分的

吸收率。同时，科学中耕也可以避免土壤中的虹吸管道受到

破坏，进而降低土壤水分的蒸发，发挥保墒作用。另外，还

需要做好农作物的除草工作，因为与农作物相比，杂草的生

长速度比较快，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也比较大。如果不及时除去，

就会与农作物争夺水资源。在做好农作物的除草工作之后，

还需要对灌溉后的土壤进行遮盖，例如，可以使用麦秆对农

田进行覆盖，降低水资源的蒸发 [3]。

4 提升农田水利灌溉节水效果的措施

4.1 优化节水灌溉体系

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要想提升灌溉节水效果，还必须要

对现有的节水灌溉体系进行优化。首先，相关部门要制定完

善的节水灌溉制度，提升人们灌溉行为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如果发现某些人不按照相关制度操作，那么就要进行一定的

惩罚。其次，培养人们的节水意识，确保人们可以在实际的

农田水利工程中，自主自发的节约用水，提升水资源的利用率。

最后，相关监管部门要不断的加大农田灌溉的监督管理力度，

确保节水理念提现到每一个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环节 [4]。

4.2 对农灌工作和相关配套设计进行科学的规划

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要想提升灌溉节水效果，还必须要

对农灌工作和相关配套设计进行科学的规划。首先，在农田

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总体规划中，要尽可能的降低农业灌

溉的实际耗能，降低农业灌溉的成本，同时提升农田灌溉效

率，加强农田灌溉管理，落实各项农管工作与相关配套设计。

其次，对农灌工作和相关配套设计的规划，主要包含三方面：

第一确定农田灌区规模，使之与现阶段的河网水系更加契合；

第二结合当地的需求构建全新的农业灌溉模式，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确定罐区规模；第三完善渠道设计和电灌站，提升

灌溉的经济效益。

4.3 对农田水利工程节水措施进行统筹规范

在农田水利工程中，要想提升灌溉节水效果，还必须要

对农田水利工程节水措施进行统筹规范，将物联网技术应用

到节水灌溉网络体系中。节水灌溉系统中，物联网主要由以

下三部分组成：第一系统网络、第二系统软件、第三系统供

电措施。

5 结语

目前，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常用的节水灌溉技术有四种，

即输水过程节水措施、低压管道灌溉技术、喷灌与微灌技术、

节水田间处理。除此之外，要想提升灌溉节水效果，还必须

要对现有的节水灌溉体系进行优化、对农灌工作和相关配套

设计进行科学的规划、对农田水利工程节水措施进行统筹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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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injiang Bingtuan Shimen Reservoir, built on the over 100-meter deep riverbed overlay,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dam 
cofferdam anti-seepage project and has gained many successful experience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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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超百米深河床覆盖层上建设的新疆兵团石门水库，悬挂式防渗墙基础已在大坝围堰防渗工程中获得成功应用，并取得了许
多成功经验。论文主要介绍了在超百米深河床覆盖层上，大坝围堰基础设计的方案比较与分析论证，可供同类工程参考。　
　
关键词

围堰基础防渗；方案分析；基坑排水　

 
1 引言

中国坝工建设中，超百米深河床覆盖层的深基础大坝工

程已建有数座。深防渗墙的施工技术日趋成熟，设计与实施

已不是难题。但是，因主体基础防渗墙具有深度大，难度高，

施工周期长等特点，加之上游围堰基础防渗情况又与防渗墙

施工、坝体填筑实施等直接相关，所以，围堰基础防渗设计

也是此类项目设计的关健，倍受关注。一方面，围堰防渗基

础属临时工程，如与主体工程做同等深度全防渗，虽利于主

体防渗墙及坝体填筑施工，但存在工期长、强度大、造价高

等弊端。另一方面，如围堰基础做不完全防渗，虽节约了投资，

但后序施工排水等带来的问题也是不易解决的难题。在兵团

石门水库建设中，结合具体的地质、水文与施工条件，设计

方案与施工组织紧密结合，对深覆盖层大坝围堰防渗基础的

设计进行了科学严谨的分析论证，并得出了最优方案。该方

案已在石门水库工程中成功应用，积累了成功经验，对类似

工程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2 工程简介

中国新疆石门水库工程隶属兵团第二师，位于莫勒切河

出山口处，地处祖国南疆边境，距乌鲁木齐市 1450km。石门

水库为莫勒切河上的一座拦河水库，枢纽建筑物由拦河大坝、

底孔泄洪冲砂洞、表孔溢洪道组成。大坝为沥青混凝土心墙坝，

最大坝高 81.5m，坝顶宽 10m，坝顶长 530.6m，上游坝坡为

1:2.25，下游坝坡为 1:2。坝体座落在第四系全新统冲洪（Q4
al）

漂卵砾石层及中更新统冰水沉积（Q2
fgl）卵砾石层，最大覆盖

层厚度 118.7m，河床海拔高程 2327m。大坝基础防渗形式采

用混凝土防渗墙与基岩帷幕灌浆相结合，为完全防渗结构。

防渗墙最大深度 118m，伸入基岩 1m，墙底设 50m 深帷幕灌浆。

大坝上游围堰工程为永临结合，是永久坝体的一部分，最大

堰高 24m。

莫勒切河发源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昆仑山北麓和



阿尔金山的两条东西相邻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大于 2.71 亿

m3，多年平均流量 9.75m3/s，主要为暴雨洪水或雨雪混合洪水，

主汛期在 6-8 月；最枯月为 3 月，最枯期多年平均流量 1.33m3/

s；9 月中旬 10 年一遇洪峰流量为 69.8m3/s。河流出山口附近

年平均气温 2.3℃，最高月 7 月平均气温 17.7℃，最低月 1 月

平均气温 -11.5℃。

3 坝址区工程地质条件

水库坝址区位于莫勒切河出山口处 , 为低中山河谷地貌 ,

山顶高 2500m, 两坝肩基岩山体较为雄厚。该段河谷呈 U 型 ,

走向近南北向 , 河道纵坡 11‰。现代河床宽 200 ～ 380m, 高

程 2325m 左右 , 河床为第四系全新统冲洪（Q4
al）漂卵砾石层

及中更新统冰水沉积（Q2
fgl）卵砾石层，最大厚度 118.7m。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2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 0.40s，

相应地震基本烈度Ⅷ度。

地质勘察期采用现场原位测试及室内试验等方法，查

明坝址区覆盖层物理力学性质，各项试验物理成果如表 1

所示。

4 大坝围堰基础防渗设计方案的分析论证

本 工 程 大 坝 基 础 防 渗 墙 为 完 全 截 渗 结 构， 轴 线 长

度 335m， 最 大 墙 深 118m， 伸 入 泥 岩 1m， 总 成 墙 面 积 为

39500m2。参照中国高原地区已有的超百米深（1m 厚）基础

防渗墙施工平均能力水平 140m2/d, 石门水库大坝基础防渗墙

施工用时需 13 个月，需跨越一个主汛期。结合河道截流工时段，

设计安排防渗墙施工均在枯水期进行，即河道两侧滩地处共

255m 长的防渗墙施工在开工后第一年的枯水期 9 月开始，至

第二年 5 月完成，第二年 6、7、8 三个月主汛期不施工，待 9

月中旬河道截流后，围堰已进行填筑的 10 月初开始施工主河

槽剩余段 90m 长的防渗墙，防渗墙施工完成后即进入地上工

程沥青混凝土心墙坝的填筑施工。

结合以上总体工期安排，并分析莫勒切河的河道特点，

由水文勘察可知，莫勒切河为全年无干枯河流，多年平均流

量 9.75m3/s，枯水期多年平均流量 1.33m3/s，枯水期主河槽水

面宽 40 ～ 70m，两侧滩地均无明水。充分分析水文、气候、

施工条件等基础资料，研究大坝围堰基础的防渗设计型式事

关主河槽段防渗体及大坝填筑施工，因此，在确保安全、可

靠的前提下做到节约工期、节省投资，设计分别考虑了如下

两种围堰基础防渗设计方案进行比较，并最终推荐了较优方

案，指导了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4.1 方案一：上游围堰基础设 0.5m 厚完全防渗墙 [1]

该方案为在上游围堰前坡脚处设 116.1m 深 50cm 厚的

混凝土防渗墙，防渗墙深入底部岩石，上部与围堰土工膜斜

墙防渗体相接，此方案围堰为完全防渗结构。围堰防渗轴线

长 360m，成墙面积 44000m2, 围堰防渗墙施工开始时段与主

体防渗墙施工同步进行，但围堰截渗墙可以利用枯水期全部

施工完成，即开工后第一年 10 月开始，至第二年 5 月完成，

施工强度 190 m2/d,9 月份河道截流后可以进行围堰填筑、主

河槽段的主体防渗墙及后序的坝体填筑施工。方案一围堰基

础完全防渗墙设计横断面图及主要工程量投资情况见图 1、

表 2 。

表 1 覆盖层主要物理力学性质参数表

岩性
比
重

干密度
ρd

孔隙率

变形模量 抗剪强度

渗透
系数 K

允许渗透
比降

Jr

允  许
承载力 fK

饱和
C φ

干 饱和
饱和 饱和

g/cm3 % MPa kPa ° cm/s kPa

中更新统冰水沉
积 Q2

fgl)
卵砾石层

2.7 2.10-2.26 14-16 129 0 35 7.6×10-2 0.11 800 600

上更新统冲积
（Q3

al）漂卵砾石
层

2.7 2.24-2,28 15-17 40 0 32 3.0×10-1-
8.0×10-2 0.1 500 400

全新统冲积（Q4
al）

漂卵砾石层
2.7 2.18-2.24 17-19 35 0 30

4×10-1

-
8×10-1

0.1 350 300



4.2 方案二：上游围堰基础设（0.5m 厚）悬挂式防

渗墙 [1]+ 截流后主体工程施工期 ( 堰顶高程以下部位 )

的经常性排水 [2]

经分析，该工程基础防渗墙主河床段施工在截流后

10 ～ 1 月进行，若围堰基础做非完全截渗结构，存在该时段

枯水期排水问题；沥青混凝土心墙坝体填筑在第三年的 3 月

中旬开始进行，3 月中旬至 5 月底，主汛期来临之前，按照

新疆地区沥青心墙坝施工平均水平，土方填筑强度 35 万 m3/

月，每月有效施工期 25 天，沥青心墙上升速度不低于 9m/

月，经计算，主汛期之前，坝体填筑高度不低于 18m，即达到

2342.5m以上。依据水文成果，该河枯水期多年平均流量1.33m3/

s，截流时段 9 月上旬，10 年一遇的旬平均流量为 21.1m3/s，

最枯月为三月 10 年一遇平均流量为 2.16m3/s，按 10 年一遇各

月平均流量计算堰前水位 - 流量关系可知，主河槽段防渗墙

施工期 10 月至 1 月，堰前最高水位在 9 月底，水位高 3.5m，

大坝开始填筑期 3 月中旬，堰前最高水位为 0.9m，至 5 月底，

堰前最高水位为 8.7m，取枯水时段堰前最高水头为 10m，堰

后未进行坝体填筑施工的最不利工况进行围堰基础防渗墙悬挂

深度设计，设计分别初拟了 6m、8m、10m、12m、15m 等 5

种深度进行渗流稳定分析及渗漏量计算。围堰堰体的防渗型式

与方案一相同，即上游坡设土工膜斜墙防渗结构与基础防渗墙

图 1 方案一：大坝围堰基础完全防渗设计横断面图

表 4 方案一：大坝围堰基础完全防渗方案主要工程量及投资情况表

序号 部位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投资

（万元）
小计

（万元）

1

上游
围堰

基础清废开挖（运 500m） m3 38022.00 70.38 

3566.12 

2 围堰填筑（直接利用） m3 170710.00 71.02 

3 围堰填筑（运 2.5km） m3 370451.00 1278.06 

4 砼护坡（C30） m3 4134.00 244.43 

5 护坡垫层料 m3 4134.00 42.04 

6 两布一膜（150g/0.5mm/150g） m2 20673.00 54.58 

7 砼防渗墙浇注（C20,0.5m） m2 44001.90 1805.62 

8
施工
排水

初期积水抽排水 台时 720.00 4.32 
8.57 

9 后期少量渗水抽排水 台时 500.00 4.25 

合计 　 　 万元 　 　 3574.69 



相连。不同工况下围堰悬挂防渗墙的渗透稳定计算 [1] 见表 3。

经对几种不同堰前水位分别对应不同防渗墙深度的渗透

稳定分析计算可知，堰后最大出逸出降值均发生在堰后坡脚

最低处，通过以上计算表可见，当防渗墙深度大于 10m 后，

堰后最大渗透比降值趋于稳定，即随着防渗墙深度的加深，

渗透比降减小不明显或没有减小，其中枯水期 9 ～ 3 月，堰

后比降值最大 0.07，最小 0.02，均远远小于地质勘察给出的

围堰填筑砂砾料允许出逸比降 0.25；5 月底堰前最高水头为

10m、防渗墙深度大于 10m 工况，堰后最大出逸比降为 0.21，

发生在堰后坡脚，虽接近允许出逸比降值，但该种工况在实

际施工中不存在，可作为围堰设计的安全复核工况。根据最

低施工进度，该时期堰后坝体上升高度已大于 18m，不存在

堰后渗透不稳定问题。因此，综合渗流计算、安全、经济等

因素，该方案围堰基础防渗墙深度取 12m。

结合枯水施工期堰体渗流计算，该时段最大渗漏量为

57.53m3/ 天 / 米，即 2.4m3/h/ 米，则围堰总渗漏为 910m3/h,

施工排水可由集水明排解决，即在围堰下游侧设一条排水明

渠，排水渠内每隔 50m 设一集水井，排水渠深 1.5m，集水井

较排水沟深 1m，排水渠底宽 3m，开挖渠边坡为 1：2，集水

井个数为 8 个，沿排水渠匀均布设，每个集水井布置一台离

心泵，单台离心泵技术参数为：流量 150m3/h，扬程 50m，电

机功率 30KW，可满足整个枯水施工期的抽排水要求。方案

二围堰基础悬挂式防渗墙设计 [1] 与施工布置横断面图及主要

工程量投资情况见图 2、表 4 。

5 方案的比较与确定

方案一：优点是基础完全防渗结构保证了主河槽段施工

可在较干燥的作业面进行，基本无施工排水问题。缺点是围

堰完全防渗墙施工投入的机械设备较多，加之与大坝防渗墙

同期施工，总体防渗墙施工的强度较高；且工程投资较高，

堰体填筑、基础处理及少量排水工程投资约 3574.69 万元。

方案二：优点是悬挂式防渗墙，墙体深度较浅，施工容易，

表 3 围堰悬挂式防渗墙基础不同工况的渗透稳定计算表

计算工况 
（枯水期）

围堰防渗墙 
深度 
（m)

堰体填筑料 围堰防渗体 河床覆盖层 防渗墙 堰后
最大 

渗透比降

堰后
渗漏量渗透系数

（cm/s）
渗透系数

(cm/s)
渗透系数

(cm/s)
渗透系数

(cm/s)

1.6*10^(-1) 2*10^(-8) 9.4*10^(-2) 1*10^(-7) J Q(m3/ 天 /m)

9 月底
堰前 

水位 2329.6m

6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9 62.18

8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8 60.77

10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7 59.20

12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7 57.53

15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7 57.20

3 月中旬堰前 
水位 2327.0m

6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4 31.09

8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35 30.38

10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3 29.60

12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3 28.77

15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02 28.60

5 月底
堰前 

水位 2337.0m

6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24 186.55

8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23 182.30

10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22 177.60

12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22 172.60

15 砂砾石 土工膜 卵砾石 C20 混凝土 0.21 171.60



且与施工排水相接合的总体工程投资较低，约为 2729.05 万元，

较方案一投资节约 850 万元。缺点是该方案主体工程施工需有

连续几月的基坑排水相配合，对现场施工组织要求高，特别科

学排水要求严格，并应严格把握施工进度，确保工程如期进行。

为保证石门水库工程的质量与进度，大坝基础防渗墙工程

在正式开工前进行了试验段施工。经试验，防渗墙的施工进度

略高于设计平均进度，约为 230m2/ 天，因此在试验段成果的

基础上，围堰基础防渗设计推荐方案二，即悬挂式防渗墙方案。

6 结语

石门水库工程于 2013 年 7 月正式开工，2016 年 9 月下

闸蓄水，2017 年 6 月工程全部完工，水库建设顺利，至今该

水库已正常蓄水运行，经各种监测数据显示，水库运行情况

完好，坝体稳定、安全。超百米深河床覆盖层的大坝围堰悬

挂式基础防渗的设计已在新疆兵团石门水库中得到成功应用，

并为国家节约了工程投资，愿该经验能给类似工程以参考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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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方案二：围堰基础悬挂式防渗墙设计及施工布置横断面图

表 4 方案二：大坝围堰基础悬挂式防渗方案主要工程量及投资情况表

序号 部位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投资

（万元）
小计

（万元）

1

上游围堰

基础清废开挖（运 500m） m3 38022 70.38 

1947.13 

2 围堰填筑（直接利用） m3 170710 71.02 

3 围堰填筑（运 2.5km） m3 370451 1278.06 

4 砼护坡（C30 2 级配 W4 F300） m3 4134 244.43 

5 护坡垫层料 m3 4134 42.04 

6 两布一膜（150g/0.5mm/150g） m2 20673 54.58 

7 砼防渗墙浇注（C20,0.5m） m2 4548 186.63 

8
施工排水

初期积水抽排水 台时 720 4.32 
781.92 

9 后期渗水抽排水 台时 51840 777.6 

合计 　 　 万元 　 　 27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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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is a kind of project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and its specific information has been wide-
ly concerned by people. The advanc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eans the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China’s engineering industry. At present, China has carried out construction 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many places, and it is bound to encounter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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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不良地基基础处理策略　
毛勇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是一种有利于国民的工程，其具体信息一直以来都广受人们的关注。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中国工程
行业的全面进步，目前中国已经有多地开展了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工作，在实践的施工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施工时发现地基不适合工程项目的开展。一旦实际的建设过程中遇到不良地基，地下所预先埋伏的管
道很有可能会开裂，还有可能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人们要加大对地基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同的工程对于地基质量
的最低要求是有差异的，工程上要针对不同的不良地基进行精细研究，选用合适的方法改善地基使其符合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的建设要求。　
　
关键词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良地基；基础处理　

 
1 引言

中国的河流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水利工

程作为一种近些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用以调控地下水和地表水

资源的项目工程，在中国也会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中国开

展水利水电工程的地区增多，面临的不良地基种类也变得多

种多样，要对地基进行专门处理后，才能继续开展工程项目。

地基问题解决的不同程度，会对工程的开展进度造成不小的

影响，更是会对完工的工程建筑的安全性造成极大的影响。

虽然中国在水利工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都有了较好的解决方

案，但水利工程建筑所涉及到的东西相当多，而且地基的问

题还困扰着设计人员，因此工程的进度和工程建设的效率都

被拉低，所以当下水利工程行业中最需要研究的就是不良地

基的处理措施，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能够有针对性的提

出解决方案，从而保证工程项目的进度和建筑物的安全性。

2 不良地基在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中的危害性

2.1 引起地基整体下沉

在某些黄土区域，其土地湿度超出正常指标，在这样的

土地基础上进行工程建设，黄土会在上层建筑的巨大压力下

发生一系列的改变，这主要是由黄土的组成成分决定的。黄

土的土地湿度过高，在作为地基进行建筑施工的时候，初始

阶段不会产生较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土壤锁不住水分，土地

的承载能力就会改变，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的承载能力不足，

势必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地基整体下陷是最常见的



问题类型之一。

2.2 可能会影响地基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暴露出稳定性差问题的地基的组成成分是风

化物和碎石等，这类地基在特点上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地

基的支撑作用不出众，在承受建筑物所当来的外力之后更有

可能出现变形等问题，整体来说达不到工程建设的最低标准。

这类地基如果不经过妥善的处理就应用到水利水电工程的建

设中，很可能会在上层建筑的压力下引起地基内部结构的改

变，从而影响到整个工程建设的质量。

2.3 地基因水分过多引起地貌破坏

进行水利水电工程的目的，是希望利用自然界的水资源，

并将其转化为电能，这就要求工程项目附近的水资源是比较

丰富的。但是福祸相依，利弊共存，过多的水分会导致地基

不适合进行工程建设。黄土地基是最容易出现地貌破坏的一

类地基，黄土松软而且连接不紧密，同时含有不少的易溶物，

暴雨冲刷以及水流冲击都会对黄土的结构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排水不及时，或者排水系统设计不当导致水流对某些薄

弱区域造成持续冲击，建筑物下方的地基会出现缺角现象，

引起地面开裂甚至水平面坍塌等地貌破坏，会对上层建筑的

安全使用造成直接的影响。

3 水利水电工程中常见的不良地基类型以及处

理方法

3.1 膨胀地基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普通土壤在吸收水分之后体积会基本无变化改变，水分

在蒸发或渗透出来时体积也没有明显变化。膨胀土对水分的

吸附性要远远超出普通土壤，单位体积的膨胀土能够吸附的

水分是惊人的，这会导致同样质量膨胀土的体积在充水和缺

水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异。[1] 膨胀地基一旦吸水，会导致地基

体积急剧增大，抬高建筑物，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地面开裂墙

面破坏等情况。因膨胀地基的危险性，研究人员也对这类地

基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研究，目前的常用的解决方案只有

一种，那就是替换法。膨胀土吸水性能过强的原因是成分中

含有太多的吸水物，从改变土壤本身性质入手太耗费资金，

所以采用替换的方法最具备经济效益。该方法实施的主要步

骤就在于将地基中的膨胀土清理之后，填入合适的材料进行

替换。如果这样还不能彻底解决地基膨胀问题，可以在这基

础上采用加固法将土层固定，将地基膨胀量降低到安全线以

下，保护建筑物的安全。

3.2 坝基涌泉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在岩溶地区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坝基涌泉是

很难避开的一种地基缺陷。水流的泉涌对大坝进行持续的冲

击，很容易导致坝身被侵蚀的情况，坝身关系到整个大坝的

正常工作，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尽快解决。从尧舜时期，

中国就已经总结出了治水的措施，疏、堵，对水流量较小的

泉眼，可以使用硬质材料将水流堵住，对水流量较大的泉眼，

一味的堵很可能会导致事态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进行合理

的疏通才是最好的方法，通过对巨大水流量的疏导，让水流

能够流通到更加需要水分的地方。

3.3 质软地基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质软地基的一般表现形式是泥状物居多，泥中水分比普

通土壤要多，这样的成分特点注定了质软地基的流动性很强，

水利工程的建筑的规模又比较大，地基的支撑力不足，建筑

物坐落在这样的地基上很容易发生倾斜倒塌或者下陷等情况。

研究人员经过对这类地基进行详细分析之后，依照另外类型

地基问题的处理方案，总结出了一些可行的措施：替换法，

将质软地基土层直接清理干净，使用合适的材料进行替换；

除水法，将泥土中的大量水分通过符合经济性要求的方法去

除出去；加固法，将泥层使用混凝土围堵起来或者向泥层加

入大量固态物以降低泥层的流动性；灌浆法，在对这类地基

问题的处理上有很大的实用性，通过向在地基中段添加更多

的液态浆体，液体的流通性能很好，这些液体能够将地基的

空孔填满，在等待一定时间后，这些浆液会发生凝固现象，

这样做能够改变质软地基的特性，能够为建筑提供更大支持

力；夯实法，根据质软地基的现场考察情况，选取恰当的工

具对地基进行夯实处理，这类方法处理泥状地基时用处不大，

但是在对质软的黄土地基的处理方面上成效显著，地基的支

撑力会得到显著的提高，达到建筑物的基本地基强度要求。

3.4 可液化地基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这类地基在受到外力的影响下会发生结构转变，在水分

的作用下，这些土壤会黏合到一起，导致地基体积减小，不

能对上层建筑起到预设的支撑作用，降低工程的安全性能。

这类地基的改造工作相当难以进行，国内外现在采用的通用



措施在于将土层替换法，这种方法首先要将问题土层整体移

出，然后选用合适的材料进行补充。经过替换之后的土层还

存在一些问题，地基的土壤不实，需要在进行压实处理，选

用合适的方法使土层夯实，以保证地基的整体强度符合工程

建筑的标准。另外还有一类方法在于防止土层液化，即加固法，

工程人员在面对可液化土层的时候，一般会使用硬质材料围

堵的措施，使土层形状固定，达到支撑上层建筑的目的。

3.5 强透水地基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一般来说，强透水层地基的组成成分都是以石类居多，

这类地基因其通透性较大，难以锁住水分，就会引起管道喷

发等情况，不能配合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完成预期目标。这类

地基的处理措施相对比较简单，工作人员只需要深入地基内

部，向其中添加混凝土等固态填充物，将砂石之间的空孔堵住，

从而达到锁水的目的。更高级的填补使用的器械是冲压钻机

和高压喷枪，使用这类工具能够使填补更加到位，填补物能

够更好的起到对地基的保护作用。

3.6 覆盖地基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覆盖地基对水分的渗透作用相当好，而且土层也相当虚，

能够为建筑提供的支持力较小，在建筑物的重力压迫下发生

变形的可能性很高，这样的土层不适合作为大规模工程的地

基，所以需要对这类地基进行必要的处理。[2] 覆盖土层的土

壤体积相对普通土层来说过多，全部进行替换的话耗时耗力，

不符合经济性要求，这个方法可以排除。除了替换法，工程

建设中面对不良地基的处理方法应用最多的是加固法，覆盖

地基采用加固法的经济效益很高，选用合适的工具将覆盖地

基进行加固处理，能够在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完成

工程目标，保证地基的质量。 

3.7 喀斯特地基的特点及解决方案

喀斯特地形在中国北方很难见到，但是在南部开展水利

水电工程时却时有遇到，这类地基对工程建筑的危害性是巨

大的，一旦发现地基种类属于喀斯特地形，工程组需要针对

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迅速处理。喀斯特地基的主要特点是土

层密集程度没有规律，部分土层空孔较多较大，锁水性能很差，

在工程建筑的重压下会发生坍塌等情况。工程行业内部对这

类地基问题的处理办法选取方面，一般选用填充法以及堵水

法。填充法的要义在于向地基中加入适当的材料，保证地基

的整体强度。堵水法的要义在于在地下修建合适的堵水设施，

防止地基因水流冲击而产生的破坏。

4 处理不良地基需要注重的内容

水利工程的规模大小和不良地基的种类都是选取解决方

案必须考虑的内容，处理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以期望

使用最少的资源，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首先要考虑工程的

规模，一般来说水利水电工程的规模都很大，面对这类工程

的不良地基问题，研究人员要经过实地考察，查阅资料，参

考以往的处理方案进行处理。考察的内容主要包括工程的建

设进度和地基的准确情况，不到工地是不能对这些内容有一

个直观的了解的。[3] 分析地基问题的成因，提出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项目施工的过程中，还要提醒工作人员注意规范操作，

避免不当操作加深地基问题。最后，当不良地基问题处理进

度结束后，组织研究人员对处理结果进行检验，找出方案实

施时可能存在的漏洞已经施工人员的错误操作，并进行改正，

彻底解决不良地基问题。

5 不良地基的解决方案的创新

5.1 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应用

面对实际地基问题时，循规蹈矩采取规定的解决方案是

不合理的。流状土层如果单独采用夯实处理，很容易将土层

中的部分水分析出，形成泥状土层，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求处

理方案的综合应用。[4] 排水法和固化法同时应用，能够更好

地解决流状地基问题，结合应用在某些特定场合还能降低施

工成本，达到经济实用的目的。所以工程中面临不良地基时

要注重考查，根据实际情况，将方法合理结合，提出花费最

少而又成效最好的解决方案。

5.2 添加特殊化合物固化土壤

面对不良地基问题的时候，往常人们采用的大多是替换

土层或者固化土层的方法。传统的替换土层的工程量较大，而

且被移出的问题土层没有实际用途，导致了资源的浪费。而传

统的固化土层，一般是使用工程设备将土层夯实或者加入混凝

土等材料实现的，通过这种方法实现的土层固化结果是强差人

意的，因为这种机械的物理性固化很难保证完美固化。最新的

研究表明，向土层中添加的含有特殊成分的固化剂，可以和流

状土壤中的有机物发生化学反应，混合的越均匀，反应发生的



越彻底，固化程度就越明显，反应后土壤能够为建筑提供的支

持力就越大。目前国内的水利水电工程还是使用传统的固化方

法实现土层的固化，新式的固化方法有必要被引进。

5.3 注重安全绿色环保技术的研究

安全绿色环保是现代工程项目实施时所追求的目标，地

球的资源有限，现在在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的同时，也要为后

代考虑，留下足够的资源。水利水电工程作为一项对社会有益

的工程，更应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在保证工程

建筑的作用前提下，追求安全绿色环保是今后工程建设的首要

目标。国内外最近比较火热的活性堵水墙就是该观念的最好体

现，通过特殊的吸附性较强的物质组成的过滤墙，实现对水资

源中不利于人体和自然环境的成分的吸收，达到绿色环保的目

的。另外，国际上在对质软地基进行处理时，还使用建筑废料

制成了固定轴，放入质软土层中起到支撑土层的作用，改善地

基质量，这样的做法能够实现资源最大程度的利用。

6 结语

不良地基问题不仅出现在水利工程中，这是建筑工程行

业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工程建筑行业内部也从未停止过对

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良

地基的种类很多，所能够引发的连锁反应不尽相同，同时不

同规格的建筑对材料等各方面的需求不同。研究人员在对各

方面具体情况没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前，很难提出最佳的解

决方案，面对实际问题时，研究人员要做的是对资料进行详

尽分析，通过参考已有的案例，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提出

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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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3s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3s technology is also used in ge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mon-
itoring in China. This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but also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hydrological pollution and disaster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3S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3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role 
of 3S technology in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ydrological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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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技术在水文监测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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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S 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信息收集领域，中国对地质以及水文的监测也使用到了 3S 技术，该种技术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水文监测
工作的效率，增强水文信息监测的准确性，还能对水文的污染以及灾害起到预防作用。论文对 3S 技术的概念进行阐述，分析
了 3S 技术应用在水文监测中的重要性，并提出 3S 技术在水文监测中的作用，以期能够为中国水文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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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进行水文工作能够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对水文

灾害进行有效防治，所以在水文工作中加强 3S 技术的应用有

重要意义。将 3S 技术应用在水文监测工作中，不仅能够监测

计算冰川，计算降水量，还能够评估防治水文灾害，在水分

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水文监测工作者

应该加强对 3S 技术的应用，发挥出 3S 技术在水文监测工作

中的最大价值。

2 3S 技术的概念

3S 技术是结合了遥感技术、地理位置信息系统以及全球

定位系统为一体的技术系统。3S 技术集结了空间技术、定位

技术、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导航技术 [1]。

对于遥感技术来说，是从高空接收地表推送的电磁波，并对

电磁波信息展开扫描、摄影以及传输处理的工作，然后对地

表的物体以及现象进行远距离的识别和监测。对于地理信息

系统来说，是管理地理信息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地理信息

进行多元化管理的过程中，展开组合以及分析，并将获得的

结果呈现在计算机上，属于信息可视化的现代化工具。对于

全球定位系统来说，能够准确实时进行定位，快速提供三维

坐标以及相关信息的新型定位技术。现阶段，3S 技术依然管

饭应用于各行业的监测工作中。

3 3S 技术应用在水文监测中的重要性

加强 3S 技术在水文监测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2]。一方

面，根据中国水资源的形式来说，虽然中国的水资源在世界

的总量较大，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也较大，所以人均占有量

比较低，而且中国地域以及水资源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

直接给中国水分监测的工作带来巨大冲击。近几年，中国逐

渐意识到水资源受到污染带来的危害程度，而在水资源稀缺

的地区，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基于该种背景下，



在水文监测工作中加强 3S 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监

测技术中产生的困难。另一方面，为实现水文监测工作的现

代化管理，就需要在水文事业中，加强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从而满足中国

水文事业向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所以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水

文监测者应该意识到水文监测的意义和作用，并在水文监测

工作中加强 3S 技术的应用，才能从本质上加快水文监测的转

型，进一步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为防治水文

灾害提供科学的依据以及指导意见 [3]。

4 3S 技术在水文监测中的作用

3S 技术在社会的发展中应用广泛且在各行各业发挥者很

大的影响，所以水文监测者应该加大对 3S 技术的应用力度，

在不断实践中，发挥出 3S 技术在水文监测工作中的作用，从

而提高监测的水平以及准确性，为中国水文事业的发展提供

科学的依据。下面作者就谈谈 3S 技术在水文监测中的作用。

4.1 对冰川进行检测和计算

对冰川进行检测和计算主要是计算出冰川的面积以及分

布，检测出融雪中的含水量。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人力完成这

些工作，不仅会增加工作人员的难度，即使能够完成也会消

耗大量的时间以及财力，而且检测的准确度比较低 [4]。而在

冰川检测和计算中应用 3S 技术，能够借助卫星的力量，通过

卫星图像以及计算的数据得出冰川的面积以及融雪的含水量，

不仅提高了检测计算的效率，还提高了检测的准确性。

4.2 对降水量进行预测和计算

降水量会影响城市的水文变化，所以降水量是水文监测

工作中的重点内容。监测人员在对降水量进行预测和计算时，

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影响，所以传统的检测手段在预测和计

算降水量时，缺乏一定的精度。而在对降水量进行预测和计

算中应用 3S 技术，能够快速分析某个区域内的降雨情况，包

括降雨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大气中的含水量等。所以 3S 技术对

区域内降雨状况的预测、计算以及预测降雨规律都有重要的

意义。

4.3 对水文灾害进行检测和评估

由于频繁发生的水文灾害，给人们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水文工作者必须要在意识到加强水文

灾害防治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遥感监测系统 [5]。但是要想完

善遥感监测系统，就需要对水文灾害进行预测和评估，从而

起到预防水文灾害发生的作用以及降低水文灾害的危害程度。

如果使用传统的水文监测技术，就难以保证检测的准确性。

所以在洪水预报过程中应用 3S 技术，能凭借卫星图像给决策

人员提供大量陆地覆盖的信息，且通过建立相应的模型对洪

水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预测，评价洪水的风险以及灾害，从

而为防洪抗灾的科学性决策提供指导和依据。对于水文灾害

中的渍涝来说，可以通过 3S 技术中含有的 GIS 技术，对土壤

以及渍涝温度等进行测量，从而科学评价水文灾害。

4.4 对水文环境进行保护

根据传统的水文监测技术来看，因水文资料缺乏全面系

统性，严重影响了水源的准确预测。在完善水文监测资料期

间，尤其是获取水样情况，需要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如果使用传统的人工监测方式，难以

获得水样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烟感技术应运而生，不仅

能够增强水文污染监测的有效性，还能及时监测水文环境相

关的信息，便于采取有效的对策，有助于保护水文环境。

4.5 建立矢量的图形库

根据 3S 技术的特点来说，可以收集沿江区域图形资料以

及图像相关的资料。图形资料包括沿江区域地形图、行政区、

植被的分布状况以及土地的利用情况等，尤其需要收集存在

的电子地图，这些资料中包括检测工作人员所需的空间信息。

而收集地形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地区高程的数据来建立数字

模型，以及矫正遥感图像。为了能够发挥出研究成果的作用，

需要收集的地形图比例尺比较大，高程数据也要尽量准确。

但是如果地形图的比例尺比较小，那么就可以通过全球定位

技术对高程数据进行补测，以此来放大比例尺。对于坡度变

化比较大且等高线稀疏的区域来说，也可以通过应用全球定

位技术对数据进行补测，以此来对等高线进行加密处理。由

于整个过程的分析以及计算都是通过电子数据来实现的，所

以需要通过 3S 技术对收集的非电子形式的图形资料进行数字

化，从而建立矢量的图形库。

5 结语

由于 3S 技术具有大量优势，被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的

监测工作中，所以将 3S 技术应用在水文监测工作中有重要

的意义。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水文监测工作人员应该全面认



识 3S 技术，意识到 3S 技术对水文监测工作的重要性。不

仅能够对冰川的情况进行检测和计算、计算降水量，还能够

评估水文灾害。同时还能建立矢量的图形库，对水文环境起

到保护的作用，将 3S 技术的重要性在水文监测中充分展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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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CTV inspection technology has a very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quality inspection of drainage pipes and canals, which can 
timely judge the operation of the pipeline, fi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ipeline operation an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solve them,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pipeline opera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CTV detec-
tion technology in drainage pipe quality inspection. 
　
Keywords
CCTV inspection technology; drainage pipes; quality inspection 

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网质量检测中的应用　
田健　闫后振　辛志翔　刘德余 　

青岛地质工程勘察院，中国·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渠质量检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能够及时判断管道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管道运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保证管道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论文主要针对 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质量检
测中的应用进行探究。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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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城

市建设中排水管网检测的项目数量越来越多，应用新的材料、

技术以及新的施工工艺可以提高施工质量和施工效果。CCTV

检测技术作为一种应用相对比较广泛的质量检测技术，在排

水管网质量检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保证施工

质量符合预期的标准，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水平。

2 CCTV 检测技术概述

CCTV 翻译成中文是闭路电视检测系统，按照功能命名

为管道内窥电视摄像检测系统，简称为 CCTV 检测系统。

CCTV 检测系统由控制台、爬行器、信号传输电缆以及摄像

头等相关组件构成。能够在管道中倒退和前进的爬行器上安

装高清晰摄像镜头，并将爬行区域控制台通过信号传输电来

进行有效连接，地面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控制台对爬行器的停

止前进倒退以及旋转进行操控，从而能够全面摄取管道内部

的状况资料，帮助检测人员及时发现管道存在的问题和故障，

保证排水管道的良好运行。

原有的排水管网养护技术工作人员通常只能通过反光镜

装置以及目测装置对水流状态进行检测，管道运行好坏则需

要通过机械涉水结果进行评价，受到技术方案以及检测方法

的影响，无法及时发现管道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不

能直观地反映管网功能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在检测过程中及

时发现管道中的渗漏问题和错误问题，导致检测效率不佳，

检测结果不准确。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检测过程中的有

效应用能够准确判断出管道错位变形以及裂缝等相关缺陷，

广泛应用于种类各异以及大小不同的管道系统当中。与传统

的检测技术相比，CCTV 管道检测技术安全性能更高，传回

来的图像比较清晰，而且图像可以经过存储重复分析观看，

为后续排水管质量控制以及缺陷的处理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当前排水管网质量检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包括变形、腐蚀、

胶圈脱落等结构性缺陷和沉积、封堵等功能性缺陷。CCTV

检测技术的应用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这些缺陷和缺陷位置，

使得排水管渠的修复工作能够顺利稳定的开展。

3 CCTV 检测技术的特点

CCTV 检测技术具有节省人工费用、安全性能高、多视

频画面、操作简单、品质和效率提升等优势和特征。原有的

检测方法通常以人工井下作业为主，相对来说风险性比较大，

CCTV 管道检测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智能系统进入管道，有

效避免井下环境对人工所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可以有效减

少人工费用，节省空间的同时也能够有效降低排水管渠质量

检测的费用。其次，CCTV 管道检测技术操作比较简单，机

器人的前行方向与镜头的观察方向都可以通过控制器进行有

效控制，只需要一人操作就可以了。显示界面上可以同时显

示前后左右的管道情况，帮助检测人员及时发现管道内部存

在的问题。另外，在 CCTV 管道检测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准确

定位管道病害，实时显示方位角度等信息内容，管道机器人

的防水性能也比较好，防护等级高，可以进入五米左右的水

深处进行检测，具有良好的防水性，气密性良好。

4 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质量检测中的应用

4.1 缺陷位置的记录

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质量检测中的有效应用可以详

实的记录缺陷的位置，为后续修复活动的施工创造良好的条

件，由于拍摄管区外形和管道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要想

能够全面系统地描述缺陷的位置以及缺陷的特征，首先需要

在缺陷所在地点距离管道起始点的位置处用距离进行表述，

CCTV 检测摄像机距离检测起点的长度记为检测时的距离。

其次，还需要科学地表征管道圆周分布的缺陷位置，可以将

管道看做一个时钟以顺时针的位置对圆周中缺陷的位置进行

表述，使得后续的检测和修复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1]。

4.2 合理进行管网普查活动

为了能够保证排水管渠的功能可以正常稳定的发挥，

还需要定期对管网的功能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管

道存在的问题，处理管道中管道混接以及垃圾建筑的问题。

CCTV 检测系统和检测技术在排水管质量检测中的有效应用，

可以通过区域性的划分排水管网普查工作，保证排水管网普

查活动开展的持续性、稳定性以及安全性，使得雨污水可以

分类排出。管网普查的检测内容包括接入管性质检查以及功

能性检测，可以得到系统详尽的数据，CCTV 检测系统的应

用能够解决以往检测设备检测精度不佳以及检测操作性不高

的问题。通过线缆主机以及摄像系统直接连接的方式进行排

水管道的科学检测，灯光和摄像在检测系统中的有效应用能

够满足长距离管道检测的要求，科学系统的判断管道运行的

情况，及时发现管道淤积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

该检测方法有着良好的适用性，而且也可以直观了解检查井

中置管的情况，完善已经有的排水网络图，客观准确地反映

管网的运行情况，得到清晰的管道功能图像 [2]。

4.3 加强现场的勘查活动

在进行排水管渠质量检测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管渠现

场业务环境的勘察，勘察待检测管道区域内的地貌地物交通状

况等环境特征。同时，还需要检查管道口的预计水位以及井内

构造状态，核对检查井位置、管径管材、管道埋深等资料。在

实际开展管道检测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首先需要连接好仪器

设备，设置各种各样的检测参数，开展潜望镜预检测和 CCTV

检测，对得到的数据以及图像资料进行采集，最后生成检测报

告。设备仪器的连接工作主要包括潜望镜连接和管道机器人连

接两个部分，潜望镜连接时需要将电池安装到位，并检查潜望

镜的气密性。如果存在潜望镜气压不足时需要预先通气，并将

气压控制在 0.7 左右。管道机器人连接时需要将机器人电源电

缆盘控制系统有效连接到一起并进行镜头的安装，在设备仪器

连接好之后，需要对检测系统进行科学的调试。通过控制系统

检测灯光镜头的各种性能，使得潜望镜管道机制能够正常稳定

的工作，检验机器人的爬行能力，将潜望镜缓慢放入井内，仔

细观察管道内部结构的情况，及时清理发现的障碍物。机器人

下井时需要由两个人负责操作绳索和电缆，并保持基层下井时

镜头朝下，在合适的位置放入滑轮避免电缆直接接触到井壁，

机器人在管道中开始行进并对周围的环境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控

和反馈。观察管对内部的情况，及时拍照管道缺陷以及障碍物

的相关问题并对缺陷类型进行预判，科学的记录缺陷的情况，

生成综合评估报告确定修复方案 [3]。

4.4 CCTV 检测技术在城市雨污分流工程中的应用

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雨污分流工程，



分流工程的主要作用是分流雨水和污水避免污染城市水环境，

该工程项目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工程任务相对比较繁重，在

实际施工的过程中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复杂的

地质环境。CCTV 检测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检测技术来说，可

以有效解决雨污工程验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高工

程检测质量。CCTV 检测技术在管道结构性检测以及功能性

检测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显著的应用成果，相关

施工单位以及建设单位可以结合 CCTV 检测技术的结果以及

反馈的内容整改雨污分流工程，促进城市环境的保护以及水

资源的有效应用。由于雨污分流管道中通常含有各种各样的

有毒气体及有毒物质，人工检测方案往往会造成一定的健康

损伤。CCTV 检测技术的有效运用能够解放人力，通过机器

人进行排水管区质量问题的检测，能够避免工作人员在管道

内部检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窒息中毒甚至死亡的风险，为技

术人员的检测和分析提供安全保障和数据支持。CCTV 检测

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获取相关的图片资料以及影像资料，提

升整体排水管道的验收质量，将 CCTV 检测技术应用与工程

项目评估、管理和设计过程中，避免工程投入使用期间发生

的各种问题，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和工程项目地使用价值。

5 结语

综上所述，CCTV 检测技术在排水管渠质量检测中的有

效应用能够系统科学的分析管道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和不足，

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从而可以有效延长排水管网

的使用寿命，提高排水管网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效果，为排水

管及后续的优化调整和养护维修提供数据支持，促进排水管

网项目的持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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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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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项目的发展及建设直接关系着社会建设发展和民生生活，需要加强对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视，保证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论文主要针对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策略进行探究，希望能够促进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顺利稳定的开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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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水平以及建设效率也获得了有效的提升，现代

化进程的加快使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也越来越多。在现代化

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利工程项目的作用和价值，必须要

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视，通过精细化和现代化的管

理模式，提高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延长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

促进水利工程的持续稳定发展。

2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概述

应用科学的水利工程管理体系进行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的

方法为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管理包括管理制度的现代化、管

理硬件设备的现代化以及管理者和管理队伍的现代化。现代

化的一个延伸便是精细化，在现代化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细致

的进行和执行每一项管理任务管理条例以及管理职责，做好

工程项目的细节管理。精细管理水利工程项目涉及到的人员

和工作环节，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信息化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精细化是一种文化态度和精神意识。如果在管理过程

中忽视了精细化，那么也谈不上现代化。相对的是，如果水

利工程管理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做到细

致化和规范化。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现代化发展以及经济发

展的需求，需要对水利工程进行精细化和现代化的管理，保

障水利工程的质量，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项目的作用和价值。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以及市场经

济体制管理体系的要求，应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手段、技术方法

以及精细化的管理策略开展管理活动，明确管理对象的划分管

理岗位及管理职能的细分，细化管理制度以及管理方向。在管

理过程中，注重过程基础质量和细节，力求将每一个细节都管



理好。在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保

证工程管理的准时性和准确性，科学的执行管理标准管理制度，

明确管理流程和管理方案，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效能与作用。

3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目标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工作的落实能够最大化的

保证水利工程的质量，使水利工程项目可以在长时间的使用过

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的便利性。

在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工程管理的作用

和价值，确定管理的目标。水利工程管理需要保证所有的水利

设备都能够稳定持续地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工作效率。

其次，还需要在水利工程管理的过程中保证相关设备可以得到

合理有效的应用，避免人为原因出现操作失误和设备使用事故

问题，防止设备出现功能故障，减少水利工程本身存在安全隐

患，避免工程项目日后的使用问题。另外，还需要保证相关部

门的工作人员可以正确科学的操作机械设备，提升水利工程设

备和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设备的工作效率，缩短建设周期，提

高整体工程质量。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水利工程的定期与不定

期的保养和维护，及时发现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解决，避免问题带来的消极性的影响。

在设备采购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对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保

护与维持，坚持使用资源集约化的原则进行设备采购，提高水

利工程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水利工程项目通常体量较大，建设持续时间较长，涉及

到的设备、人员、材料较多，在实际使用和建设过程中难免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问题，影响项目的正常稳定运行。因此，

需要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视，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措

施以及管理策略保证项目管理可以顺利稳定地开展，科学的调

配人力资源，充分发挥每一名从事水利工作职工的个人价值，

建立系统完善的规章制度，使得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可以严格按

照相关管理机制和条款开展管理活动，提高管理人员自身的综

合实践以及业务能力，便于管理人员更好地开展管理活动。

4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相关

策略

4.1 明确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

加强工程管理制度以及管理体制的建设是推进水利工程

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的基础以及保障，在实际开展水利

工程管理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水利工程项目的深

入研究和考察，结合工程有关的基础资料推进管理制度和管

理方案的建设，深化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促进工程运行

机制和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需要推动内部改革

工作的发展，提高工程整体的管理水平，实现养护队伍的市

场化发展。其次，还需要结合水利工程项目的实际建设要求、

建设标准和建设情况，紧密结合水利工程管理规程以及技术

要求，认真整理和搜集基本资料和档案资料，完善水利部的

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为后续水利工程管理项目的收益稳定

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还需要建立系统完善

的水利工程管理机制和管理标准，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

章制度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推进水利工程的精细化管理

和系统化管理。

4.2 应用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计算

机时代的全面到来使得信息技术在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程度

不断深化，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应用现代化的

技术手段进行工程的管理可以实现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和现代

化，信息化的管理也是管理工作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精细

化与现代化管理过程中融入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真正的实现

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可以结合这些数据

合理调度水资源，实现水利资源管理的智能化和系统化，为后

续防洪防涝工作的正确进行以及决策活动的正确开展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另外，视频监控系统的建立还可以及时将有关的数

据信息传递给管理中心，密切监测工程项目出现的渗水问题、

沉降问题以及裂缝问题，并结合预先制定的风险处理方案进行

险情的控制，及时发现险情和控制险情 [1]。

4.3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

通过分析工程水利项目中建设管理及施工存在的问题可

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工程问题是由于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专

业技能不足所造成的。从当前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人员的实际

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不高，施工水平比较

的专业知识较弱，施工技术较差，导致实际施工开展的过程

中很容易存在失误问题而引起施工事故。随着现代管理理念

的逐渐推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需要加强对管理人员以及决策人员管理意识的



培养，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工作态度以及专业能力，

提高整体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从而使得工作人

员能够顺利科学地参与到水利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来，使得

每一名工作人员都能够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突出细节管理的作用和价值。另外，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分工

协作体系，对水利工程管理质量进行系统的控制，充分发挥

参与水利工程管理的员工的作用，避免施工问题的发生，一

旦出现工作问题，也需要能够追究到人员的责任，提高工作

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2]。

4.4 加强各领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在水利工程管理精细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还涉及到

规划人士以及通信等多方面的内容，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项

目管理及项目建设，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联系，促进各部

门将精细化合作的落实，掌握不同环节的具体细则。将现代

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引入到前期规划方面，明确工程项

目建设的目标，并大力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管理方案，使得

工程建设效果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现代化管理追求的主要

目标是规范化、系统化和精细化，在精细化现代化的管理过

程中，也要应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和设备，实现现代化管理要求，

保证工程管理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在水利工程项目

管理期间，也需要注意各个项目和工程部分的管理，加强细

节化的控制和管理，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另外，

也可以应用 GPS 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全面

了解和掌握工程的具体情况，对工程进行科学的日常维护，

尤其注意对重点位置和容易发生故障位置的维护，引入现代

化的设备和管理技术，并建立系统完善的管理系统，从而可

以实现水利工程的精细化管理与现代化管理。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的建设直接关

系着水利工程项目的使用寿命以及使用效率，科学开展水利

工程的管理能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建设，具有

深远的意义，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要求，需要加强

对水利工程管理的分析及探究，促进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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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s are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for water storage, flood 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development. Reservoirs are part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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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是蓄水、防洪和农业灌溉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水库对节水设施特别重要。目前，中国许多小型水库普遍遭受长期破坏，
存在水资源项目管理不当，管理人员的技能和实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论文主要介绍小型水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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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型水库项目在中国农业生产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一些以前的项目存在诸如

工程设计标准低下和建筑专业知识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严

重影响了当今经济的整体发展，面对当前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有必要讨论和解决水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 小型水库管理问题分析

2.1 水库建筑设计不科学

小型水库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在危机期间农业作物的灌溉

和防洪作用，一般的水库通常要包括水坝，沟渠和水闸。由

于中国地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水库建设之初并未充分考

虑技术因素，在建设的时期许多水库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受

到限制，没有相关技术部门的设计，并且有许多水库仍在使

用中。这些早期简称的水库未达到最初的施工预期，此外，

由于缺乏合理的维修和加固，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相应的渠道

外流，破坏了水库的基础设施，使人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水库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早期建成的水库

不能够及时撤离洪水，严重威胁下游大坝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 [1]。 

水库当时的水库诞生于计划经济的背景，其目的是确保

农村灌溉水得到无偿补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农民的个体经济

意识普遍增强，集体意识减弱，只知道用水是在用水的过程

中，而不关心公共基础设施。而且基础设施的维修被忽略了。

水库维修的行政资金很少，无法维持水库管理的日常运行，

这最终导致了不受管理或人为损坏的水库，这与原始建设的

目的背道而驰。 

2.2 计划管理不规范

小型水库主要用于作物灌溉和生产用水，因此管理不力

将会对居民的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在一些中小型水库建成



时候，当时系统还没有标准化，许多水管理部门和水库管理

部门没有意识到水库运行法规的重要性，也没有建立相应的

管理法规。水库的问题没有向主管部门报告以及时批准，并

且由于下游河流安全释放和水库容量的变化，一些水库没有

及时更新调度规则。一些水库的工作相对缓慢，尚未对库区

流域的雨水和水库的储藏条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其他降雨

和洪水条件下，难以及时提出水库调度方案。防洪管理与调

度导致了防洪调度的盲目性，一些水库没有专业或适当的管

理，没有进行总结水库的调度工作，没有及时进行技术处理

或记录调度过程中的问题 [2]。 

2.3 对储层管理设备安全管理的认识较弱

水库可以有效的确保大坝安全，一些水利管理部门没有

相关的安全应急管理意识，水库经常发生瘫痪和意外事故，

没有为水库突发情况准备相关的应急救援计划，管理人员没

有进行过相关的管理培训，管理人员没有学习有关水库的全

部防洪知识，也没有进行意外安全事件的紧急演习。一些水

库的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知识相对薄弱，缺乏预防和处理保

护项目的能力。加强管理部门的安全意识可以让各部门的员

工都重视安全问题，可以让施工人员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更

加注重安全设施的建设。有效的提高中小型水库的日常管理

安全问题，可以让整个水库项目更加稳定的运行，同时可以

有效的提高水库使用的寿命。 

2.4 防洪能力不足

许多小型水库（例如大坝，溢洪道和供水设施）的基础

设施不完整，排洪能力不足，排水结构的安全性能不能满足

相关要求，洪水无法安全排出。中国 14,000 个小型水库的防

洪能力不足，约占小型和危险水库总数的 35％，这导致一些

小型水库发生倒塌。危险的水坝直接导致严重后果，影响整

个水库的正常运转，严重时甚至威胁到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2.5 水库交通和通讯不便

中国地势复杂多样，多数小型水库建在水资源相对匮乏

的山区，主要运输道路较远，修建水库的通行道路大多为狭

窄的道路，存在较多的坑洼。在水库的地区经常存在道路狭

窄的情况，如果水库处于危险之中，则在交通拥堵，通信不

畅以及难以及时获得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将会造

成严重后果。 

3 加强小型水库管理的措施

3.1 对危险水坝进行维护和加固

对于坝高不足，坝顶宽度较小的小型水库，应根据水库

工程水平的要求重新调整有关设计措施和水文计算，复核设

计洪水，调整坝顶高度和坝顶宽度。对于大坝的边坡，应根

据水利工程的有关规定和边坡稳定性的计算确定大坝的边坡

和边坡防护结构。如果排水通道不够宽，则必须根据最大流

出量和溢洪道的宽度来确定排水的宽度和最大深度的深度，

必须根据每个水库工程的特点，使接收斜排水（闸）管和扁

平排水管的船舶不会发生泄漏，如果发生泄漏，则应采取相

应的处理方案以加强防漏，如果泄漏严重，应进行重建。同时，

有必要分析和检查车体的防滑稳定性，检查不均匀的沉降和

裂缝，对于坝基渗漏多，坝体填充质量差的水库，应进行渗

漏灌浆和坝基加固处理 [3]。

3.2 加强小型水库的项目管理

加强小型水库工程管理应从基层水管理部门开始，乡镇

水库工程管理装置作为基层部门，应结合地方政府制定的水

管理管理规定，按照相关的政策要求进行地方节水建设。根

据项目所需的法规，建立适当设施和水管理组织以管理水费

和基础设施的维护，运行和管理，并加强节水项目的检查和

维护。各级政府和各级水管理部门需要加大公共关系力度，

水资源公共关系是农业生命力，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要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就

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必须提高社会对节水的认识，保护有

限的水资源，并为后代留下生活必需品。根据适用的国家法规，

向用水户收取水费，与居民共同管理水资源，并合理利用水

资源。 

3.3 加强小型水库的安全和应急管理

首先管理部门应当要履行安全责任，明确责任主体，全

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其次是管理部门必须改善管理组织，

分配兼职员工，并切实执行组织对专人管理和记录的要求。

另外，还必须建立检查制度，规范工作程序。每个检查结果

必须以规定的形式要求报告给高级主管，并提交到储层技术

档案中。加强水库应急管理，不断完善和更新防洪计划及其

相应的应急预案，严格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定期进行培训



和学习，建立良好的沟通和执行应急预案以确保及时有效的

水库应急管理，对于任何安全事故都可以尽快进行反应，防

止安全事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3.4 水保护装置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方式

小型水库项目需要适应当地经济形势，利用自身优势发

展适合市场经济的产业，并发展经济果树，速生高产林，经

济竹林。国家贷款和特定于单位的自筹资金可以帮助创业公

司融资。经济发展可以有效的加强水管理设备的经济性和市

场竞争力，改善工作环境，改善水管理人员的待遇，稳定水

管理人员的队伍，并执行水库项目管理任务。为此，必须修

复和加固现有的危险大坝，并且必须按照高标准严格设计和

建造未来的水库。做好水库小型项目的管理，不仅取决于水

管理部门，还取决于每个公民的关心和支持，管理人员和用

户必须相互配合，以确保节水建设项目取得最大的胜利 [4]。

3.5 现代水库管理应规范化

标准化是水库管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实施标准化以减

少建筑的盲目性和随机性。标准化管理必须首先建立管理标

准，管理标准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质量标准，另一

个是工作负载管理标准。质量标准是管理工程设备的良好状

态和水平，工作量标准是达到质量标准所必须执行的任务，

必须尽可能量化管理标准，以促进问责制以及自动化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储层管理必须逐步实现自动化。

这包括管理方法，例如液压和电气设备操作的自动化，大坝

观测自动化和远程操作控制，各种记录的收集和安排以及技

术文件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规范化的管理可以有效的提

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可以让整个管理工作更加有序的进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之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希

望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启发。小型水库管理问题是工程设施问

题必须紧迫解决，在水库日常管理工作中，工程管理，运输

和通讯等问题都很重要，而且这些问题是相互影响的。要解

决此问题，除了水库项目的管理部门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关

注和支持，水库的有效管理可以有效的改善居民的用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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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curtain grouting is the core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lso a strong backing for building safety. The purpose of curtain grouting technolog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to reduce the water leakage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rtain grout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curtain grouting technology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propos-
es some necessary measures based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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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帷幕灌浆作为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是保证水利工程建设成功的核心，也是建筑安全的坚强后盾。帷幕灌浆技术在水利工程
实施中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水利工程中的漏水量，保证实施工程的安全，本文在阐述帷幕灌浆概念的基础上，探索帷幕灌浆技
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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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安全技术逐步提高，帷幕灌浆作

为水利工程建筑基地中防渗透处理的主要方式，对于促进水

利建筑的安全运行有重要作用。水利建筑特别是大坝基础防

渗透基础处理，关系到水利工程的安全与成败。大坝基础防

渗透处理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渗透量，降低大坝场地的

压力，控制大坝基的渗流坡降速度，防止渗透破坏。为了达

到上述目的，当前最常用的方式是大坝基帷幕灌浆施工技术。

2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概念及重要性

2.1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概念

水利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做好大坝的防水工程，其中基

础性大坝防渗透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渗漏量，将坝基

的压力减少到最低，达到预坝体渗透破坏。从整体上来看，

水利工程中施工技术可以及时完成需要借助帷幕灌浆技术，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在整体坝体工程中普及程度较高，因为其

具有较强的防渗透技术，在进行帷幕灌浆施工过程中使用地

质钻机完成对目标地层的钻孔工作，从而保证整个地质层中

可以形成一个帷幕形状的钻孔。为了使得水泥浆可以进入到

钻孔当中需要对其施加压力，在注入水泥浆之后，经过一段

时间，水泥凝固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坚固的防水帷幕，这一层

兼顾的防水帷幕就可以有效防治来自于地层的渗透。在水利

工程的防水处理中需要充分保证灌浆的范围，保证顶部和大

闸的底部可以相互连接，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灌浆范围的底部

和岩层底部是相互来凝结，同时帷幕灌浆与排水系统共同作

用对水利工程造成的扬压力进行缓解，因此，可以看出帷幕



灌浆施工技术在水利工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保

证水利工程的施工安全。通过对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原理的研

究我们发现，帷幕灌浆施工技术是将水泥浆注入到钻孔之中

形成一个坚固的防水帷幕，控制来自底层的渗透。

2.2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重要性

基础性帷幕灌浆在水利工程基础处理中是一项非常重要

且复杂的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地基与坝体的承载能力，还可

以起到防渗漏和防开裂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近些年来被

广泛应用在水利工程之中，用来提高水利工程的质量和运行

的安全性。此外，对于如何提高水利工程帷幕灌浆施工技术

水平也是当前施工技术人员应当面临的重要问题。水利工程

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借助水利工程不仅可以用来供水

和防电，还可以用来灌溉发电，也就是说最大程度地分配水

资源，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工业化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水利工程的需求逐渐加大，中国

水利工程的整体态势朝着良好地方向发展。根据水利工程的

目标，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对地基和坝体的施工是水利工

程的重点。基础性的灌浆施工技术是将灌浆材料通过运送压

力注入到岩石、地层和建筑物的空洞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提高坝体本身的承载能力，此外，还可以大大提高水利

建筑的性能，起到防渗透和防开裂的作用 [1]。

3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优点

在借助帷幕灌浆施工技术中，因为其优点众多，作用突

出被广泛使用，现将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优点做如下分析：

3.1 实用性能强

水利工程施工建设是中国一项关乎民生的大工程，关系

到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的安全，水利工程基础处理建设的基础

是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因为帷幕灌浆施工技术本身技术发展

已经非常成熟，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水利工程的修建关系

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用水、用电安全，对于发展“三农”产业

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充分保证中国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水利工程的基础处理中广泛使用帷幕灌

浆施工技术，通过上述对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工作原理的分析，

可以看出其技术应用简单，易于操作。

3.2 安全性能强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在施工过程中是在技术人员精密测量

之后经过反复研究执行的详细方案，因此，在帷幕灌浆技术

施工过程中安全性能比较强。一般情况下，因为帷幕灌浆施

工技术需要进行钻孔工作，因此在使用技术之前需要对周围

的地质环境进行勘探，全面掌握整个地区的水文情况。除了

这些之外，因为不同水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帷

幕压力，因此，在进行帷幕灌浆的过程中需要非常小心谨慎。

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都会有工人严格把控帷幕灌浆产生的压

力，目的是为了保证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帷幕灌浆的压力不会

超过帷幕灌浆岩层与上方建筑之间的压力 [2]。

3.3 经济成本较低

帷幕灌浆应用在水利工程基础处理中操作简单、便捷，

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一直贯彻“低能耗”的原则理念，这样做

的目的是将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经济优势全面发挥出来。

4 水利工程基础处理中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

要点

4.1 钻孔

在帷幕灌浆施工技术中钻孔是核心环节，施工技术人员

对孔洞的直径进行严格把控，空洞的直径不能超过四十六毫

米，如果参考的是当前工程的需求，应用的就是孔洞封闭式

的帷幕灌浆施工技术，为了减少灌浆管道出现不良问题，对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造成危害，并适当增加孔洞的直径。对于

以往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应用进行分析，经常会出现此种不

良情况，导致孔洞与设计标准产生差异，因此施工技术人员

需要对偏差距离进行监测，如果距离过大，技术人员就要与

设计人员进行沟通，因此这种情况的存在严重降低了工程项

目建设的施工质量，使得帷幕灌浆施工建设的作用受到影响，

因此，施工技术人员应当与设计人员共同商议，讨论解决问题。

此外，钻孔设备安装也必须牢固，在完成之后需要对钻孔进

行综合性的检查与监测，保证钻孔方向的准确，以及每一项

记录的可靠性与及时性，从而为检验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参

考依据 [3]。



4.2 制浆

制浆工作的开展在帷幕灌浆施工技术中也非常重要，因

此，施工技术人员也需要不断提高制浆环节的重视，认真筛

选每一道骨料，减去直径与设计要求不符合的骨料和在职。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使用的制浆液体，水泥材料会适应硅酸盐

水泥。制浆液体的制作在完成之后需要在实验室对其进行综

合测试，主要测试其是否可以满足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需要，

有针对性的对配方进行优化处理，从而保证帷幕灌浆施工技

术在水利工程中的良好应用。

4.3 灌浆

上述环节结束之后，就需要进行制浆工作，灌浆的压力

应该尽快达到设计压力，在注入率大的时候应当分级升高压

力，灌浆的浓度从稀到浓逐渐变化。水、灰的比率分为七个

比级，在灌浆中分三次工序进行灌浆，等到第一个序孔结束

之后再开展第二个序孔的灌浆，等到三次灌浆结束之后，再

进行提注浆管环节，避免孔底堵塞。

5 灌浆结束和封孔

浆液得制作水泥材料一般采用普通类型的硅酸盐水泥，

但是其标准需要超过 32.5，浆液制作的时间需要经过多次实

验之后才能真正确认，同时注意浆液的温度一定要严格控制

在 5 到 40 度范围之间，如果浆液的温度低于这个温度范围，

那么此次浆液的制作就失败了。之后浆液的温度和质量达到

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水准之后才能应用输浆管道进行灌浆处

理。此外，施工技术人员还需要对废弃的浆液进行施工处理，

充分保障施工现场的情节性，以免对工程周围的环境造成危

害与污染 [4]。

6 基础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在水利工程基础处理

中的实践应用

6.1 在水利工程的各个阶段基础工程中应用帷幕灌浆
技术

首先，应当做好水利工程基础灌浆施工技术之前的设计

和准备工作，争取实现理想的预期效果，在施工之前做好相

应的设计准备工作，应当对水利工程施工周边的地质和水文

情况进行勘探，尽快掌握周围地区的实际情况。其次，在对

水利坝体进行灌浆设计的时候，应当对裂缝和孔洞的大小以

及分布情况进行逐个踩点，掌握最先的信息，特别是在实际

施工过程中，大规模的灌浆施工必须对现场的工作进行实验。

确定灌浆孔的深度、距离等，从而为灌浆施工的选择提供更

加合适的材料和压力，最后在灌浆施工过程中，需要根据实

际的灌浆部位，借助对应的计算公示选择合适的灌浆压力 [5]。

6.2 在水利工程基础处理中具体实施帷幕灌浆施工

技术

首先，在实施灌浆钻孔施工中，岩心的钻机在选择钻孔

方法和钻头的时候，必须结合岩石的实际硬度。通常情况下，

钻孔的过程中应当避免选择钢粒钻钻头，因为这种钻头在钻进

的过程中很容易引起粉末造成墙壁孔壁裂隙，从而使得灌浆的

质量大大降低。因此，在钻进的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钻进的方

法，比如在砂砾石层中钻孔，一般会采用优质性的泥浆固璧，

在岩基中钻孔要分段测量孔斜，分析灌浆的质量，为了更好地

提高灌浆质量，在灌浆之前应当水流冲洗钻孔，将裂隙中或者

是孔洞中的泥质填充物冲出空外，或者将其推移到灌浆处理范

围之外。其次，是帷幕灌浆的施工，在开展施工过程中，必须

按照顺序严格实施，通常情况之下，灌浆施工的顺序可以分为

一序孔、二序孔和三序孔三种，随着孔序不断增加，相应的灌



浆也会加密。在实际的灌浆过程中，一些较浅的孔，就可以使

用全孔的一次灌浆方法，而较为深的孔，就可以使用全孔分段

得帷幕灌浆方法。但是不管采用哪一种帷幕灌浆方法，在灌浆

之前必须对浆液进行充分搅拌，然后将其放入到灌浆机器中，

并利用灌浆纯压式和高压灌浆的方法和循环灌浆方法，使用以

上方法将其灌入到钻孔之中。最后，灌浆的施工质量对水利工

程基础处理具有决定性得作用，因此，在完成帷幕灌浆工作之

后，必须严格检查灌浆的质量，也可以根据灌浆的记录，对灌

浆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器具进行一一检查，同时，也需要

检查钻孔，利用压水实验的方法检查钻孔，确认灌浆的质量应

当采用对应的建设标准。

6.3 特殊水利基础处理施工中的技术应用

在岩溶性基础灌浆施工技术的应用中，会因为地质的原

因导致渗漏和漏水等问题，正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施工技术

人员将基础性灌浆施工技术应用在岩溶性的水利工程建设之

中，希望可以提高岩溶性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水平。这是因

为在地基施工中采用的高压灌浆施工基础具有很强的抗劈裂

能力，因此，在水利工程之中，可以采用不冲洗高压水泥灌

浆施工技术，将水泥以条块的方式逐渐渗透在泥土之中，并

且对着水泥在土壤中的渗透不断扩大范围，也就是形成的网

状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岩溶性地区水利工程的防水性能。

同时，为了提高水利工程地基的坚固程度，还可以采用高压

旋喷灌浆技术。利用机械性质的钻孔机械深入到低下，从而

将水泥浆喷射到地层之中，与已经造成破坏的土层混合在一

起。而当这些混合物凝固之后就会在岩溶性地区形成柱体，

达到加固地基得作用。一般情况之下，并不会在容易发生漏

水的地方开展水利工程，但是会因为实际需要，必须在一些

经常发生漏水的地方建设水利工程，因此就必须合理地应用

基础性帷幕灌浆施工技术，更好地发挥帷幕灌浆施工技术的

作用，从而将该地区的水利建设做到实处。一方面，在实际

的施工过程中可以使用膜袋灌浆的方法，阻塞水的渗透，这

是因为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将水泥泥浆防止在膜袋之中，

随着水分的流失膜袋中的水泥和泥土就会被留下，提高砂浆

的凝结效率，提高地基的稳固程度。因此，水利工程中膜袋

必须有较强的耐磨性能，此外，还可以采取填充性配料，堵

塞渗水通道，优化地选择填充性材料的具体渗水数量 [6-7]。

7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根据水利工程基础处理中灌浆技术的实

践应用进行探讨，希望通过笔者的描述，能够让更多的人认

识到，在水利工程的基础处理中帷幕灌浆施工技术占据非常

重要的作用，其不仅仅是因为帷幕灌浆技术在水利工程的基

础处理中应用中可以大大提高坝体和地基的承载能力，更是

因为通过基础性的灌浆施工之后整体性的水利建筑性能可以

得到提高。因此，研究基础灌浆施工技术，探索帷幕灌浆在

水利基础处理中的应用成为共同的课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从而做好水利工程基础处理的施工建设。在实际的应用中要

从工程实际情况处罚，选择合理的灌浆压力和参数，运用合

理的灌浆工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终目标，提高帷幕灌浆

施工技术在水利基础处理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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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Left Resisting Rock of Jinping 
I Hydr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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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ft resistance rock of Jinping I Hydropower Station has arranged the underground caverns with the most complex geological con-
ditions and the most complex caverns in the history of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in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successful examples of 
successful excavation without any safety accidents and good investment control have been realized, especially by the one-time water 
storage to the normal water level of Jinping I Hydropower Station, it is proved that the basic treatment scheme is reasonable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is good. In particular, it is proved that the basic treatment scheme is reasonable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is good after the 
one-time water storage of Jinping I Hydropower Station to the normal water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introduces the successful 
excavation and grouting of the left resistance rock of Jinping I Hydropower St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ngi-
neering technology, which can provide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words
300-meter arch dam; highest double-curved arch dam; complex geology; geological conditions;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复杂地质条件综合处理技术　
王勇　肖铧　汤华国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成都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锦屏一级水电站工程左岸抗力体布置了国际上水电建设史上地质条件最复杂、洞形最复杂的地下洞室群，过程中实现了成功
开挖且无任何安全事故、投资控制良好的成功实例，特别是经锦屏一级水电站一次性蓄水至正常蓄水位证明，所确定的基础
处理方案合理，处理效果良好。论文从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两方面对锦屏一级左岸抗力体成功开挖及灌浆进行了分析介绍，
可为类似工程建设提供成功的经验。　
　
关键词

300 米级拱坝；最高双曲拱坝；复杂地质；地质条件；综合处理　

 
1 引言

世界第一高坝，锦屏一级水电站于 2014 年 8 月 24 日一

次性顺利蓄到正常蓄水位 EL1880，经 2 个月安全监测数据分

析证明，备受业内高度关注的左岸抗力体应力应变及渗流参

压值全部在设计范围内，大坝运行状况良好。 “地质是个框，

什么都往里面装”，这句话反应了长期以来复杂地质条件中

施工管理易出现各类安全、质量及投资控制问题，而锦屏一

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在具有非常复杂地质条件和尚未经历过

的施工难度，但经参建各方的 9 年精心管理，树立了过程控

制和结果都十分完美的成功典型。论文对锦屏一级水电站左

岸抗力体施工过程中的重难点进行分析，重点就如何进行精

细化专业化管理克服这些难题进行分析和介绍。

2 锦屏一级左岸抗力体加固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2.1 左岸抗力体地质条件复杂且处理效果决定工程

成败

锦屏一级拱坝左岸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抗力体范围内主

要的地质缺陷有 f5 与 f8 断层，煌斑岩脉、深部裂缝、层间挤

压及拉裂松驰岩体等，这些地质缺陷结构松驰、变形模量低，

不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锦屏一级水电站断层分布及左岸抗

力体固结灌浆处理对象位置示意见图 1。



锦屏一级电站混凝土双曲拱坝高 305m，正常蓄水位时，

坝体承受总水推力近 1200 万 t。工程规模巨大、拱坝特高、地

震烈度高 ( 基本烈度Ⅶ度 ) 等工程特点要求抗力体一定要具有

足够的强度和刚度、要满足拱座抗渗稳定和拱坝整体稳定，同

时要具有抗渗性和渗透稳定性，以及在水长期作用下的耐久性。

因此，左岸抗力体在建设期间能否保证整个左岸边坡安

全，工程建设后能否满足特高拱坝对抗力体力学指标的要求，

是决定整个锦屏工程成败的关键因素。

2.2 左岸抗力体工程施工难度巨大

为处理左岸抗力体的地质缺陷，在顺河向 320m、 垂直

水流方向 290m 、高差 250m 的抗力体范围内，布置了 5 层共

70 条断面不同的次通道、固结灌浆洞，帷幕灌浆洞、煌斑岩

脉置换平洞及斜井、F5 断层置换平洞和斜井、洞井总长共计

12Km，整个洞群如迷宫一样复杂。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

体洞室群布置见图 2。

为满足软弱岩体置换的要求及后期灌浆的需要，左岸抗

力体的软弱岩带范围内，布置了断面尺寸各异的 3 岔口、4 岔

口甚至 5 岔口。这给洞室开挖的爆破设计、支护和混凝土衬

砌都带来很多难题和挑战。

恶劣地质条件下平洞和斜井追踪开挖施工难度巨大，其

它地下工程特点是：哪里岩体差，就尽量避开。锦屏一级左

岸抗力体却是进行软弱岩带 (F5、f42-9、煌斑岩脉等 ) 追踪开挖，

即哪里岩体差，就往哪里挖，而且，抗力体采空率平面投影

高达 50%。

因此，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开挖工程，被专家称

为目前水电建设史上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大的地下洞

群工程。

由于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的巨大施工难度，也是

锦屏工程成败的关键，因此抗力体施工一直深受各级领导、

专家和院士的高度 [1]。

 
图 2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洞室群分布图

3 复杂地质条件开挖施工管理及方法

左岸抗力体范围内的洞室群均采用常规的钻爆法施工，

本文仅对水电工程施工中鲜有类似经验的软弱岩带置换开挖、

煌斑岩脉斜井置换，f5 断层斜井置换等施工项目进行介绍。

3.1 断层及煌斑岩脉平洞追踪置换开挖主要管理措施

通常地下工程设计原则是隧洞尽量以大交角穿过断层等

不良地质条件，以减小施工难度和工程安全风险。而左岸抗

力体内软弱岩带置换平洞却是追踪着断层及煌斑岩脉开挖，

其洞室的围岩顶拱稳定及施工安全问题突出。施工过程中采

取了以下主要技术和管理措施：

（1）选派地质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参与业主组建的地质追

踪小组，实时进行地质预报，并快速根据地质变化调整钻爆

及支护方案；（2）对不同洞室的地质情况，做好爆破试验工

作，加强爆破震动和变形观测，及时调整爆破参数，并严格

按照爆破试验参数施工；（3）科学合理制定开挖、支护及混

凝土施工的程序和方法，严格按“预支护、短进尺、弱爆破、

强支护、快封闭、勤观测”的原则施工，稳步推进；（4）开

挖成形后立即安装测点进行观测，为确定支护时机、选择临

时支护方式、优化支护参数，调整开挖支护程序提供指导。

遇上特殊情况，增加监测仪器测次的同时，加强巡视检查密度。 

3.2 煌斑岩脉竖井置换开挖施工方法

左岸抗力体共布置有 7 条煌斑岩脉置换斜 ( 竖 ) 井，每条

井长度约 (45~50m)，斜井开挖尺寸为 15×Bm( 长 × 宽，B 值

根据煌斑岩脉宽度调整，最小宽度 5m)。

 
图 1 锦屏一级水电站断层分布及左岸抗力体固结灌浆处理对

象示意图



尽管新鲜的煌斑岩脉具有较好的岩性，但具有遇水软化

的显著特点，在斜井开挖过程中，极易造成井身塌方。而能否

使用反井钻机在煌斑岩脉中完成斜井出渣导孔，是斜井施工能

否成功的关键。因此首先进行了反井钻机钻Φ1.4m的导井试验。

采 用 LM-280 型 反 井 钻 机， 沿 着 煌 斑 岩 脉 的 产 状 钻

Φ220mm 的导孔，然后自下而上反拉 Φ1400mm 出渣导井。经

实践证明，使用反井钻机能成功地完成煌斑岩脉置换斜井出

渣导井的开挖，工效约为 1 孔 (50m)/ 周。

 为防止斜井煌斑岩脉开挖暴露后遇水软化发生塌方，设

计提出了混凝土跟进开挖的要求，但这引起了如何解决因爆

破对新浇混凝土产生破坏的施工难题，且对施工组织及工期

极为不利。经业主、监理及施工方研究确定，增加施工期斜

井内安全监测设施，如多点位移计、锚杆测力计等来加强岩

体应力应变监测。加强井口混凝土衬砌并增加中隔墙，采用

型钢加强井身段的临时支护措施。经实践证明，可将整个斜

井分三段 ( 井口段 4m，以下按 20m 左右 ) 进行混凝土衬砌施工。

有效地解决了混凝土爆破破坏及工期问题。

3.3 f5 断层竖井置换开挖施工方法

相对煌斑岩脉斜井，f5 断层竖井施工难度更大。具有反

井钻机钻导孔难以成孔，断层遇水泥化严重，直接造成塌孔

的难题，且断层的走向没有规律，如 2# 斜井在井身 20m 处

由上部 3m 发展到 17m 宽，形成倒斜井壁。

左岸抗力体共布置有 4 条 f5 断层置换斜 ( 竖 ) 井，每条

井长度约 (50~60m)，斜井开挖尺寸为 15×Bm( 长 × 宽，B 值

根据 f5 断层宽度调整，最小宽度 6.5m)。

经深入研究，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反井钻机施工前，进

行超前固结灌浆，以减小反井钻钻孔难度并防止井身爆破塌

方；尽量找准 f5 断层的倾角及走向、主断层及影响带的宽度，

溜渣导井尽量避开主断层布置；加强井身临时支护的同时，

混凝土衬砌与撑子面保持适当距离；从地质条件相对较好的

f5 断层斜井中开挖支洞通向相邻斜井塌孔处，解决断层塌孔

堵井并辅助出渣。

经采取上述有针对性地措施，f5 断层斜井实现了安全高

效施工。

4 复杂地质条件灌浆施工管理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范围内有高压固结灌浆及

帷幕灌浆。由于煌斑岩脉及断层等部分岩体可灌性差，在水

泥灌浆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高渗透性环氧树脂灌浆。而灌

浆作为隐蔽工程，施工过程控制困难、灌浆效果直接影响到

大坝的安全运行，因此灌浆质量管理是本项目管理的重点和

难点。

4.1 左岸抗力体灌浆的难点和特点

左岸抗力体范围内高压固结、帷幕灌浆量超过 100 万 m 

, 是水电建设史上空前绝后的灌浆工程。保证高压灌浆期间整

个左岸边坡的稳定，是锦屏一级水电站施工过程中的非常重

要的安全任务，而灌浆效果能否满足大坝运行的安全，是决

定整个锦屏工程成败的关键。

由于受固结灌浆洞室布置的影响，固结灌浆孔布置具有

从孔口向底部发散布置，洞室的底板、边墙及顶拱都布孔的

环形布置特点，再加上煌斑岩脉、断层及深部拉裂缝等地质

缺陷，造成灌浆的技术参数需根据地质及布孔情况不断调整、

灌浆单元质量评审工作难度大。

4.2 灌浆管理采取的主要方法

管理局针对新任务、新挑战，前瞻性地组建灌浆领导工

作小组，下设灌浆工作小组。灌浆领导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会议，

解决重大施工技术问题，并指导灌浆工作小组的工作。灌浆

工作小组负责灌浆的日常管理，主要是所有技术问题的研究

及确定、灌浆质量及计量的管理。

4.2.1 灌浆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

灌浆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为业主，设计、施工及监理各

单位现场第一负责人，灌浆领导小组职责为：

①确定工作目标、工作方针和工作制度；②随灌浆工程

施工进展按月定期召开工作会，听取灌浆现场工作组的汇报

并对灌浆现场工作组的工作进行检查；③根据灌浆现场工作

组组长或副组长的要求，对涉及工程施工进度目标、工程变

更和工程安全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④结合工作进展，不断

完善灌浆现场工作组的组织和工作制度。使工作组的工作能

更好地适应推进工程建设按预定目标进展的需要。

4.2.2 灌浆工作小组的职责

灌浆工作小组的成员为业主、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的

领导副职及专业工程师，灌浆现场工作组职责为：①灌浆现场

工作组主要采取召开定期碰头会或不定期，如开现场会的形式

开展工作；②设计单位根据地质钻孔岩芯及素描资料、钻孔电



视资料、物探检测分析成果及安全监测资料，对灌浆设计优化

调整和设计交底，并对下阶段施工提出指导性意见；③监理工

程师负责组织并主持现场工作会。及时收集并汇总承包商在施

工过程中反馈的施工工艺问题，提交在灌浆现场工作组会上进

行议定。根据承包商提供的岩芯素描，发现岩芯素描与地质预

报或设计图不符，及时协调设计地质工程师、现场设代进行优

化调整。督促承建单位落实现场工作会确定的事项，推进工程

施工顺利进行。组织对每一个灌浆单元的评审工作；④承建单

位地质工程师，应随灌浆进展做好岩芯素描。若岩芯素描反映

的地质情况与地质预报或设计图不符，应及时向灌浆现场工作

组报告，以利灌浆现场工作组及时研究、制定处理方案。不断

地对灌浆施工工艺、灌浆参数进行摸索，发现问题及时向监理

工程师汇报，并在灌浆现场工作组中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供

各方讨论；⑤根据所面临情况的重要和紧急程度，灌浆现场工

作组可以先行决策执行，再按管理局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对

于重要的情况，应及时向灌浆领导小组汇报，并为灌浆领导小

组决策快速提供相关信息 [2]。

5 创新研究多种工艺攻克 f5 加固处理难题

f5 断层地质条件复杂，多为泥沙或砂砾石组成，断层母

岩自身强度不高，处于高压缩应力状态下，采用普通水泥浆

对断层加固效果差，因此研究采用化学灌浆方法进行处理。

f5 断层灌浆前及经过水泥—化学灌浆后，f5 断层力求达

到设计指标见表 1。

5.1 第一阶段化学灌浆试验研究

锦屏一级工程于 2006 年开始，进行第一阶段 f5 断层化

学灌浆试验研究。根据化学灌浆室内试验成果，选定 JX-B、

JX-C、JX-D 三个配比的浆液用于现场化学灌浆试验。浆

液的固结时间为 32~75 小时；胶凝体 30 天抗压强度约 50 

MPa，90 天抗约 60 MPa； 30 天抗拉强度约 12 MPa，90 天

抗拉强度约 15 MPa；30 天抗剪强度约 7 MPa，90 天抗剪强

度约 8 MPa；30 天弹性模量约 7GPa，90 天弹性模量抗约 7.5 

GPa。

灌前岩体声波平均波速仅 4100m/s，平均变模值介于

3.05GPa ～ 3.54GPa，但小值平均 1~2 GPa；经化学灌浆后平

均波速介于 4500m/s ～ 5000m/s，平均变模值 4~4.5Pa，小值

平均 2~2.5 GPa。但由于一些测点的变模值太低无法测得，没

有纳入统计，因此实际小值平均变模应低于统计值。

化学灌浆灌后检查孔钻孔取芯中取得了较好的化学浆液

结石，说明 JX 系列环氧树脂灌浆材料对断层影响带能取得较

好的效果，但对断层泥和糜棱岩 , 仍无法渗透进去 , 难以提高

断层泥力学指标，现场的钻孔变模因太低而无法测得 [3]。

5.2 第二阶段化学灌浆试验研究

2011 年开始进行第二阶段 f5 断层化学灌浆试验研究。本

次试验是在以前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提高的环氧树脂

材料的渗透性和可操作时间，所使用的 PSI 系列材料的具有

亲水性兼憎水性，内聚力强，能与水形成稳定界面的特点。

能以浆排水，不需丙酮或甲苯、异内醇等有机溶济作为先导

浆排水或形成浆、水阻隔层的措施，能较好的保证灌浆效果。

5.2.1 锦屏一级高渗透性环氧树脂的特性

（1）环氧树脂浆液具有一定的亲水性能。

（2）环氧树脂浆液与软岩的亲和力强。

（3）环氧树脂浆液固化体具较高的力学性能。

（4）环氧树脂浆液具有较低起始粘度和较长可操作时间。

5.2.2 化学灌浆处理效果

锦屏一级各断层经化学灌浆后岩体检测指标见表 2。

表 1 f5 断层灌后指标要求

         指标 

 岩 类

岩体声波纵速度 Vpm 平
均值 (m/s)

钻孔变形模量 E0 
(GPa)

单位透水率
q (Lu)

C (MPa)

抗剪强度
岩体完整性系数

Kv 泊松比
F

f5 断层
灌前 0.2 ～ 0.6 ≥ 10 0.02 0.30

灌后指标 ≥ 4600 ≥ 6.0 ≤ 1 ≥ 0.8 ≥ 0.8 ≥ 0.60 ≤ 0.35

表 2 化学灌浆后岩体检测指标

指标
岩类

岩体声波纵速度
Vpm 单位透水率 q(Lu) 单位透水率 q(Lu)

泊松比
泊松比

C (MPa) f

f5、f13、f14、f18 断层破碎带 ≥ 4800 ≥ 5.0 ≤ 0.5 ≥ 1.0 ≥ 1.0 ≤ 0.35



f5 断层带多为泥沙或砂砾石组成，断层母岩自身强度不

高，处于高压缩应力状态下，化学浆液进入的比例有限，因此

通过水泥 - 化学灌浆手段虽然较大程度上提高岩体的完整性

和力学性能指标，但是对软弱的糜棱岩、断层泥要达到的纵波

波速 >4500m/s 及变形模量 >5GPa 的设计要求，这对于水泥 -

化学灌浆材料、施工方法等都具有很大的挑战，需进一步对材

料和现场工工艺进行研究。且针对较宽大断层采用环氧树脂化

学灌浆，不仅处理效果难以完全满足要求，而且处理单位体积

的岩体费用相对较高。因此，锦屏建设管理局组织研究采用高

压水对穿冲洗断层并回填混凝土的方法，来处理发育宽大断层。

5.3 f5 断层高压水冲洗置换

由于在 el.1730m 以下 f5 断层及影响带高宽达 7m 以上，

且无法通过开挖置换的办法处理，经化学灌浆试验证明对断

层泥处理效果欠佳。因此，在 el.1730m 置换竖井之间的断层中，

进行了高压对穿冲洗试验，以验证该方案对 f5 断层处理的可

行性，并获得所采用的施工设备的施工效率，以进行施工进

度分析；验证断层通过高压对穿冲洗后，回填灌注回填细石

混凝土对 f5 断层带力学指标提高的幅度。

5.3.1 高压水冲洗置换的方法

本次试验从 1730m 高程顺断层钻孔至 1670m 高程，然后

采用高压风、水冲洗 f5 断层软弱带内充填的断层泥、泥化的糜

棱岩。钻孔完毕后，将喷具下入孔内，利用高压风、水将断层

切割破坏扰动，在风水联动作用下将搅动后的泥浆及细小颗粒

沿通道流入 1670-f5 置换洞内，以达到类似爆破开挖清除断层

及影响带的效果。冲洗结束后采用自下而上分层进行回填自密

式混凝土。高压对穿冲洗钻孔布置见图 3，施工现场情况见图 4。

图 3 el.1670m~ el.1730m 廊道间高压水对穿冲洗置换面孔图

1670m 出渣情况 (2012.1.12)

1670m 出渣情况 (2012.1.15)

图 4 EL1670m 廊道高压水对穿冲洗置换施工现场图

5.3.2 试验区布孔形式及工程量

为摸索不同孔距的高压水冲洗效果，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布置了 5 个高压对穿冲洗试验孔 (GDCX-01-01、GDCX-



01-02、GDCX-02-01、GDCX-03-01、GDCX-03-02)， 其

中 GDCX-01-01、GDCX-01-02、GDCX-02-01 呈 等 腰 三

角形布置，孔间距为 1.2m，GDCX-02-01、GDCX-03-01、

GDCX-03-02 呈等腰三角形布置，孔间距为 0.8m。冲洗总工

程量为 287.8m。

5.3.3 高喷冲洗试验设备

钻孔采用阿特拉斯 A66CB 多功能全液压履带式钻机，对

穿冲洗采用 XL-50 型旋喷机，采用 ZJB(BP)-50 变频高喷灌

浆泵，额定压力 50MPa， 流量 0~100L/min。

5.3.4 高压冲洗参数

高压冲洗施工技术参数见表 3 所示。

表 3 高压水冲洗置换施工参数表

项目 技术参数 相应要求 备注

高压水 35 ～ 40MPa 清水

风压 1.0 ～ 1.5MPa 随孔深增加而适当调整 置换用风

提升速度
(v)

5 ～ 8cm/min
根据地层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参数

旋转速度 10 ～ 15r/min

5.3.5 f5 断层高压水冲洗置换处理方案评价

采用高压水冲洗置换处理的方案，具有施工安全，施

工效率高等优点，经估算，工程造价约为钻爆法开挖斜井的

70%，工期为钻爆法开挖的 50%。但缺点是冲洗的效果只能靠

冲洗水颜色来推断，无法确保将软弱岩体全部冲洗置出去，

可能在回填混凝土和岩体之间残留一些断层泥。因此，为取

得更好的处理效果，需进一步用灌浆 ( 包括化学灌浆 ) 方法来

弥补这一缺陷。

6 经验和结论

6.1 基础处理项目必须成立有业主牵头组成的联合领
导小组

由于基础处理的复杂性，常常采用一种工艺，方法无法

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有针对性的结合地质条件，现场灵活

运用基础处理方面相关方法，可能会多种方法叠加；水电工

程由于其规模巨大，地质勘探总是有限的，设计方案的确定

是居于有限地质资料确定，施工中根据地质情况变化，及时

研究和做出恰当的决策显得更加重要。因此，自工程开工就

应该成立由业主牵头组成的联合领导小组，任务就是，根据

实际揭示的地质情况对招标设计方案进行快速复核和决策，

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本身安全。

6.2 加强地质研究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由于基础处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施灌对象往往为由不

同地质条件组织，而基础处理过程中，对地质的认识和掌握

就尤其重要，常言道：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工程规模大、

技术复杂、地质条件恶劣，业主从设计方案决策、项目分标、

招标文件编制、评标、施工队伍的考察和选定、监理队伍的

选定、业主项目管理人员的筛选，都事先进行了精心策划和

慎重研究。确保世界级的项目有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队伍、

一流的监理人员、一流的项目管理人员。

6.3 加大科技创新，解决过程中的疑难杂症

通过设计及施工单位大胆创新和科技攻关，如采用了高

渗透性环氧树脂灌浆及高压水对穿冲洗置换等先进工艺。施

工过程中，采用信息化管理及动态设计管理，选派经验丰富

的工程师常驻现场，根据地质编录、安全监测和物探检测提

供信息，在业主的组织下参建各方根据揭示的地质情况，优

化减少了置换的工程量，加快了施工进度，确保了工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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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nault slope protection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Aihui area.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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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诺护坡技术在中国爱辉区水利工程施工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合理使用雷诺护坡技术，可有效提高水利工程边坡的稳定性，
保护河床防止冲刷，同时还有利于绿化环境，保护工程周边生态环境。鉴于此，论文结合近几年来爱辉区实施的雷诺护坡工
程项目，围绕水利工程雷诺护坡技术的应用与管理展开具体探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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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雷诺护坡技术在中国爱辉区中小河流治理、应急度汛等

工程中受到广泛应用，在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控制河道

走向、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上发挥了重要重要。雷诺

护坡技术主要是通过采用雷诺护垫，将块石等填充料装入雷

诺护垫，连接成为一体起到防坡固坡的作用 [1]。与传统固坡

材料相比，雷诺护垫有更高的适应性与柔性，能有效抵御或

减少水流对边坡的冲刷，防止边坡受损。同时雷诺护垫又实

现了水体与坡下土体间的自然对流交换功能，在维护生态平

衡的同时增添景观、绿化效果。下面就水利工程雷诺护坡的

施工技术管理做具体分析。

2 施工组织管理

为确保水利工程施工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确保最

终施工质量达到国家具体要求，应成立专门的施工管理组织

机构，对各项施工内容、施工过程严加管理，防止安全问题、

质量问题出现。另外，在施工前，应做好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包括图纸会审，技术人员在收到图纸后，认真阅读图纸，领

会设计意图，并及时提出图纸中不合理之处，及时作出调整

与解决。另外，在有效时间内落实技术交底工作，将保护施

工组织设计、施工图纸、质量计划、班组作业指导书等在内

的各项工作向项目部的质检员、施工员交代清楚，使其明确

掌握工程施工标准、施工要求，并做到规范、合理施工 [2]。

3 雷诺护坡技术实施

3.1 测量放样

测量放样是雷诺护坡施工中的首要环节，在这一环节，

施工人员首先需立足实际，正确、详细验算施工图中的几何



尺寸，确保各项数据准确无误后，进行施工放样。对于水利

工程施工中采用的施工平面控制点、高程控制点，应先由设

计单位交桩后，项目部测量人员再进行复核，确保各数据准

确无误，再进行后续施工。为保证施工质量，施工过程中工

作人员也需对高程等各项数据做定期检测与校正，同时做好

相关保护工作，防止数据偏差过大，难以与施工图纸相符。

另外，在进行测量放样施工时，施工人员可利用百米桩对测

量放线进行控制，在采用加密放样的思路对桩间进行处理。

为保障这一施工环节不出任何差错，在测量放样时，相关技

术人员必须在现场进行监督指导，现场测量数据需由技术人

员做进一步复核。总之，施工单位应采取多项有用措施以保

证测量放样的精确性 [3]。

3.2 坡面清理

为保证后续施工能顺利进行，施工单位需在测量放样施

工结束后及时组织施工人员清理坡面，清除坡面碎石等障碍

物，将坡面处理平整，针对坡面线形复杂或局部量低洼区域，

需做重点的平整处理，确保坡面平整度达到施工要求。

3.3 土工布、土工膜铺设

在完成上述处理措施后，就进入雷诺护垫施工的正式环

节：土工布与土工膜铺设。这一阶段的施工对整个工程都有

着长远影响，因而需保证铺设质量。具体而言，在铺设土工布、

土工膜时，施工人员需注意以下要点：首先，铺设土工布或

土工膜前，先检查铺设面是否平整，若不平整，应先将基面

处理平整后再进行铺设，确保材料可与基面紧密连接。铺设

前，工作人员先仔细检查土工织物质量，及时挑出、更换老化、

变形或破裂的土工织物，确保土工织物完好无损。在铺设过

程中，为防止将土工膜打皱，应严格遵循从下游到上游的铺

设顺序，以保证土工膜铺设过程顺利。当前，在水利工程土

工膜铺设中，常采用的连接方法为热元件焊接法，热元件焊

接叠合度为 1.5 厘米，土工布接头宜用缝接法连接。对于铺设

完成后出现破孔的土工膜，需及时粘补黏结，避免影响后续

施工。铺设时，为防止土工膜出现打皱、折叠等现象，应将

土工织物长边顺堤坝纵向铺设，以保证整体铺设质量 [4]。对

于护角与固脚处，固脚与后续雷诺护垫基础位置土工膜铺设

时，应合理控制土工膜折叠长度，一般情况下，将折叠长度

控制在 35cm，可适当预留出沉降伸长量；在处理边角部位时，

避免多度紧拉，这样会造成土工膜破裂，给后续施工带来阻碍。

3.4 铺砂砾石垫层

在采用雷诺护坡施工技术对水利工程坡道进行处理时，

施工人员必须合理控制砂砾垫层的厚度，以保证后续施工的

顺利进行。一般情况下，将雷诺护垫下砂砾垫层厚度控制在

10cm 左右，可确保最终施工质量达到标准要求。且为保证雷

诺护垫运用的有效性，在铺垫砾石层前，应再次将基面整平，

避免存在尖锐物破坏土工膜。对垫层做整平处理时，一般采

用人工整平的方法规范进行，以确保垫层最终的平整度符合

要求 [5]。

3.5 雷诺网箱组装

雷诺网箱组装的施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单元雷诺网箱

组装绞合。在进行这道工序时，先将单元雷诺网片的前后面板

以及隔板立起来，使用钢丝将两边板的绞合点进行固定。第二

步是翻起端板，采用交替绞合的方式将单元雷诺网的所有端板

与边板进行绞合，确保单元雷诺网绞合组成一个整体，为后续

施工提供便利。由于水利工程坡道转弯处对雷诺护垫的柔性、

适应性等要求较高，因而在转弯处应当尽可能采用异形雷诺网

产品，以保证工程质量。雷诺网箱组装完成后，要及时进行质

检，进行质量检测的标准是：网箱绞合牢固，形状规则，所有

竖直面板上边缘在同一平面上，面板上端水平边缘与盖板边缘

呈现绞合状态且底板与竖直隔板呈现垂直状态 [6]。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雷诺网的摆放也是一项技术难度较

大，且需要密切注意的工作。雷诺网的摆放位置影响到后期

各工序的有效进行，因而在摆放雷诺网前，首先应放线确定

量出雷诺网的具体位置，之后将已经完成组装的雷诺网按照

具体要求整齐摆放在设定位置，确保雷诺网绞合紧密、边缘

连接紧密，并且外轮廓线整齐有序（如下图所示）。

图 1 雷诺网组装与摆放图示

3.6 石料填充

在水利工程雷诺网施工中，石料填充是重要工序，石料

填充质量，直接影响整个水利工程边坡结构的稳定性、安全



性。因此，在石料填充施工中，施工人员一方面要保证填充

材料质量符合工程要求，另一方面还要科学选择填充方式，

从而在提升填充质量的同时缩短填充时间，提升施工效率。

具体而言，进行水利水电工程石料填充施工时，可采用人工

装填或半人工机械装填的方式进行施工。即首先利用机械进

行装填，装填结束后组织人工摆放，这样能在保证工程进度

的同时确保工程质量。为保证水利工程边坡结构的稳定性，

施工单位应尽量选择采用块径均匀且表面平整的石料材料进

行填充，这样可保证整个填充面的密实性、平整性 [7]。另外，

在填充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控制填充高度，确保工

程整体施工质量。分析以往施工经验发现，在石料填充环节，

保护垫往往会受踩踏而出现严重变形情况，为防止这一情况

发生，在填充石料时应提前垫上木板，施工人员也应尽量避

免踩在护垫上行走，防止过度踩踏造成保护垫变形。在坡面

上施工时，隔板容易受重力影响而出弯曲现象，针对这一质

量问题，施工单位可采用以下方面解决：按照正确装填顺序

施工，自坡脚至坡顶进行状态，并且在施工时确保边板两侧、

相邻隔板的石料同时装填。下图为机械装填施工现场。

图 2 石料填充施工图

3.7 闭合盖板绞合

为保证最终施工质量，绞合盖板前，施工人员首先应检

查石料装填是否达到要求，包括装填面的平整度、石料装填

的饱满度等；同时还要检查雷诺网的外轮廓，确保外轮廓整

齐有序，并且隔板不存在变形、下陷等情况。若检查过程中

发现各指标达不到上述要求，应立即采取相应校正措施进行

改善，确保各项指标达标后再进行闭合盖绞合施工。在正式

施工中，采用交替绞合方式进行，将端板、竖直面板以及盖

板的上边缘使用绞合钢丝进行链接，以保证各版块之间连接

的紧密型。在绞合施工完成后，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质检，

确保绞合点边缘钢丝紧密靠拢且闭合盖板所有边板都呈一直

线，不存在交错状态。下图为完工效果。

图 3 完工后效果图

4 雷诺护坡施工质量控制对策

4.1 一般性控制对策

首先，要想促进水利工程雷诺护坡施工的顺利、稳定进行，

施工单位需立足实际，结合工程施工环境、施工特点，根据

国家以及行业具体要求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和建设质量检

测体系，编写、制定具体的质量检测标准，组建专门的质检

队伍对每道工序做严格检查，确保各工序质量达标。为保证

质检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一切质量检测工作都严格按照《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中的

相关规定规范进行。检查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秉着认真

负责的工作理念依法、认真落实各项检测工作，保证检测成

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对于质检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检验材料，

都应妥善管理，不得随意更改或销毁。在施工过程中，严格

遵循上一工序质检完毕再进行下一工序的原则，不能在无质

检或质检不过关的情况下继续施工。对于水利工程中隐蔽性、

复杂性较强的部位，施工单位质检小组应当会同监理一同检

测，以保证检测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

4.2 材料质量控制对策

材料是影响水利工程边坡施工质量的重要因素，对于雷

诺护垫施工中用到的石料等各类材料，都应进行详细、全面

的质量检查与管理，避免将劣质材料用于工程，影响工程整

体施工质量。具体而言，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就对编制雷诺

网的材料进行性能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力学指标、化学性能

性等，确保材料各性能指标符合要求后再投入使用。其次，

施工单位需对网孔的孔径进行检查，根据施工图纸测算网孔

孔径，确保实际孔径与图纸相符。在检查填充料的质量时，

施工单位需重点对填充料的密实性、耐腐蚀性进行检查，防

止采用风化石施工。对于水利工程中所用到的土工织物，施



工单位需根据工程对透水土工织物与防渗土工织物的具体要

求进行检查，确保其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4.3 雷诺石笼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在这一质检环节，施工单位需检查的内容有：铺设面的

平整度、坡面土体密实度等，确保坡面平整且石料填充饱满，

符合工程施工要求。此外，水利工程的坡面、铺设坡面的实

际高程、平面位置等也是需重点检查的内容，通过检查，及

时发现施工中的问题，并根据施工图纸对高程等进行校正，

保证后续施工能顺利进行。对于雷诺网的尺寸，必须与工程

设计相符，以保证雷诺护坡施工技术应用的有效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爱辉区水利工程施工中，雷诺护坡技

术具有重要作用，其是提升工程边坡稳定性、安全性，提升

水利工程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关键性技术措施。

为此，在具体施工中，施工单位需立足实际，完善雷诺护坡

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强化对各项施工要素、整个施工过程的

规范化管理，从而提升雷诺护坡施工质量与效益，保证水利

工程正常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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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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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Shicaogou reservoir project include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s protection area, soft-
shelled turtle and protective fish, water-reducing reach, low-temperature discharge and so on.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and decentral-
ization of reasonable ecological flow, the multiplication and release of protected speci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main design scheme, 
the construction of fishway, stratified water intake,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reservoir area, and other 
measures,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project, and improve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Shicaogou Reservoir; environmental issues;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s; ecological red line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主要环境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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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漕沟水库工程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包括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中华鳖及保护性鱼类、减水河段、低温泄水等。工程设计通
过论证并下放合理的生态流量、对保护物种进行增殖放流、优化主体设计方案、修建鱼道、分层取水、加强库区水环境保护
等措施，有效减缓工程带来的不利环境影响，并使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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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地处中国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境内，

工程由引水工程、石漕沟水库工程、供水工程组成，石漕沟

水库枢纽工程已列入中国《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

水库的主要建设任务为县城供水，受水区为中国阜平县城及阜

东新区。石漕沟水库位于中国沙河的一级支流葛家台沟阜平

镇石漕沟村，石漕沟坝址距葛家台沟与干流汇合处约 1km，

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 09′ 02″，北纬 38° 54′ 33″；龙

王庄水库坝址位于沙河干流龙王庄村下游约 900m。石漕沟水

库总库容 2063 万 m3，龙王庄水库总库容 134 万 m3，引水流

量 1.0m³/s。水库枢纽工程主要永久性建筑物有拦河坝、鱼道、

泄水建筑物、下游消能防冲设施、供水工程进水口、生态基

流放空进水口、引水隧洞、供水隧洞、供水管线等。

2 本工程涉及的主要环境问题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占地虽不直接涉及中国河北省生态

保护红线，但工程的建设运行将不可避免的对生态红线造成

一定的影响，工程附近位于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的主要保

护对象有阜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保定市王

快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1]。

2.1 引水工程影响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阜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位于中国河北

省阜平县王快水库、王快水库——不老台村沙河河段（全长

100km）、王快水库——羊道胭脂河河段（全长 80km），保

护区分为核心区和实验区。核心区位于阜平县城——王快水

库交汇口沙河河段，石猴——王快水库交汇口，胭脂河河段

及王快水库入库口——黄家坡、北古洞段，地理坐标在东经



114° 12′—114° 30′，北纬 38° 45′—38° 50′。实验

区主要包括阜平县城——不老台沙河河段，石猴——羊道胭

脂河河段及王快水库库区余部。本工程涉及中华鳖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范围 [2]。

阜平中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

中华鳖，其他保护物种包括青虾、黄颡、草鱼、鲫、鲤、鲢、

鳙等。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本工程建设单位应该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编制建设项目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影响专题论

证报告，并将其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2 水库建设开发将产生减水河段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引水坝位于沙河干流龙王庄处，石

漕沟库区坝址位于沙河一级支流葛家台沟上，两个坝址建成

后均将导致坝下河道天然径流量减少。龙王庄引水坝由于是

溢流坝且引水流量仅 1m³/s，较坝址处原多年平均天然流量

4.1m³/s 较小，对坝下沙河水文情势影响相对较小；石漕沟坝

址建成后坝下将形成 5.2km 的减水段河道，其径流过程将有

较大改变，对生态环境可能的不利影响需高度重视。

2.3 水库建设将影响保定市王快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王快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如下：一级保护区为王

快水库正常蓄水位线以下全部水域，面积 41km2。二级保护区

范围为王快水库周边正常蓄水位线以上山脊线以下；大沙河

王林口大桥以下至入库口河段，河流中心线两侧纵深 1000m

以内；北流河平阳大桥以下至入库口河段，河流中心线两侧

纵深 1000m 以内；胭脂河广安以下至入库口河段，河流中心

线两侧纵深 1000m 以内，总面积 65km2。

王快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外划分了准保护区，范围界限选

择在“沙河、平阳河、胭脂河等干支流主河道两侧1000米范围”。

本工程龙王庄壅水坝、石漕沟水库工程均位于王快水库

上游沙河干支流，属于王快水库准保护区，距离王快水库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最近处边界约 29.1km。

2.4 水库建设将改变原有天然河道水温的时空分布

石漕沟水库为稳定分层型水库。根据模型计算，5 月～ 9 

月存在较明显的水温分层现象。水库的形成将改变原有天然

河道水温的时空分布，需重视低温泄水对下游河流中华鳖、

鱼类等水生生物产生的不利影响。

3 环境影响重点减缓对策

3.1 生态流量下泄

龙王庄雍水坝蓄水初期拟采用临时泵站抽水的方式来保

证生态流量的下泄，下泄流量为 0.41m3/s。运行期枯水期（10

月 ~6 月）按 0.41m3/s 下放生态基流、丰水期（7 月 ~9 月）按

1.23m3/s 下放。由于龙王庄壅水坝没有调节能力，若丰水期入

库水量不能满足多年平均流量的 30% 要求，则按 10% 下放。

石漕沟水库蓄水初期拟采用临时泵站抽水的方式来保证

生态流量的下泄，中、后期采用永久底孔下泄生态流量。枯

水期生态基流为 0.035m3/s，汛期生态基流为 0.104m3/s。通过

生态流量下泄措施可保证工程实施后坝址下游天然河道不断

流，满足坝下基本生态需水要求。

3.2 建设鱼类及水生生物保护措施体系

为减缓水库工程建设对徽水河鱼类及水生生物的影响，

维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长期保持一定的鱼类种群规模，结

合工程影响河段鱼类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提出包括栖息地

保护、过鱼设施、渔政管理等鱼类及水生生物保护措施体系 [3]。

栖息地保护区有 3 处、河段总长约 30km。过鱼设施经对

鱼道、升鱼机、集运鱼系统、鱼闸、仿自然通道等方案进行

综合比选后，推荐鱼道过鱼方式，鱼道总长约 2900m，设计

水头 46m，鱼道槽身净断面尺寸 1.5m×1.3m，水深 1.0m。

3.3 水库库区水环境保护措施

石漕沟水库具有生活供水功能，为了保证饮用水源

运行期水质不受污染，水质保持《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中国地方政府应建立石漕沟水

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保护区范围，成立保护区管理机

构，采取严格的法律法规对饮用水源地进行保护，不得在水

源地附近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并严禁在水库网箱养鱼等，确保污染源不得进入水库。定期

对水库水质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水质情况，以便采取合理的

措施来防止水体污染；加强库周居民区、乡镇农村居住点的

环境卫生管理；为保护水质，必须设置水污染管理机构，全

面协调水环境保护工作，负责执行有关的水源保护区的法规，

制定水污染防治措施，做好库区水质管理工作。

3.4 核心区维护及基础资源补偿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位于阜平中华鳖国家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实验区内，其建设和运行势必对核心区造成减水等多方

面的生态影响，因此提出该中华鳖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

心区维护费用 20 万元。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占用保护区水域及坝址下游减水河

段随生境消失而损失的水生生物资源（包括浮游生物、底栖

生物、鱼卵仔鱼等），根据计算补偿费用合计 21.15 万元。因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仅永久占地部分占用保护区水域，临时

占地基本处于保护区水域外围陆域，该部分生物资源损失补

偿仅按照工程永久占用面积计算 [4]。

3.5 采用分层取水方式，降低水温变化的影响

根据分析计算，石漕沟水库为分层型水库，生态基

流、水库放空为共用进水口，水库正常蓄水位至死水位落差

42m，取水口分层取水主要考虑水温、泥沙和水质问题。

水库直接通过生态基流、放空进水口向下游河道泄放生

态基流，根据环保要求，生态基流需表层取水。本部位分层

取水设施采用叠梁门方式，孔口尺寸为 2.0×2.0m，在最上游

设置清污抓斗，在清污抓斗下游侧设置一拦污栅，拦污栅后

布置分层取水闸门，闸门尺寸为 2.0×2.0m。分层取水闸门后

接生态基流、放空钢管。在坝顶布置门机、清污抓斗门库、

分层取水闸门库等设施。采用分层取水后，坝址下游葛家台

沟于 1km 处汇入沙河干流，河水受太阳辐射、大气热量交换

等作用，沿程水温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分层取水后石

漕沟水库出库水温对下游水生生物及农作物影响较小。

3.6 增殖放流措施

为有效减缓和补偿工程建设对保护区内水生动物资源产

生的影响，应对中华鳖等一些重点保护动物等开展适当的人

工增殖放流，以补充其种群数量和野生资源，进一步加强资

源养护工作。放流时有必要保证苗种来源于保护区或其上、

下游河段。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中华鳖以及青虾、黄颡、草鱼、

鲤、鲢、鳙等种类。分析认为工程建设对以上 7 类生物资源

分布和种群规模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作为增殖对象（中

华鳖按历年增殖放流数量每年 6 万只计）。增殖放流从水库

工程蓄水后第 2 年开始，放流期限暂定为 3 年，每年放流 1 次，

放流时间安排在 8 月 ~10 月。放流地点为龙王庄壅水坝水面、

石漕沟水库及坝下沙河河段。

3.7 中华鳖生境的营建和恢复

由于工程建设，坝址上游河段变成深水库区，造成中华

鳖的生境面积减少，同时也改变了坝址下游河段地区中华鳖

的栖息地和繁殖场所。因此，根据中华鳖生活习性和繁殖要求，

有效进行中华鳖生境的营建和恢复十分必要。在龙王庄库区

滨岸带，减缓坡度，恢复水生植被，增设以沙质为基地产卵

场和抚育场。坝下河段，采取有效工程，增加河水漫淹面积，

设置深潭和浅滩区域，保证枯水期水源保证，恢复沙质底质，

恢复水生植物。中华鳖生境恢复由保护区的管理部门负责实

施 [5]。

4 结语

石漕沟水库枢纽工程是中国《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

规划》中的重点工程，是保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水利

工程。工程涉及的范围较大，如何解决因工程建设所引起的

环境问题十分重要。工程设计以满足生态需求为导向，环境

优先为原则，充分重视面临的环境问题，通过优化水库开发

方式、工程布置、施工方案等，力争使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得

以避免或降低到最小程度。本项目龙王庄壅水坝枢纽工程位

于阜平国家级中华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实验区，在取得

相关保护管理部门的许可的前提下，经采取增殖放流、确保

生态流量下放等相关环保措施，可以有效减缓工程带来的不

利环境影响 [1]。

参考文献

[1] 王斐 , 赵晓微 , 周璐 . 水利设计中的生态理念应用 [J]. 吉林农业 , 

2015(22).

[2] 蔡宝宙 . 试论生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的应用 [J]. 建筑工程技术

与设计 ,2016, (20):1941-1941.

[3] 龚文婷 . 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与对策研究 [J]. 江

西建材 ,2016,35(13):127-127.

[4] 王 国 汉 . 石 漕 沟 水 库 若 干 环 境 问 题 与 对 策 [J]. 江 淮 水 利 科

技 ,2018(4):37-38.

[5] 郭秀云 , 王胜 , 吴必文 , 石磊 . 环境温度对水产养殖定量化影响的

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 ,2007,35(24):7498 -7499.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for 
Dam Deformation Monitoring 
Wenyou Yan 
Xinjiang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Survey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has been well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and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also established dams and othe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actual situation. During the use of the dam, due 
to the long-term erosion of rivers and lakes, the dam body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am will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formation. 
These deformations will damage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the dam and reduce the stability of the dam. The masses cause safety impacts, 
so relevant wat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s shoul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dam quality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activities, and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parameter statistics on the dam to better ensure the dam’s operation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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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变形监测自动化技术的运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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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地方政府部门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了大坝等水利工程。大坝在使用过程
中由于受到江河湖水的长期冲刷，大坝坝体和坝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形变现象，这些形变会破坏大坝原始结构让大坝稳固性
降低，进而可能会对大坝周围群众造成安全影响，所以有关水利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大坝质量的管理和监测活动，利用信息化
技术对大坝进行全方位的参数统计，从而更好地保障大坝运行安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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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坝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水利工程建设，大坝具有防洪调

蓄、生产发电等社会经济作用，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良

好的促进作用，所以社会各界对大坝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

这就对大坝安全生产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坝变形监测

主要是技术人员利用自动化仪器对大坝进行全方位监测，通

过对大坝进行实时观察保证大坝安全质量 [1]。

2 大坝变形监测自动化主要技术

2.1 传感器光纤传感技术

传感器主要就是将机械设备所测得各项数值进行高速传

输，传感器按照实际应用形式可以主要分为机械式、光敏式、

磁式和电式这四大类，当前中国很多生产单位对电式和磁式

传感器的使用量较大，并且这两种传感器也相对高效经济易

操作，但是工作人员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选择不同形式的传感器。光线传感器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各

个领域，光纤传感器主要是通过光线在缆线中的全反射实现

的，所以光纤传感器能够将光和图像曲折传递到任意空间去，

这就能大大满足大坝变形监测对于图像质量以及大坝形变参

数精细化显示。光纤传感器具有测量对象相对广泛、通信交

汇率较高、灵敏度高、频带宽以及防水性等特点，所以在实

际应用中能够适应很多监测环境，正是因为光纤传感器具有

这样的优势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大坝变形检测当中。

2.2 卫星定位技术

卫星定位技术是一项前沿科技，并且已经被经济和科学

技术等多个领域进行应用，并且随着卫星定位技术不断优化

不断提高，卫星定位技术在测量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卫星定位检测系统自身稳定性较强，能够很好地克服外界对

其的干扰，并且卫星定位技术在现在精度相对较高，能够很

好地确保大坝安全，也能够很好的提高大坝在防洪减灾中的

作用。但是当前的卫星技术还有一定的漏洞，相关系统还不

能为技术人员提供更加精细的参考，技术人员在今后应用过

程中要不断更新硬件，从而能够真正满足测量要求 [2]。

2.3 激光技术

激光技术是一项较为简洁高效的测量方法，这种测量方

法能够很好地测量出大坝变形情况，并且激光技术的灵敏度

较高可应用的范围也相对较广，大大减小了作业条件对测量

工作的限制，进一步提高了测量精度，技术人员也能根据测

量报告结果更好地找到大坝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的进行解决。

传统激光技术往往是人工进行，所以可能会受到人体自身影

响，误差相对较大，测量结果也无法帮助工作人员较为直接

发现问题。激光技术在大坝变形监测中现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测量，所以现阶段采用激光技术能够大大满足大坝变形的精

确监测。但是激光技术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由于光线只能

沿直线传播，所有激光技术无法对拱坝和曲线坝进行测量。

为了克服这一漏洞，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利用激光

转角，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很好地拓宽激光技术的应用范围。

2.4 CT 技术

CT 技术就是利用射线的的穿透性来对大坝结构进行层

析，这种技术能够在不破坏物体结构的前提下获得物体的各

项参数，技术人员需要利用数学方法通过计算机将 CT 扫描结

果进行图像构建。CT 首先是运用于医学方面，很多建筑学家

从医学上学得经验将 CT 技术应用到了大坝变形监测当中，这

样一来能够大大帮助技术人员对大坝内部进行检测，及时掌

握大坝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技术人员还能用 CT 技术及时掌

握大坝地质结构，从而找到更好地处理措施。CT 技术能够有

效的减少坝体变形检测工作中所使用的自动化设备，同时还

能大大提高监测精度，让技术人员能够更加及时地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同时 CT 技术还能对大坝老化程度以及结构缺陷

进行分析，更好地加强大坝运行安全 [3]。

3 三种系统的应用

3.1 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

在大坝变形监测测量过程中，人们对于测量结果的精度

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很多技术人员在运用卫星定位技术对大

坝进行测量时采用了全载波相位测量法。技术人员在测量时

还要结合全跟踪操作技术、saw 滤波技术以及抗射频干扰的

多位信号处理技术，这样能够更好地提高测量结果精度，为

技术人员提供一份全方位的大坝变形分析报告。卫星定位系

统的主要优点就是自动化程度较高，可以大大减少工人们的

工作量，同时卫星定位系统所得到的测量结果也相对比较立

体，能够从三个维度进行构图，技术人员就能直接从立体坐

标系中观察大坝的位移方向。卫星定位系统的测量不会受到

各个测量点之间通讯信号的影响，所以技术人员能够利用卫

星定位技术对大坝进行全天候的监测。但卫星定位系统还存

在着一定的缺点，卫星定位技术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较

高，并且对测量点位置有一定的要求，同时卫星技术要想更

好的提高测量精度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经费。技术人员

为了更好减少卫星定位技术对地形的以来，可以在今后测量

工作中对卫星定位系统进行一定的改良，转变成为双卫星定

位系统。

3.2 光纤变形检测系统的应用

光纤变形检测系统主要是通过光参数的变化量来进行自

动化测量，这种测量方法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光纤变形

监测系统传感器刚度比较小，环境因素对于设备的影响微乎

其微。光纤在整个系统当中不仅是感应部件还是传输部件，

光的传输速度是非常快的，技术人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

到更加精确地数据报告，而且现代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计算机能够直接对测量参数结果进行分析报告，直

接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技术人员，这样一来能够大大提高工

作人员们的工作效率。管线百年行检测系统在未来发展过程

中可以采用频率域反射测量技术来提高测量效率 [4]。

3.3 真空激光准直系统的应用

真空激光准直系统在实际设计和安装时首先要要注意管

径选择、管道密封和隔热、选择高质量的波带板和采用自动循

环冷却装置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真空

激光准直系统测量的精准性。管道内径主要是测量点和激光发

射点之间的距离和测量值的变化幅度所决定的，并且技术人员

在对设备进行安装过程中要防止设备零件出现弯曲形变等情

况，不然会大大影响测量结果。真空激光准直系统设备对对外

界环境的抵抗性较差，过高的温度可能使管道内部元件发生一



定量的形变，所以激光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反射或者折射

等情况，这样会大大降低测量结果准确值。由于激光本身具有

很大的能量，所以长时间采用激光进行测量可能会对系统内部

造成损伤，所以设备在工作时可以采用间歇工作方式，这样能

够很好的缓解激光对设备的损伤，系统自身也要设立完善的冷

却循环系统，从而更好地对系统内部进行保护。

4 结语

大坝对人民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长江黄河

两岸的地区，当地政府工作部门要加强对于大坝的监测工作。

相关技术部门还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工作素质的培训工作，让

他们掌握更加先进的测量方法，从而让大坝变形监测结果更

加准确，让有关部门能够对当前情况作出更加科学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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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lso gradually optimized. In order to better 
cater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ut forward by the country, we advocate the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nsure the creation of more satisfactory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mbined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elaborate, clea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esig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is kind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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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们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的今天，水利工程也逐步的优化，为了更好的迎合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张积极的落实
相应的生态化建设，保证打造出更尽如人意的生态水利工程。论文重点分析的是生态水利工程的相关问题，结合着水利工程
生态化的建设意义加以阐述，明确设计的基本原则，解读当代社会对此类工程项目的应用情况和推广情况。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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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明显的二十一世纪，环境问题引发了

全球的关注，作为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水利工程在建

设阶段需要积极的融入生态化的理念。近些年，水利工程兴起，

人们开始积极的关注对河流水源的科学利用，这种工程项目的

日益增多，使得河流的地貌学特征有所改变，河流的生态系统

的胁迫效应导致河流生命力有所下降。在新的历史阶段，众多

的专家学者开始致力于生态水利的建设实践中 [1]。

2 生态水利工程应用的意义

在水利工程中适当的融入生态理念，可以让其富有新的

生命力，生态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理念，通过将其与传统的

水利工程相互结合，能够彰显出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在不同的

环节中，需要分析工程项目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设计阶段，

需要将水利工程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个阶段，需要决

策人员积极的将环境问题充分的考虑起来，应该将环境问题视

作与经济效益、公司形象等同等重要的内容。生态水利本身就

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在对河流进行综合治理的时候，需要迎

合人们的基本需要，比如防洪、灌溉等等，还需要避免对周边

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 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

结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步伐加以分析，科学技术让人们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让一些事物有所改变，比

如现代化的水利工程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却也忽视了对于生态

环境加以保护的问题 [2]。

3.1 河流的渠道化

在落实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时候，往往需要对大自然的



河流进行适当的干预，为了使其更好的满足项目的需求，多是

采取人工手段将自然的河流渠道化，比如将原本蜿蜒曲折的天

然河流进行改造，使其可以更好的满足水利建设的需求，改造

为直线或者是折线较为常见。这类人工河流虽然满足了项目建

设的基本要求，但是对于生态环境的维护十分不利，属于改变

自然状态的行为，如果没有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严重时将会引

发自然灾害。

3.2 河流的非连续化

为了让水利工程的建设迎合广大群众的需求，筑坝是较

为常见的行动，主要是顺着水流的方向筑坝，但是体现出非连

续性的问题，这种情况就会限制大自然的河流运动，使得原本

流动的河流生态系统变成了静止的人工湖。

4 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4.1 安全性及经济性

生态水利工程属于较为系统的工程项目，在实际行动的

过程中，往往需要满足多方面的需求。比如应该满足人们对于

供水的基本需要，同时还需要落实防洪和航运等工作目标，也

应该积极的践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在进行相应的设

计时，需要运用到多种科学的理论，比如生态学理论和工程学

理论等，这样才能保证项目的建设更符合相应的标准。从经济

学的角度上加以分析，水利工程必须要实现基本的经济目标，

由于对自然的环境很难掌控，所以需要考虑工程项目建设阶段

可能产生的危机。在开展设计工作之前，需要对工程周边的环

境加以分析，做好相应的定点监测和评估工作。此外，还应该

在最大的程度上合理的运用河流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以

此实现基本的经济效益，保证在有限的投入中，收获较为理想

的建设成果。

4.2 水体环境多样性

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显示，非生物环境的多样性可以产

生较为深刻的影响，直接的影响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若是一

个地区的环境种类多样，则其周边的物种也会日渐丰富，食物

链便会变得更加复杂，这样的生态系统可以对外界彰显出较强

的适应能力，同时也能表现出较强的抵抗力 [3]。若是在水利工

程建设实践中，水体内部的环境较为单一，那么周边的物种也

会呈现出减少的趋势，食物链逐步的简化，生态系统趋向单一，

水体对于外界的抗干扰能力降低，自然净化的水平也无法达到

理想的状态，甚至于逐渐的失去相应的功能。在水利工程建设

实践中，设计人员应该积极的对河流的水文情况加以分析，明

确生物种类和生态环境间存在的基本联系，通过构建起相应的

模型，对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等做出合理的分析，保证水利设施

的建设周边环境较为优良，降低其对于自然环境产生的负面

影响。

4.3 河流自我修复功能

对比于传统的水利工程项目来说，生态水利工程除了要

确保相应的原则积极的遵守外，还需要在具体设计的阶段，重

视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的保护，制定出合理的举措维护河流

的自我修复功能。人工建筑物能发挥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限制性，

只有自然的因素在长期影响的过程中，才能使得生态圈拥有较

为优良的自我修复功能，因此应该重视自然因素的影响，选择

合适的方法保证生态环境的科学维护。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阶

段，应该及时的考虑人为因素的影响，避免出现绝对化的人为

力量，使之对周边的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需要将人为的因素

和自然的因素相互结合，这样可以让生态系统的设计功能加以

实现，同时还能体现出基本的组织能力，在自然环境中选择出

相应的物种，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合力结构，以此更好的实现既

定的目标。通过将这一工作稳步的落实到位，取得生态系统保

护的最佳效果，同时也能适当的控制项目建设的成本，确保工

程造价有效的降低，收获更为理想的生态及经济效益。

5 生态水利工程应用与推广

5.1 设计阶段生态化理念的应用和推广

水电枢纽工程是生态水利工程的典型代表，在进行设计

的初始阶段，技术人员就在设计方案中适当的融入了生态化理

念，坚定着“绿色工程和生态环境人性家园”的指导思想，将

工程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定位，主张构建起新时代背景下具有较

大发展潜力的生态旅游风景区和水利工程科普园 [4]。在信息化

时代的影响下，开展设计工作时运用了高科技手段，将水电站

的屋顶结构设置为大鹏展翅的形式，使得传统的外形加以变革，

彰显出水工建筑物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的功能，同时也能表现出

一定的韵律感，与周边的环境相互契合，与植被和地貌等相得

益彰。在选择建筑材料的时候，特别关注天然材料为主，目的

就是迎合生态化建设的目标，加快生态修复的速度。可以利用

的绿色植物就地取材，对于一些引进的物种保持着相对于谨慎



的姿态。逐步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减少人为造成的破坏，

留出生态环境的过渡区域，使得相应的生态特征更及时的显现。

5.2 施工阶段生态化理念的应用和推广

多种生态水利工程层出不穷，其主要是坚定着基本的目

标，以营造优质的亲水环境为根本目标，积极的落实丰富水利

建设内涵的行动，在城镇、旅游及林业等多个方面实现较为合

理的规划，积极的开展相应的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借助于清水

河道的优势之处，在开展相应的生态化建设时，合理的利用自

然的优势，真正的将自身的有利位置加以凸显，建设出优质的

生态化水利工程项目。在具体的项目实践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多元化元素的融入，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设置了人性化

的区域，借助于丰富多样的自然要素，及时的做出了相应的改

变和利用，建成了相应的景观，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使得人们

的心理所需得以满足。同时在生态化水利建设实践中，还可建

造水闸控制汛期的输泄设施，这种水闸的设置更加的安全、可

靠。想要实现生态化水利项目的建设目标，就应该清楚的了解

地理位置优势和生态环境维护的基本要求，积极的践行城市水

土保持方案，针对于多种堤防和水闸工程的绿化，做出了较为

细致的规划，特别是借助于园林绿化布置的形式提前做好相应

的设计工作。整个项目中还可借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积极

的践行景观带绿化带的设置，种植相应的植物，比如雪松和香

樟树等等。生态水利工程的实践，使得相关理念的应用价值充

分的凸显，保证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 [5]。

5.3 对生态化水利工程建设理念的推行

水利工程项目关系国计民生，为了更好的缓解用水紧张

的问题，改善当前水资源紧张的局面，需要积极的结合生态化

理念，稳步的推动水生态环境的营造，保证更好的强化生态水

利工程的深刻影响。当代社会，人口增长趋势明显，用水量紧

张的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是践行生态水利工程的一个

必然要求。对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规划，水利设计院的专家

学者针对于相关的情况做出了细致的讨论，提出了构建水生态

系统的合理化建议。可以积极地修建人工湖或者是生物园，保

证将水资源合理的利用起来，通过一系列的构造，使得水生物

生态链得以构建，这在满足相关物种实际需要的过程中，也极

大的迎合了相关理念的践行标准。在具体的实践中，各位专家

学者对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主张在进行水利工程生态化治理

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坚持实现生态治

河的目标。在实现了水利工程基本功能的条件下，彰显出河道

本身的生态环境，揭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质。在水利项目

的两岸，积极的落实相应的截污措施，使用污管线进行合理的

分流处理，多种污水不会被排放至河流之中，这样能够及时的

规避水污染的问题。生态化水利工程实践中，可以在河底以及

河坡铺设鹅卵石，在河中种植多种水生物，尤其是喜水植物更

应该积极的栽种，使得水资源基本实现了良性的循环，相应的

生态环境保护成果优良 [6]。现代社会，部分地区存在着缺水的

问题，通过生态化理念的倡导，生态水利工程得以建设，实现

了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也让每一个人承担起节约用水和保护

水资源的责任。

6 结语

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目标就是让生态学和水利工程适当

的结合到一起，主张相应的工程不仅要迎合现代人的生活需要，

还应该对河流生态系统给予足够的尊重，保证维护生物多样性。

现阶段，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还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因此发

展相对滞后，在人们对于生态认知逐步强化的过程中，生态水

利工程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光明，因此需要适当的推广新型的

技术，保证为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可靠的支持。希望通过

论文的概述，为广大的工作者提供科学的参考，使其在开展相

关工作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运用相关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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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state also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infra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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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家也更重视基础建设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大了水利工程施工的投入，
扩大了水利工程建设规模的同时也使水利工程设施得到完善。水利工程施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
支持，而要想保证施工质量，就需要做好日常施工管理工作，便于及时的发现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合理的解决对策，
促进水利工程施工安全、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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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作为一项基础设施，为中国的经济建

设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当下中国水利工程建设数量、

规模、质量都与之前相比有了极大的提升，但在实际应用的

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人员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成

本问题等等，对水利工程质量和运行稳定性带来影响。对此，

为了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建设水平，需要积极开展水利工程

施工管理工作，优化施工流程，满足标准化的工程建设要求。

2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建设作为一项惠民、利民的工程，主要是对地

下水和地表进行合理调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以满足人

们日常所需。但由于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庞大，在施工过程中

如果积极开展科学、有效的施工管理工作，将会对整个施工

质量带来影响，严重情况下还会导致各种安全事故出现，因此，

要求管理部门应重视起施工安全管理工作，通过先进的工艺

技术来优化整个施工流程，提高水利工程安全性质量。

3 当前中国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存在问题与不足

3.1 管理人员配置存在问题

管理人员不仅要积极参与到水利工程建设中，同时还要

指导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多数项目施工

管理人员由于管理经验不足，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等等，加大了施工现场隐患，也阻碍了

水利工程建设顺利开展。同时，由于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对技



术要求要高，高技术人才的缺乏也成为了工程建设效率和质

量低下的重要原因。

3.2 水利工程目标不明确，现场管理不严格

水利工程在建设工作切记盲目开展，建设前需要结合当

地地形、农田水利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建设方案，这样才能保

证后续工程建设顺利开展，减少施工过程中不必要的问题。

但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由于施工单位项目目标制定缺乏合

理性，没有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对施工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一些建设单位建设目标定的过高，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建

设目标，只能延长工期，同时也加大了施工成本的投入。此外，

在进行工程质量管理的过程中，一些建设单位缺乏安全管理

意识，多在形式上下功夫，使得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隐患。

3.3 管理制度缺失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作为项目管理的重要构成，在项目管

理中起着积极作用，只有做好施工管理工作，才能保证工程

项目顺利开展。但当下，由于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施工管理

制度，制度的缺失对管理工作有效性和规范性带来一定的影

响，此外，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评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没

有建立统一的考核标准，加大了管理难度。

3.4 施工安全问题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规模庞大，施工环境复杂，多为

室外施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施工现场管理难度，也

加大了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如现场施工人员调配不合理，

施工监管不到位，组织管理不够科学等等，这不仅会影响施

工进度，还会对施工质量带来影响，无序的施工现场还会对

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威胁。

4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优化对策

4.1 提高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对管理人员能力素养要求较高，

除了要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外，还要具备丰富的施工管理经

验，具有一定的临场应变能力，对于施工现场所出现的问题，

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避免工程

建设中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应积极开展水利工程施工管理

人员的培训工作，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来进行一对一指导，

使每一名施工管理人员都能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的实

践技能，在优化管理流程的同时，使施工管理质量得到保证。

还有一些具备专业施工技术，但施工管理知识储备不足的管

理人员来说，应积极学习专业的管理知识，只有掌握基本理

论知识的前提才能更好的指导项目实践，可以参加有关培训

机构，或进行自主学习，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知识储备能力，

还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定期对管理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专

业的指导培训，从而将施工管理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1]。

4.2 目标管理严格把控

水利工程建设目标的制定，应结合工程建设现状来制定

合理的目标计划，并将责任落实到每一名施工人员身上，通过

建立考核制度，来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合理评估，对于完成建

设目标的单位予以一定的奖励，而对于没有完成的建设目标的

单位则要接受惩罚，并追究管理人员责任，通过竞争管理的方

式，来进一步提高监视单位工作积极性，从而实现对目标管理

的严格把控，增强施工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同时，还要做好

水利工程的施工合同管理工作，合同目标签订、管理、实施都

要严谨，细化责任、目标并严格履行双方所应尽的义务，并向

法律部门进行公证，以此来保障施工单位在目标管理上的严格

性，保证工程质量、工期、成本与预期相符。对于施工单位来

说，目标管理不是喊口号，而应落实到各个部门及部门人员身

上，只有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达到预期的管理目标。

4.3 完善相关的施工管理机制

只有建立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才能保证水利工程施工

管理工作顺利开展。首先，施工管理的前提是要做好员工管

理工作，施工单位要建立完善的人员管理制度，对员工的各

项行为进行约束，制定小组工作目标计划，将员工工作完成

情况与其绩效相挂钩，定期进行小组评定和个人评定，完成

好的予以相应的奖励，没完成绩效考核的要进行处罚，以此

来增强员工工作积极性，避免工作懈怠情况出现；其次，完

善的管理机制的同时还应做好项目管理工作，水利工程施工

监管作为整个管理工作中重要组成部分，监管范围广泛，可



以是项目质量监管、也可以是人员监管、资金监管、安全监

管等等，不论何种监管，都需要监管部门认真履行其管理职责，

对于违规行为要严格进行处理，这也是促进水利工程施工管

理工作顺利开展重要手段；最后，完善施工管理的运行机制，

是保证各项施工管理优化策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 [2]。

4.4 加强成本控制

成本管理作为水利工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做

好成本管理工作才能实现对成本的合理把控，才能实现成本

节约，对提供工程效益起着积极作用。因此，水利工程项目

施工中，应将成本控制作为施工重要工作来进行合理开展，

结合水利项目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预估成本定额，同时，

相关人员还要对工程项目特点与管理目标做出合理分析，将

其作为管理的重要依据，并将建立完善的内控机制来促进成

本管理监督工作顺利开展，最后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对于一

些不规范的行为要勇于做出批判，并积极进行整改，才能避

免因人为因素而带来项目成本损失 [3]。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施工管理对保障水利工程建设顺利

开展，提高工程效益水平方面起着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市场

经济高速发展，对水利工程建设单位的要求也不断提升，施

工单位要想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就需要积极开展施工

管理工作，制定合理的管理方案，通过人员管理、目标管理、

成本管理等来对施工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减少问题产生，对

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和经济效益起着不可替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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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supervision of six construction bid sections of the fourth phase flood control project of Yanqian Town in Sanming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mileage, many working faces, great coordination, difficulty and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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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工程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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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结合三明市岩前镇防洪四期工程六个施工标段工程监理为实例，阐述了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的里程长、工作面多、协调大、
管理难度大和复杂性的特点以及工程监理管理的原则，探讨了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质量、进度管理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力求
实现全方位、科学、优质高效、动态的施工监理管理，使工程施工始终处于理想控制状态，为工程质量、进度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键词

防洪工程；堤防施工；质量；进度；施工监理　

 
1 工程概况

中国三明市闽江上游沙溪流域防洪四期工程（三明段）

岩前堤段位于三明市鱼塘溪岩前镇区河段，工程防洪标准 20

年一遇，堤防级别 4 级，工期为 12 个月。工程建设内容为新

建防洪堤 3837m，分六个标段实施，其中 C1 标段新建防洪堤

680.1m，建设位置在岩前镇上游河道左岸；C2 标段新建防洪

堤 1990.5m，建设位置在岩前镇上游河段左、右岸；C3 标段

新建防洪堤 371.4m，建设位置在岩前镇中河段左岸；C4 标段

488.5m，建设位置在岩前镇下游河段右岸；C5 标段新建防洪

堤 610.5m，建设位置在岩前镇下游河段右岸；C6 标段新建防

洪堤 460.0m，建设位置在岩前镇下游河段右岸。工程主要堤

型为复合式结构（上部土堤 + 下部挡墙），实施的主要项目

包括：土方开挖、土方回填、混凝土浇筑、埋石混凝土挡墙、

抛石护脚、生态预制块护坡、泥结碎石路面、草坡护坡、仿

石栏杆等。

2 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的特点与基本原则

2.1 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的特点

防洪工程施工监理属于水利工程施工监理的范畴，主

要目的是为了监控项目质量，让项目达到安全、可靠、耐用

并同时达到节约造价。相对于其他水利工程而言，防洪工程

多施工标段监理管理的范围会更广等，其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特点：

（1）里程长。对多施工标段组成的项目采用一家监理单

位进行工程监理，会使本来属于里程长、范围广的水利工程，

在管理范围方面的难度增加，且本工程河道左、右岸均有施

工项目，部分标段相互没有衔接，更是增加了监理难度。



（2）工作面多。多施工标段同时开工，会使施工的工作

面增加，如果各标段还采用分段施工作业，会成倍的增加监

理的施工监管工作量。

（3）协调大。几个标段就存在几家施工单位，各家施工

单位的施工水平、技术力量等均不同，造成施工过程中进度

不同，会使在临时便道、施工用电等公共部分要进行标段间

的协调，以满足各标段的施工需求。且在“小业主、大管理”

的工程项目监理还得配合业主进行征迁等。这样需要监理有

很强的协调沟通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并能根据现场具体情

况及时引导施工单位进行施工部位调配，在不窝工的情况下

正常施工。

（4）管理难度大。防洪堤段工程的基础均位于水下，需

要进行围堰工作量大，基础工程全部隐蔽于水下，一旦施工

完毕检查难度大。而多施工标段同时作业要求监理对业务操

守等相当熟练，对施工中的每道工序相当了解，每一个节点

必须监管控制到位，这样才能确保各施工部位在覆盖之前各

个工序能得到及时监督和检查，不会留下质量、安全等方面

的隐患。

（5）复杂性。防洪工程的里程长，地质情况各异，由于

勘察设计工作的粗糙或疏忽，往往地质勘察布设点数过疏或

地质突变部位未进行地质钻探，导致施工过程中开挖后的基

础地质情况与设计有很大出入。这就要求工程监理具备很好

的专业技术知识及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

遇到与设计不符等问题时与业主、设计沟通，提出监理意见，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加快工程进度，避免基础暴

露时间过长出现的不可意料后果。

2.2 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监管原则

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在施工监管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

家现行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强制性条文，秉承“守法、公正、

科学、诚信”原则。借鉴过往的监理及工程施工经验，多标

段的施工监理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全方位的质量监管。质量控制是工程施工监理工作

的要点也是难点，是工程完工、达到寿命周期必须满足的基

本要求。为此，监理必须按照相关规程、规范、标准及制定

的规划、细则中的条款要求，配备满足施工进展的专业人员，

对现场施工质量进行及时有效控制、做到及时发现质量问题

及时妥善解决。

（2）高素质的队伍。监理单位应注意强化本部门的内部

管理，确保监理工程师能够做到廉洁守法、公正处事。

（3）科学的监理措施。多标段工程施工相互干扰多、施

工路线长且施工单位技术水平、素质不同等因素的影响，要

求监理根据工程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满足工程质量、

进度安全。

（4）透明监理。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应按照设计文件、

相关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为依据。做到各标段要求及管理一致。

以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服务施工现场。

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重点，对重点和容易出现

问题的工序加大监理监管力度。

3 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

3.1 多施工标段工程质量监理

多施工标段工程，每一个标段施工的内容会不完全相同，

结合本项目工程来说，六个标段囊括了堤基开挖；堤身回填；

堤身浇、砌筑；堤身防护；箱涵；河道清淤等几大分部工程，

涉及的内容有土方、混凝土、浆砌石、钢筋混凝土、生态、

市政管道等，每一个分部工程或施工内容又涵盖多项工序，

因此要求整个项目的监理班子一定要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来

处理面对复杂、繁多的现场监控。以下仅就本工程每个标段

均涉及的堤身浇、砌筑分部工程质量如何进行监理进行剖析。

3.1.1 监理质量控制方法

（1）对施工质量的监理应按照国家有关规程、规范和合

同文件要求，采用巡视、旁站监理、跟踪检测、平行检测、协调、

邀请咨询专家和发布监理文函等方式进行 [2]。

（2）巡视检查：总监、副总监、及专业监理工程师对所

监理的工程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监督和管理，对

现场监理员的工作进行检查与指导。监理员对部分非关键施

工工序进行巡视检查。

（3）旁站监理：由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对工程项目的重

要部位和关键工序，实施连续性的全过程检查、监督与管理，

并完整、如实记录施工情况。

（4）跟踪检测：材料、试验专业工程师对承包人的检测

人员、仪器设备及拟订的检测程序和方法进行审核，在承包

人进行试验检测时，对检测实施全过程的检查、监督，确认

其程序、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检测结果的可信性。



（5）平行检测：在承包人抽样的同时，监理工程师按承

包人取样数量的 3%（实际大于）独立进行原材料和半成品抽

样，送业主委托的实验室进行试验，核验承包人的检测成果。

（6）协调：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争议及时召

集相关各方进行协调处理。

（7）质量管理制度：与业主共同制订完善的质量管理制

度和质量奖罚制度，工程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和

奖惩制度，从源头入手消除各种影响质量的不利因素，坚持“三

不放过”原则，确保工程质量。

（8）发布文函：对承包人的施工措施计划、质量保证体

系等事项进行审查批复，对施工中存在的质量与安全等问题

及时发出监理指令，对施工全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

3.1.2 施工流程

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对堤身浇、砌筑工程施工进行分解，

以便确定质量控制内容及制定质量控制要点，经对其进行分

析确定如下施工流程：

施工准备 施工围堰 基槽开挖

基槽验

堤身定位测量

测量放样

养护

基础混凝土浇筑基础模板制基础定位测

埋石混凝土堤身浇筑

浆砌石护面施工

堤身侧、后模制安 养护

3.1.3 制定与其相对应的监理质量控制细则

根据分析的施工流程制定与其相对应的监理质量控制细

则，指导现场监理进行质量管理。

（1）施工准备：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组织设计、技

术方案、保证措施等文件；查验测量仪器合格证、检验证明；

审核特种作业人员、测量人员资格；审核材料、设备进场报验；

审核劳务作业资格；审核下发施工图纸；督促、检查施工单

位技术、安全交底。

（2）测量放样：根据施工图纸，提取堤轴线数据，与施

工单位数据核对。施工单位完成轴线、轮廓线放线后，要求

施工单位报送测量放样报审单，监理及时组织测量监理工程

师对其进行复核，并签署意见。

（3）施工围堰：围堰是堤基是否能够顺利安全开挖、堤

身干地施工的关键，监理需根据批准的围堰方案或设计所出

的围堰方案进行监理，对围堰的黏土心墙部位或防渗面板需

进行旁站，对形体尺寸应进行复核，确保堤身能干地施工。

（4）基槽开挖：要求施工单位根据放样轮廓线开挖，严

禁自下而上或采取倒悬的开挖方法进行作业，监理及时跟进

检查开挖坡比、基槽宽度、高程、地质揭露情况是否满足设

计要求。

（5）基槽验收：当基槽达到设计要求高程，但地质揭露

情况不符合设计，应及时汇报与汇同业主、设计查看现场，

提出监理意见，力求基槽质量满足设计及国家规程、规范、

强制性标准。基槽开挖后质量符合要求，督促施工单位及时

填写重要隐蔽工程验收申请表、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关键部

位单元工程）质量核定签证表，监理对其进行复核并提交业主，

由业主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进行验收（协议质

量监督站列席验收），验收合格方可进入下道工序。验收情

况及结论报所签订协议工程质量监督站核备。

（6）基础定位测量和堤身定位测量：根据施工单位测量

报审，校核轴线、基础边线坐标，抽查施工单位现场放样点，

符合要求签署监理意见。

（7）基础模板制安和堤身侧、后模安装：对模板尺寸、

板面平整度、承载力、刚度、稳定性、可靠承受新浇筑混凝

土的侧压力、施工荷载进行检查或者验算。检查模板是否刷

脱模剂、缝隙是否封堵，支撑和拉杆是否牢靠，对模板安装

位置标高、轴线位置、截面几何尺寸等进行测量并记录相关

数据，作为质量评定依据。

（8）基础混凝土浇筑和埋石混凝土堤身浇筑：施工前检

查施工单位水泥出厂合格证、复检报告，粗细骨料、块石实

验检查情况。浇筑施工时，核对实验室出具的配合比与现场

拌和是否相符，不定时对塌落度、每盘混凝土粗细骨料重量、

拌和时间等进行抽检。混凝土入仓应对混凝土离析、漏浆和

泌水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生其情况应要求施工单位人工平仓、

补充同级配水泥砂浆及采用人工排水。埋石混凝土中的块石

一定要干净、大小与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应先下混凝土后下

块石。砼入仓振捣 每层厚度控制在 30cm 左右，要快插慢拔，

每一位置振捣时间以砼不再显著下沉，不出现气泡并开始泛

浆为准，且振捣时振动棒严禁碰触模板、预埋排水管和伸缩

缝沥青杉木板等。施工后检查外观变形、质量缺陷，如存在

跑模、蜂窝、麻面等质量缺陷必须要求施工单位及时修复，

以达到预期的质量要求，完成质量缺陷修复合格后应填写缺

陷备案表。

（9）浆砌石护面施工：施工前检查砌筑所用的石料，其



质量应强韧、密 实，坚固与耐久，质地适当细致，色泽均匀，

其抗压强度不小于 30MPa 或设计要求，无风化剥落和裂纹及

结构缺陷，实验室检测的各项物理力学指标满足设计要求且 

砌筑时外观的污泥、油质或其它有害物质应清理干净。砌筑

砂浆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砌筑施工时一定检查施工单位铺

砌砂浆垫层情况，必须要求各层均先铺砂浆后砌筑，且砂浆

应符合砌筑砂浆要求，块石应达到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砌立稳定、砂浆嵌填饱满密实，表面应按一丁一顺或一丁二

顺砌筑，其平整度及坡度满足要求。施工完成后对其浆筑的

结构尺寸和位置进行检查，超过允许偏差的要求施工单位及

时返工。

（10）养护：混凝土是否能达到配比强度，严格控制配

合比拌制、施工振捣重要，后期的养护工作同样重要。施工

完毕后 10-12h 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洒水养护，如在炎热干

燥的气侯情况下要提前洒水，采用人工洒水结合湿麻袋（或

草席）覆盖的方法，以保持混凝土始终处于湿润状态。养护

期一般为 7 天，重要或特需要求部位根据要求延长养护时间，

以确保混凝土最终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3.2 多施工标段工程进度监理

如果工程质量是一个功能满足使用需求的体现，那么进

度的快慢所产生的成本与其的比值，就能体现这个工程所产

生的价值。多施工标段工程中监理对施工进度的控制既可体

现监理存在的价值也可节省业主、设计、施工等各方的工程

成本。以下结合本工程六个标段情况对监理如何进行进度控

制做一些简要介绍 [1]。

本工程开工于 1 月，施工有跨汛期，对此不管是施工难

度还是进度控制都至关重要。由于工程施工标段多，施工项

目不一的特点，很难利于监理对整体工程的控制，对此监理

结合六个标段所申报的工程进度横道图，对施工项目进行剖

析、分解，编制本工程双代号网络图（如下）对整个工程项

目进行动态控制。

根据工程总体网络图，进行每月定时检查，对关键节点

进行督查，根据开工日期结合时标网络，出现偏差下发工程

通报、监理通知或者召开例会、专题会议，敦促施工单位制

定上报赶工措施，使项目整体进度可控，满足合同要求工期。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多施工标段工程监理工作过程中，监理应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设计的要求，结合其工程项

目的组成，剖析其工程特点，选择最有利于本工程的监理手段、

方式，通过制定相关制度、方案、措施，使工程从质量、进度、

安全、投资等多个方面终处于理想、可控的状态，为工程相

关利益方提供有效保障与服务，使水利项目建成真正的利国

利民的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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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Quick Commissioning of New V-type Filter in 
the Short Term  
Ya Xu  
Nanjing Water Group Co., Ltd.,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growing demand for water supply and the water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for advanced treatment of drinking 
water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 a water plant in Nanji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began to carry out re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advanced treatment of drinking water in October 2018.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the treatment scale was increased to 25×104 m3/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June of 2019, the construction of 25×104 m3/d V-type filter was completed. However, du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general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the new filter should be put into ope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commissioning time is very short. 
Therefore, the plant promoted work in all areas by drawing upon the experience gained on key points, that is, through the completion 
of single-grid filter debugging to popularize other filters, to achieve a rapid completion of the filter debugging work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Keywords
V-type filter; filtration; backwashing; commission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新建 V型滤池的短期内快速调试的相关经验　
徐亚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某水厂为适应不断增长的供水需求以及中国江苏省对生活饮用水深度处理的制水要求，于 2018 月 10 月开
始进行水厂改扩建及深度处理改造，改造后处理规模增加至 25×104 m3/d。2019 年 6 月中下旬，25×104 m3/d V型滤池建设完成，
但由于工程总进度的要求，新建滤池需尽快投运，调试的时间很短，因此，该厂采取了以点概面，即通过单格滤格调试完成
后普及其他滤格的方式，实现了短期内快速完成滤池的调试工作。　
　
关键词

V 型滤池；过滤；反冲洗；调试；运行管理　

 
1 引言

该水厂始建于 1978 年，至今已有 40 年历史，位于中国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北岸，浦口南部地区，担负着南京市江北

新区大部分地区的供水重任。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供水需求，

同时进一步提高出水水质，该厂于 2018 年 10 月开始扩能提

标改造，分三阶段实施，预计 2020 年底完成全部改造工作。

2019 年 6 月，新 25×104 m3/d V 型滤池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新建滤池的调试及运行总伴随着各种问题及故障，现针对调

试及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进行总结。

2 滤池主要设计参数

滤池处理规模：25×104 m3/d；

设计滤速 8.0 m/h，单池过滤面积 85.7 m2；

采用气、水反冲洗加表扫方式：

其中，气冲强度 55 m3/m2/h；

单水洗强度 17 m3/m2/h；

气水洗时，水洗强度 8.0 m3/m2/h；

表面扫洗强度 8.0 m3/m2/h；

滤砂：石英砂，d10=0.90mm，K80 ≤ 1.40，滤料厚度 1.20 m。

图 1 新建 V 型滤池剖面图



3 调试主要过程

3.1 曝气试验

在 V 型滤池滤板、滤头及滤帽安装完成后，滤砂填充前

进行。通过鼓风机对气冲系统进行调试，主要作用在于检查

配气均匀性，滤头滤帽是否完好，配气槽是否漏气等问题。

在此调试过程中，还需对 H 型排水槽进行观察，发现漏气及

时进行检查及修补，避免后期过滤时短流的发生。此外，在

曝气试验是，建议过滤区的水位高出滤头 5-10cm 为宜，而 H

型排水槽则建议水位 10-20cm 为宜 [1]，主要目的是有利于观

察曝气的均匀，便于发现大气团及更换损坏的滤头滤帽。

3.2 闸板阀密闭性试验

V型滤池的进水及排水阀门通常使用的均是方形闸板阀，

由于其构造原因，对安装质量要求较高，经常会发生渗漏的

情况，尤其是排水闸板阀，其密闭性是否良好直接影响后期

的运行效果。排水槽闸板阀必须在滤池正常运行液位的情况

下进行密闭性试验，可在滤池满水试验的同时进行，需多次

启闭仍不渗漏方可结束。该厂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所有 16 个

滤池均有不同程度的渗漏，如不及时修好，后期运行将损失

大量水量，影响水厂正常运行。

3.3 过滤调试

V 型滤池的运行包括过滤阶段及反冲洗阶段两个部分。

过滤时，采用恒水位运行的方式，控制滤后水阀门的开度，

保证正常过滤和过滤效果。在过滤时间达到设定时限，或当

出水管压力变送器达到设定水头损失时，滤池将进入反冲洗

阶段。因此，过滤周期及反冲洗时间的确定是过滤调试中的

重点。此外，初滤水排放时间的确定也同样重要，有研究表明，

滤池过滤初期，出水浊度通常较高，随着过滤时间的增加而

逐渐降低，初滤水浊度的降低同时也意味着水中各种非溶解

性物质和微生物的有效去除，浊度低至 0.15NTU 以下时，绝

大多数有机物会被去除。

在过滤调试前，滤砂需经过至少 24h 的消毒，之后进行

清洗，清洗结束时排水的浊度检测平均值均控制在 0.5NTU

以 下， 符 合《 城 镇 供 水 厂 运 行、 维 护 及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CJJ58-2009）4.8.1 条中规定“冲洗结束时，排水的浊度不

宜大于 10NTU”。

由于工程总进度的要求，新建滤池需尽快投运，调试的

时间很短，因此，该厂采取了以点概面，即通过单格滤格调

试完成后普及其他滤格的方式，实现了短期内快速完成滤池

的调试工作。

选取 4# 格进行调试。

3.3.1 初滤水排放时间

在滤格清洗完成后，进水开始过滤，由于时间较紧，无

法进行低负荷、中符合、高负荷的阶段性调试，直接根据设

计要求，恒水位 1.3m 进行过滤调试，由于没有安装单滤格在

线浊度仪，出水水质采取每 1min 人工检测一次的方式进行，

多次试验取均值后，结果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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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初滤水浊度

由上图可知，初滤水浊度在初始阶段均高于 0.2NTU（集

团标准），而 10min 后，滤后水浊度降至 0.2NTU 及以下，因此，

运行前期，暂定初滤水排放时间为 10min。

3.3.2 过滤周期

根据以往 V 型的滤池运行经验，在滤池满负荷或轻微超

负荷的状态下，48h 的过滤板周期是合适的，而对于目前新滤

池 25×104 m3/d 的规模来说，15×104 m3/d 的沉淀水规模只

能算中等负荷，即使沉淀池超负荷，也无法达到目前新滤池

的处理上限，鉴于此，根据负荷的占比，新滤池过滤周期暂

时定为 72h，后期运行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根

据以往运行经验，滤后水出水阀门最大开度暂定为 45%。

在后期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即使运行周期超过

72h，滤后水浊度也没有明显上升，水头损失同样没有达到限

值，阀门开度最大为 38%。因此，过滤周期仍有延长空间。

3.3.3 反冲洗时间

V 型滤池反冲洗包括气洗、气水洗、水洗三个步骤，每

个步骤均有表面扫洗参与，为快速选取相对合适的反冲洗时

间，三者的时间配比采用经验值法并根据试验检测结果确定。



反冲洗时间根据以往运行经验，暂定为 5min 气洗、6min

气水洗、5min 水洗。由于气洗阶段进水只有表面扫洗，排

水量很小，因此气水洗开始为排水浊度检测的起始点，每个

1min 检测一次，直至冲洗结束，结果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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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反冲洗排水浊度

由试验结果可知，反冲洗排水浊度的峰值出现在气水洗

及水洗的开始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而水洗时的变化

幅度最大，随着水洗邻近结束，浊度陡降，且最后排水浊度

为 0.26NTU，即表明反冲洗时间相对较长，而过量的反冲洗

会破坏滤层的状态，延缓滤池的熟化，从而影响初滤水水质

[2]。因此，暂时调整反冲洗周期为 4min 气洗、5min 气水洗、

4min 水洗，其理由为：①该滤池为新滤池，滤砂状态良好，

滤砂附着度较易清洗，无需长时间气洗摩擦滤砂，降低气洗

时间有利于减少滤砂损耗；②根据《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

及安全技术规范》（CJJ58-2009）4.8.1 条中规定“冲洗结束时，

排水的浊度不宜大于 10NTU”，反冲洗结束时，排水浊度较低，

为减小水耗，同时保护滤层状态，加快滤池熟化，降低初滤

水浊度，水洗时间略有降低。

4 调试运行结果

通过以上调试，并经过数天运行，滤后水出水浊度比较

稳定，其均值为 0.08NTU，反冲洗结束时排水浊度在 1.5 至

2.0NTU 左右，符合正常 V 型滤池的运行状态，且在 4# 滤格

砂层厚度的检测中发现，检测均值为 1.12m，距设计滤层高度

1.2m 的差值为 0.08m，在相对合理的损失范围内。至此，新

建 V 型滤池的快速调试基本完成，将相关参数普及到其他滤

格后，理论上 V 型滤池基本能够半自动正常运行，而实际结

果同样也是如此，各滤格基本运行状态平稳，滤池出水总渠

浊度为 0.08NTU，符合预期。

5 结语

此次新建 V 型滤池的快速调试，在过程上仍有不少缺陷，

不少滤池运行控制参数并未达到最优化状态，例如最优反冲

洗时间配比、最大滤池运行周期等，同时更多的滤池工艺参

数并未进行测量，例如滤砂含泥量、筛分析等，但在结果上

还是成功的。从目前的总体运行情况来看，滤池的整体运行

上并未出现工艺问题，自控控制方面仍在不断完善当中，因此，

目前滤池的运行方式为半自动运行，本次 V 型滤池的快速调

试的过程也仅作有相关需求的同行参考，笔者也将再后期的

运行过程中不断优化滤池的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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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ique in 
Water Treatment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hen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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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membrane treatment technology,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ique has become a key technology in water environment treatme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water pollution prob-
lems and realize the reuse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ique in 
water treatment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techniqu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water treatment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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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在水处理环境工程中的有效利用　
宋燊　

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中国·辽宁 沈阳 110117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膜处理工艺的持续进步，膜分离技术当前已经成为水环境处理中的一种关键技术，能够有效治理
水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水资源的重复利用。本文主要针对膜分离技术在水处理环境工程中的有效应用进行探究，指出膜分离
技术的具体的应用方式，希望能为水处理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膜分离技术；水处理环境工程；应用　

 
1 引言

膜分离技术是上世纪初发展的一种技术，在上世纪 60 年

代获得了迅速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时代

的全面到来，各种各样的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以及新理

念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社会生产力，

改善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与此同时，工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也

对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破坏，其中水污染问

题一直以来都是最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因此，加强

对水污染环境的有效处理是十分必要的。膜分离技术在水污

染环境治理中有着十分有效的应用，能够实现污水的再利用，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有效缓解水污染的社会问题。

2 膜分离技术的主要类型

2.1 微滤技术

微滤技术的分离原理可以参考普通的分离过滤的原理，

主要是利用压力差作为推动力，采取筛分原理进行分子的分

离，微滤可以用于截留颗粒直径为微米级别的细菌和颗粒，

具有占地面积小、适应能力强以及成本低的优势，是当前水

污染处理过程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膜处理技术，通常用于水处

理中的饮用水处理过程。

2.2 反渗透技术

反渗透技术是结合物理学科以及化学学科的一种综合性

的技术，也是通过应用压力差来实现物质的分离，溶液之中

的各种溶质之间会存在不一样的渗透压，相关工作人员只需

要结合物质渗透压的特征给出大于该溶质的渗透压的数值便

能够实现物质的分离，达到反渗透的这种效果。反渗透技术

具有高效先进的优势，在很多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目

前反渗透技术主要用于水处理环境中的浓缩过程中，涉及到

农业产品、加工电子产业以及纯净水制造等各种领域。[1]



2.3 动态膜技术

动态膜技术包含动态膜自身分离层以及动态膜载体两层

分离含义，其中动态膜载体指的是应用大孔径不锈钢丝材料

对动态膜进行承载，使得载体上能够依附动态膜的自身分离。

目前动态膜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实践

和创新，以实现良好的污水处理效果。

2.4 超滤技术

超滤技术的工作原理使筛分以压力驱动达到分离的目的，

超滤膜的平均孔径为 3 纳米到 100 纳米，主要用于分离溶液

中的胶体、大分子物质以及蛋白质等，可以替代活性炭过滤

器和多介质过滤器实现过滤的功能。目前超滤技术被广泛应

用于电泳除漆废水中，可以利用超滤膜将废水当中含有的大

量的金属离子以及杂质进行过滤，回收其中的有效物质，实

现资源的重复利用。[2]

2.5 纳滤技术

纳滤技术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科研人员发明的一种分离

过滤技术，主要是基于纳米技术实现膜分离的功能，可以在

压力比较低的条件下除去废水中的有害物质以及有害颗粒。

同时，纳滤技术还可以对初步处理过的水进行软化，可以结

合其他多种处理技术得到纯净的水资源，但是纳米技术相对

来说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应用条件苛刻，对设备也有较高

的要求，因此成本相对较高，相对于微滤技术和超滤技术来

说应用范围比较小，并不是常用的污水处理方法。

2.6 电渗析（ED）

电渗析分离是以直流电为助推力，通过离子交换膜的选

择透过性，实现溶质粒子的分离，最终实现溶液的物质分离

过程。电渗析技术已较为成熟，目前主要用于分离废水中污

染物质和制备酸碱。

3 膜分离技术的应用优势

3.1 分离效果好

膜分离技术自从上世纪初开始出现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真正广泛应用一直到 21 世纪才开始，膜分离技术具有能

耗较低、效率较高以及操作简单的优势，与传统的分离技术

相比持续时间短，分离效果好，成本低廉，有着十分重要的

应用价值。膜分离技术可以有效分离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并

通过凝结、沉降等各种方式分离出微米级别的物质，具有效

率高和能效低的优点。与传统的蒸馏方式不同，蒸馏方法会

使得有机物质在分离水质的过程中发生改变，膜分离技术并

不需要考虑湿度和温度等外在条件的需求，只需要在一定推

动力的作用下实现自动化的水质的分离，分离效率较高。[3]

3.2 操作方法简单

膜分离技术在分离过程中并不需要特定的环境和繁琐的

操作，处理方式相比较简单，在常温的条件下也能够应用膜

分离技术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的净化和处理，并不会损伤设备，

也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和处理，所耗

费的成本较低，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所需要的人员也

较少。其次，膜分离技术稳定性比较强，分离效率高，在进

行废水的处理过程中能够有效提纯水质，使得到的水资源比

原有的处理方法更加的纯净。同时也能够保存水中有机物的

现状，使得能够回收的有机物可以得到重复的使用。[4]

3.3 处理质量高

膜分离技术在实际进行废水处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挤压

和沉淀的各种物理操作将细小的细菌和有害物质从废水中分

离出来，实现对废水的净化处理，分离效率很高，消耗的能

源资源较少。传统的废水处理方法在废水处理过程中如果条

件控制不到位，便会破坏水中的有机物状态，破坏水体结构，

影响处理的效率和处理的质量。膜分离技术在常规的条件下

便能够有效分离出水中的杂质，整个分离过程受到周围环境

的影响比较少，可以实现自动化、信息化的分离工作。同时，

由于膜分离技术自动化分离的特征，分离的效率极高，占用

的空间不大，用的设备简单，相关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

以及废水污染情况有效调节膜分离技术的废水处理规模，可

以实现连续持续的分离，使用条件相对比较广泛，从而可以

实现废水的灵活可靠处理，减少能源资源的浪费和消耗。[5]

4 膜分离技术在水环境处理过程中的应用

4.1 饮用水的净化

膜分离技术在饮用水净化过程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水中

病菌和细菌等有害物质的过滤和处理过程中，在饮用水处理

中应用膜分离技术是水处理环境工程的一个重要突破。应用

纳滤技术、超滤技术、微滤技术等分离技术不仅能够去除水

中微米级别的颗粒，而且过滤作用也十分强大，可以有效提

升饮用水的整体水质。与传统的常规饮用水处理方式相比，



膜分离技术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而且还可以减少水中氯气的

使用，使得饮用水的处理更加的健康和可靠。[6]

4.2 海水淡化处理

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增多和工业的发展，社会对水资源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开发新的水源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

关键问题。但是，海水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和粗盐

成分，导致海水是不可以直接使用的，饮用不仅会造成人类

身体的不适，甚至还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

同时，海水如果直接用于工业中，会造成技术设备的大量腐蚀。

膜分离技术在海洋海水净化中的有效应用可以通过反渗透法

和电渗析法将海水中的不可利用的物质分离出来，实现海水

变淡水的过程。但是从目前来看，膜分离技术在在海水淡化

处理过程中的应用方式仍然不够成熟，所耗费的成本较高，

海水处理效率也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海水淡化处理流

程，不断降低处理成本，提高海水处理的经济效益。

4.3 工业废水处理

工业废水相对排量较多，排放范围较广，是当前造成水

污染的最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工业废水中含有不同浓度和种

类的化学物质，对水处理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工业废水

的处理原则是回收水中的有效物质，消除水中有害物质，实

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因此，工业废水在处理过程中，需要

结合国家相关标准，采取严格的净化措施，只有处理合格之

后才能够排放到水体当中。膜分离技术在工业废水中的有效

应用可以实现水中有效物质的回收与利用，净化工业废水，

取得良好的净化效果，同时也能够实现水资源循环使用。膜

分离技术当前在工业废水中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工业废水

在经过膜处理系统的处理之后可以达到国家排放的标志甚至

饮用标准。

4.4 膜分离技术在苦水咸水中处理的应用

在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和开发的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难

以可靠及时的对开发的水质进行预测，无法保证开发的水资

源能够满足当前人们的饮用标准和生活需求。因此，通常会

采用一定的处理技术对开采的新的水源进行处理和优化。膜

分离技术应用与地下水开采的处理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分

离处理相应的废弃物质，而且还可以实现苦水与盐水的淡化，

尤其在中国沿海地区来说，盐碱地较多，盐水和咸水也比较

多，如果人们过量的饮用苦盐水，会造成人体免疫力的下降，

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所以，对苦水喝盐水进行淡

化分离处理是十分必要的。酸碱度配比不合理是造成苦水和

盐水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分离

技术对其进行分离净化。例如，可以应用膜分离技术中的反

渗透技术以及纳滤技术实现水资源的净化，在高压环境的情

况下应用反渗透技术处理苦水、盐水，不仅能够快速有效地

实现盐水和苦水淡化处理，而且还可以保证处理环境的干净

和卫生。

5 结语

综上所述，膜分离技术在水处理环境中的有效应用能够

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处理，操作步骤简单，成本较低，应用范

围广泛，在当前水污染的治理以及饮用水的处理过程中有着

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需要不断加强对膜分离技术的研究与

升级，使得膜分离技术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实现

水资源的回收循环使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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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基础工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和建设效率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本文
主要针对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探究，指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和创新对策，希望能够促进水利工程持续
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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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质量和建设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原

有的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方法和管理策略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日

益增长的水利需求。从当前现有的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情

况来看，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水利工程功能的发挥。

因此，必须要加强对管理问题的探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

行解决，提高水利工程整体的施工质量。

2 当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

2.1 质量控制问题

质量管理工作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工

作，对后期建筑的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

加强对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工作，合理的

利用质量控制管控体系，要求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具备专业

的质量控制知识和意识，并将质量管理效率作为员工职业水

平的考核标准，提高员工质量控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企

业内部重拾起施工质量管理工作，不能只追求眼前的利益和

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整体的施工质量，要从企业的长

远出发，加强对施工工程项目的控制，将施工质量摆在企业

管理的首位。[1] 其次，还需要加强对施工管理方法的控制与

研究，建立起安全可靠、行之有效的机制。并在商业设计方

面进行细化，注意金融风险的问题，有效规避资金筹集风险，

加强签订的合同条约和施工团队建设的管理，严格落实质量

管理工作和一些对应的检测工作，保证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制度来开展。

2.2 缺乏可靠完善的管理制度

当前中国是一个工程项目在管理过程中存在制度不科学、

不完善的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导致水利工



程项目建设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水利工程建设效率和

建设质量。首先，缺乏对施工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未能对

水利工程施工的重点、难点以及要点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

无法基于现有的治理工程技术进行改革和创新，并缺乏对应

的施工管理机制，难以对施工人员起到监督和管理的效果，

实际工程项目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展。[2]

其次，管理方法不科学、不完善，在施工过程中，执行制度

相对比较松散，无法落实和规范施工细节，对施工人员的管

理也不到位。另外，管理制度未能得到及时的更新和升级，

无法结合工程的进度情况明确施工工程管理的重点和要点，

从而影响整体工程施工的水平和效率。

2.3 没有做到科学化的管理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要求科学化的管理以及先进的

技术并存，仅仅依赖于管理是不能够保证最终建设质量的。[3]

还需要在管理制度建立的基础之上，加强技术化的管理，做

到管理的科学和到位，避免因为管理问题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实现水利工程建设资源的合理分配，降低建设企业的成本支

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4 工程施工人员专业素养不足

由于水利工程项目直接时间较长、投资较大、工作周期长、

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对施工管理人员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

管理人员不仅能够具备相关水利工程施工的专业技术知识，还

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水利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现场缺乏专业可靠的施工管理人员，有的水利工程施

工队伍对管理工作不够重视，配置的专业管理人员数量和质量

都不能够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有限的施工管理人员面临着较

大的管理压力和繁琐的管理事项，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细节问

题，影响工程项目的顺利开展。[4] 其次，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人员综合素养不足，在施工之前，施工单位未能针对管理人

员进行专业可靠的技能培训，影响管理的效率和管理的质量。

另外，施工现场也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监督机制以及激励制度，

导致施工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约束，同时施工管

理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不强，影响管理的质量。

3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创新对策

3.1 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现场布局进行优化

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开始之前，相关设计人员和工作人

员需要对施工现场的地质条件、气候条件以及自然环境进行系

统科学的分析，结合实例工程项目的建设要求以及建设的方案

进行合理的设计规划，明确项目的设计图纸，解决水利工程项

目施工管理的具体问题。水利工程项目相关人员要不断完善水

利工程项目管理机制，提高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有效性，需要

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结合水利工程的

施工方案加强对现场环境的调研。分析现有施工环境的优势与

劣势，并针对现场的环境特征进行施工方案的调整以及施工计

划的还合理制定，实现场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其次，还需要

组织设计单位以及施工单位对施工图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研

究，做好技术交底工作，针对实际勘察的数据，明确在管理过

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并建立起科学可靠的施工技术方法体系，

重点解决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故障。同时，还需要结

合工程设计及施工工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疑惑进行再次讨论，

要求水利工程设计人员能够与施工人员进行及时可靠的沟通，

实现工程项目建设的最终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水利工程项目

往往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细节和内容，项目步骤繁杂，在施工过

程中需要结合施工的工期合理安排工序，不断优化工序次序，

保证各种工序能够有序流程化的施工，做到设备和施工人员的

综合配置以及所有资源的合理利用。[5]

3.2 对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创新

在进行实地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过程中要树立与时俱进

和整体统一的思维模式，将各种各样的技术全面融合到一起，

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注意工程施工的细节，建立起系统的施

工管理激励机制，提高施工人员的整体素养以及施工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工程项目培训以及在教育工

作，使得施工人员能够良好的开展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

作，避免安全隐患的发生。

3.3 加强施工管理技术的创新应用

水利工程项目技术性的要求比较多，项目流程相对比较

复杂，因此，需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的培训，加强对

施工管理技术的创新和管理，提升施工人员生产建设水平，

防止在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期间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技术问

题而导致设备使用不当或者安全隐患问题的发生。其次，在

现代化的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还需要做好施工材料的

管理与储存工作，从以往的水利工程项目建设问题可以发现，

施工材料管理疏漏是项目建设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影响工



程项目建设质量以及建设进度。施工企业在材料的选择过程

中需要综合考虑材料的价格、质量以及交货工期等各种因素，

尽可能的选择口碑较好、信誉较高的厂家的产品进行购买，

在建设中应用优质的材料，提高项目整体建设质量，避免由

于材料质量问题而导致的项目施工问题。

3.4 提高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为了能够实现高水平、高技术建设水利工程项目的目标，

还必须要加强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结合实际工程项目

建设现状以及建设要求，优化配置工程管理工作人员，满足

水利工程工程管理的建设需求。首先，需要加强对专业可靠

的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引入，通过高福利、高薪酬以及高

待遇吸引专业高水平的人才加入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

来，保证水利工程项目能够在良好的管理机制的制约下有序

的运行，实现多专业和多层次的人员配置，充分发挥水利工

程技术人才的专业实力和优势。同时，还需要加强技术培训

工作以及工程技术交底工作，使得参与工程项目管理人员能

够掌握最新的施工技术，提高管理人员的示范能力，达到工

程项目质量控制的目标。另外，还需要建立起专职的管理人

员队伍，明确每名管理人员的分工，并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

考核机制以及绩效机制，使得每一名管理人员都能够充分承

担起自身的责任，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得工程项

目的管理工作可以有序合理的开展，不断提高整体工程项目

的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

3.5 更新原有的管理理念

在进行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首先需要

对原有的管理理念进行升级和优化，对施工管理有着正确的

认识，明确施工管理对于工程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由于水利工程项目涉及内容比较多，受到的地域环境和气候

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在不同区域开展水利工程施工时所需要

应用的技术方法以及管理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工程项目

管理人员需要立足于项目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对管理人员的

思想意识进行再教育，更新原有的管理理念，消除懈怠落后

的思想，为施工管理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的技术人才支持。[6]

另外，工程项目施工单位还需要结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需

求和总体情况，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明确细化管

理制度，对参与施工的管理部门进行职能分工，保证工程项

目能够顺利可靠的实施。

4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管理

人员综合素养低下，对管理工作不够重视以及管理不科学、

不到位等各种问题，影响水利工程项目的正常施工。因此，

必须要加强对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方案的创新与优化，提高水

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使得实际工程项目

能够顺利稳定的开展，提高水利工程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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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m has important functions of flood control and drought resista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rren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demand for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the dam is relatively high during the process of da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method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dam safety monitoring, and points out the reason-
abl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dam safety monitoring in the process of dam operation, hop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level of dam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ly, so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dam can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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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坝具有防洪抗旱的重要功能，在当前农业发展以及工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大坝建设过程中对大坝的安
全性能的需求比较高。本文主要针对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化管理的方法进行探究，指出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化管理在大坝运行过
程中的合理应用，希望能够全面提升大坝管理的质量水平，使得大坝的功能能够获得科学合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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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大坝运行的过程中，通过相关检测设备以及现场巡查

等方式对大坝的具体运行情况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过程为

大坝的安全监测过程。通过有效的数据收集可以得到当前大

坝的实际运行状态，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能够及时发

现大坝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帮助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处理，避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而

造成安全事故，使得大坝的功能能够得以正常稳定的发挥。

2 大坝安全信息监控系统的设计

2.1 设计成果管理

大坝建设持续时间较长，后续的维护和安全监督工作需

要的注意事项较多，需要结合大坝的实际运行状态和运行要

求，合理的进行管理和分析。首先，需要对大坝建设运行的

不同阶段进行管理，保证大坝所有的变更资料、地质资料以

及设计资料能够得到合理的分析以及控制，全面提升整体系

统的建设水平。其次，还需要针对大坝建设过程中的所有的

数据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和调整，保证工程管理更加的全面化

和系统化，注意工程项目建设的细节。在数据监测的过程中，

还需要实现对大坝安全信息监控系统设计的全流程管理，通

过管理合同结算等方式对大坝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资料进行调阅和查询，保证大坝整体的监督管理效果。[1]

2.2 监测数据管理

数据主要包括整理输出和数据输入两部分内容，其中数

据整体输出包括监测图表、分析报告以及监测成果。所设计

的大坝监控安全信息化管理系统需要包括数据信息采集、数

据信息审核、数据信息入库以及数据成果输出等各项功能。[2]

设计人员需要结合大坝当前的运行方式以及运行状态，结合



大坝的数据整理需求合理的进行系统的设计与规划。

2.3 环境信息的管理

大坝运行过程中的环境信息数据主要包括各方位的开挖

信息、支护信息、混凝土浇筑信息以及水文气象和地震信息

等相关内容，在建设的大坝管理信息化系统中，所要实现的

功能包括查询功能、调用功能等相关内容。

3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3.1 大坝安全监测人工子系统

水库大坝人工监测子系统主要包括巡查监视以及仪器检

测两部分内容。其中，人工监测子系统需要严格按照建筑物

环境观测的时间要求，实现仪器、人员、时间以及测量频率

的固定，并随时实现数据的随时观测、随时计算、随时记录、

随时审核以及随时分析，及时对大坝运行的各种数据信息进

行采集，掌握大坝整体的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大坝运行过程

中安全隐患并采取可靠的措施进行解决。[3]

3.2 自动化监测子系统

为了全面提升大坝监控系统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和自动化

水平，并保证监测数据的灵活性和准确性，对大坝的运行状态

进行及时可靠的掌握，还需要建立起科学的自动化监测子系统，

通过实时采集和上传现有的单元的监测监控数据，及时掌握大

坝运行的发展趋势以及运行工况，并通过与上位智能预测系统

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共享，从而可以及时评估大坝的安全情况。

可以在大坝的相关位置设置专门的数据采集单元，对大坝运行

的应力数据、变形数据、温度数据、应变数据以及接缝数据等

进行自动的科学的采集，并通过光纤系统将数据上传到中央控

制器中，实现自动化监测系统以及人工监测系统的全面管理。

同时，还需要根据安全监测信息化系统以及水库大坝工程规模

的相关要求，在水电站枢纽自动化监测系统当中纳入所有的大

坝监测子系统，结合大坝的规模设置合理的信息化采集终端点

的数量。水库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可以为水库大坝

运行提供重要的生产支持，实现控制中心、生产现场以及生产

后方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监测和管理，保证大坝运行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提高大坝运行的经济效益。

4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化管理的应用

4.1 大坝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架构

大坝工程项目相关安全管理单位以及部门在进行系统化

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管理范围及管理职责，建立起

对应的信息共享系统，要求这些系统能够囊括大坝运行的方方

面面，并在大坝的安全管理的信息系统架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和价值。作为大坝安全管理信息化的蓝图，大坝安全信息的信

息系统架构给出了大坝整体的信息管理系统，对于安全信息化

管理具有有效的指导和控制作用。目前，大坝安全管理的信息

系统包括水库大坝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大坝安全法规与标准管

理系统、水库运行管理信息系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水库注

册登记系统、闸门监控系统、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视频监视系

统、洪水预警系统、水库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等各项信息系统。

大坝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可以从功能上将其分成四大

类，主要包括预报预警、调度决策、监测控制以及基础信息。

4.2 展示监测结果

在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用和投产之后，可以

结合监测信息化平台全面系统地展示大坝的监测成果，利用

高分辨率显示技术、三维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可以对大坝的

运行状况构建仿真模型，实现可视化和三维化的特点。同时，

利用网络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仿真技术，还可以

整体的分析大坝的安全运行状况。[4] 利用三维立体显示技术

可以综合判断大坝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以及大坝未来的发展

变化趋势，实现对大坝控制的可视化管理，利用虚拟仿真技

术可以演示大坝水位的升降变化情况，为技术人员管理方案

以及应急制度的制定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

4.3 分析评价和预警

结合大坝所监测得到的安全数据，应用预测模型、统计

模型、专业数据模型以及确定性模型等相关的方法对数据进

行检查和分析，并开展自定义断面和设计断面的统计工作。

结合检查形式的结果，按照监测部位、监测项目以及物理过

程等对监测的结果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从而可以自动评估大

坝的工作性态分析结果，能够自动的生成大量的表格数据信

息、图像信息以及图形信息，并自动得到安全预测分析报告。

可以将安全隐患信息及时地传送给相关人员和相关单位，实

现安全信息的发布以及自动预警工作，有效避免大坝安全问

题的发生，提高大坝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4 及时发现大坝设备存在的缺陷

在运行大坝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过程之后，可以对大坝设



备运行安全进行及时可靠的掌握和了解，并在系统监控子系

统并网运行后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相关缺陷及故障。例如在

大坝技术人员审核数据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数据的分析结果

及时发现各部位和各系统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

实现系统的复位以及设备的有效恢复 [5]。其次，系统还可以

掌握现场终端自动化设备的故障缺陷部位，降低技术人员维

护和修复的难度，减少技术人员的工作强度，确保监测信息

化系统能够连续、持续、安全的运营。

4.5 快速反应机制的综合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

在大坝安全监测过程中可以应用信息化技术对大坝周边环境

的数据内容进行自动化等实时采集，从而能够为快速反应机

制的构建提供有效的数据参考，并能够实现系统构成的科学

性和全面性，实现系统的无缝衔接和快速反应。快速反应机

制的构建的功能特点是需要通过多种信息系统共同组成，能

够实现及时响应和实施控制的功能，比如在大坝遭受事故或

者破坏之后，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这样通过快速反应机制

系统的构建，能够对安全监测数据进行全面及时的获得，并

且快速处理大坝受到的影响情况和安全隐患问题。在大坝的

信息化管理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大坝现场中动态监测系统以

及大坝的振动情况监测，实现快速反应机制的构建，可以将

相关的数据输入到共享服务器中，通过对数据进行跟踪，明

确预警部位以及预警区域，并适当地进行信息内容的调度。

如果发现数据超过预警值可以马上启动前段数据监测信息对

数据进行自动的分析和处理，实现对数据采集方案的综合性

判断，调用专业的监控信息和数据模型，对相关视频数据和

图像数据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并自动生成安全预

测分析报告，提供专业真实的数据信息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在长时间的大坝的运营之后大坝很容易

受到其他情况和地面运动而导致破损和断裂的问题。因此，

必须要加强对大坝的震动安全的检测工作，应用相关专业的

仪器对大坝地面运动的情况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从而能够

为地震抗震设计以及地震强度的预算提供准确的参考，为强

震记录的实施处理发出紧急预案，及时避免震动对大巴造成

的损害。由于相关设备并不能够时刻记录地震过程，只有震

动强度超过指标时才能够触发设备的工作。尤其是在大坝的

轴线和廊道等区域范围，要进行全面的处理，通过利用全天

候的在线工作方式对整个数据信息进行自动化采集，如果发

生强震动事件，则应该对监测数据子系统进行判断，并且要

立即送入数据共享服务器之中。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全面

到来，开展大坝的安全管理及信息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通

过构建大坝安全全面监测信息化系统可以对大坝的运行状态、

监测隐患进行系统科学的监测，实现大坝相关数据的实时收

集及处理，保证大坝的安全可靠地运行，提升大坝整体管理

的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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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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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作为中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不言而喻，因此针对水利水电工程中
的安全施工监理工作就提出来了较高的要求，只有保证相应的施工质量才是提升工程稳定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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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中国的任何施工建设工程来说，加强相应的监理工

作是非常具有必要性的，建设监理作为建设管理体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 16 世纪，欧洲的部分

发达国家就察觉到在相应的工程施工中增加安全监理工作的

重要性。因此，在中国现阶段的水利水电建设工程中，为进

一步减少安全隐患事故的出现，以提升工程质量为基本目标

进行安全施工监理工作的落实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2 加强水利水电工程安全施工监理工作的意义

现如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建

设都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工作作为保障中国人民群众日常工

作和生活水平的重要工程，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而水利

水电工程作为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工程，帮助中国的民

生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在发展。但是实

际上，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由于施

工手法或是施工人员失误所造成的质量问题。而且水利水电

工程作为中国建设过程中一项比较基础的民生工程，施工的

地点都比较偏远，而且周边的地形环境和地质条件复杂，在

进行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往往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而且传统

意义上的安全施工监理模式是不能够满足新时代需求的，在

出现了安全事故之后所造成的损失也非常严重。[1] 因此，本

文着重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角度入手，在进行水利水电设

计的时候就采取相应的科学手法，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设计和

施工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步骤，确保水利水电工程相应的按照

合同规定进行工程的正常施工，以此促进中国社会基础设施

工程的可持续性发展。

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监理的依据

中国现阶段所颁布的 《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已

经首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在施工项目实践过程中，

不同的主管在相应的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当承担的安全管理职



责，有效明确了相关从业人员的职责和义务。而且条例中不仅

仅对整个施工组织方案的合理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针对可

能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了施工单位和甲方的根本利益，促进了双方能够更好地合作和

交流。针对于水利水电工程来说，中国水利部颁布了相应的《水

利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指南》等严格的规定，针对于安全监

督员的责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在 2014 年水利部颁布的《水

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中，都已经根据实际施工情况的多样性，

提出了 8 项工程安全监督工作程序和要求，进一步合理化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相关步骤和工作要求。在此基础上，正

是由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施工安全与施工技术的关系较为

密切，这要求相关从业人员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加强

对《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规定》的研究和掌握。另外，在审核

和竣工验收过程中，还必须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规定》

的有关规定才可以通报审核。[2]

4 安全监理工作的要点分析

4.1 承包人技术文件的审核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承包人必须要具备相应的证书，即

项目经理应持 B 类证书，专职安全员应持 C 类证书 [3]。另外

还有部分水利水电工程的复杂性、特殊性比较显著，因此就

会有少部分的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工作支持，对这些特种作业

人员的相关证书和档案资料也应该进行审核，要求所有参与

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人员都必须要持有效证件上岗工作。在

保障了工作人员的合格性之后，相应的水利水电工程操作步

骤也需要得到严格的监理和审核。

4.2 明确具体的施工步骤

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工作环境

中所需要进行的任务不同，相应的施工步骤一定会有比较大的

差异，这时候就需要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合理化相应的施工步骤。

例如在进行给排水管道的安装的时候，第一步要重视对沟槽的

开挖和支护的建立，挖沟开槽是为了防止雨水天气和地下水对

相应工程的侵扰，建立支护则是保证施工环境和施工人员的安

全。第二步则要进行完整、严谨的管道测量，只有保证测量数

据的准确性，才能够给水利水电工程中给排水管道设计图纸提

供一个精确的指标，便于控制进度。第三步重视管基制作和砌

检查井，以及后续的管道闭水试验，只有这些步骤完成后，才

能够确保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的稳定性。[4]

4.3 安全费用控制

安全生产成本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必然组成部分，也

是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生产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没有经费保

障，水利水电工程中的任何一环，甚至包括安全管理都将成

为空谈。就现阶段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来说，由于整体的利

润获取比较低，处于要保障成本的角度，很少能够按照规定

足额获取相关安全生产的费用。

4.4 对监理工程师的工作责任进行明确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监理主要是确保整个施工现场安

全工作的开展，施工人员在进行水利水电施工的时候，需要

重点进行施工材料和设备方面检查，从而确保施工安全。另外，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监理工程师主要是对现场安全进行管

理和优化，在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需要及时的分析，采取措

施进行优化，从而能够有效的确保工程的顺利开展，才能更

好的确保整体施工质量，促进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发展。

5 水利水电工程中安全施工监理工作的优化

措施

5.1 施工准备阶段的监理控制管理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之前，首先要做好相应的工作准备，

即对施工过程的控制和管理的各种信息进行详细的研究、分

析和应用，以确保它满足整个工程的实际需求。而且还要根

据地域的不同情况，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应急

措施，及时地解决相关问题。另外，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

目中，需要对整个项目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和设计，并坚

持用宏观的眼光去对待每一个步骤的具体操作和落实，并且

用统筹规划的手法使得所有的工作环节能够结合在一起，使

其环环紧扣，这样才能够对接下来的一系列实践操作具有指

导性的意义。此外，为了进一步保证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

量相对较高，例如，在渠道设计过程中，我们首先就要考虑

施工项目所在的地理环境、区位、水系的流向、水量、地形

的坡度等问题，还有相应的社会大环境，然后采用适当的方

法来发展设计中的客观优势。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还使建筑工人能够参与整个水利水电工程的安全



施工过程，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其主人翁的使命感 [5]。

5.2 施工过程中的施工监理控制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在施工阶段的运行是否良好、科学、严谨，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程的整体质量。为了提高水利水电工

程的质量，必须掌握各种信息，科学地处理上级的规定和要求，

而且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还应当运用科学的施工技术和方法。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针对混凝土的配比来说，在搅拌混

凝土时，不仅要注意配合比，还要选择合适的施工现场。因此，

在进行混凝土配比的时候必须要严格控制各种物料的配比比

例、配比方式、搅拌时间和静置时间，这与后来的水利水电

工程的防水能力是否达到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和工

程本身的结构稳定性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是当下的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利用了新型

的混凝土材料以后，这是一种由于复合人造石通过大量的胶

结材料将骨料胶结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最终所形成的新型

混凝土。因此，重视对于混凝土的配比必须要加以科学化的

处理，防止由于配比比例把握不准确而导致混凝土本身的优

势不能够发挥出来。基于这样的发展背景，在进行防水性混

凝土的配比过程中，主要以水泥、砂石、石子、膨胀剂、粉

煤灰为原材料 [6]。其中，水泥的选择通常是普通的硅酸盐水泥，

其价格便宜且性能稳定，值得广泛使用。 

5.3 竣工阶段中的施工监理控制管理

竣工验收阶段对水利水电工程要做好相应的完善工作和

收尾工作，也就是需要对对竣工后的工程项目的质量加以检

查和评估，验收项目是否合格，如果存在不合格的情况则需

要加以改正或者重新返工。等到整个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是

达到行业标准之后，还需要做出正确的、具有准确完备信息

的验收报告，并将所有发生改动的信息记录起来，便于后期

的查阅和使用。

5.4 整个施工阶段的工程资金管理

无论是针对水利水电工程，还是其他类型的建筑项目来

说，资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资本是所有企业和工程项目顺

利存在、运作、发展和完善的基本支撑条件，它的充足性是

保持公司和项目整体活力的血液。因此，在开展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时，要做好资金管理工作，即合理控制相应的金融体

系和金融体系。它将帮助从业人员及时跟进施工过程，并对

施工质量进行良好的检查。但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完成后，

部分建设单位很有可能面临拖欠工资的情况。这时候前期所

做好资金管理工作就能够继续保持工程的可持续性发展，避

免对施工工人的经济效益出现损害，后期施工单位可以和甲

方商量去获取自身所得利益。 

6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工作的分析，一方

面为了能够促进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人民的生活幸福

感和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

结合起来，就需要重视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安全施工监理工作。

要结合科学的手法来解决现存施工过程中的市场不规范以及

人员素质不够高等问题，进一步加强施工监督管理，完善水

利水电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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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ssued the “Central Document No. 1” for 12 consecutive years, which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Hutubi County, Changji, Xinjiang, China regards 
the main theme of “Central Document No. 1” as the signal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n the basis of consci-
entiously summing up results and experience, taking the action of ecological rivers and lak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stri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suppl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new measures to accelera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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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快农村水利建设与改革促进乡村振兴　
方雪尔　

新疆呼图壁县水利局，中国·新疆 昌吉 831200　

摘　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连续 12 年出台“中央 1 号文件”，为农村水利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将“中
央 1 号文件”的主旋律作为农村水利建设与改革的冲锋号，在认真总结成效与经验的基础上，以生态河湖行动为抓手，全面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与产权改革。通过严格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供给，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举措，
旨在为乡村振兴和建设提供支撑保障。　
　
关键词

农村水利；建设与改革；乡村振兴　

 
1 更新理念，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机

制创新

新形势下的农村水利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走新路、

出新招、创新业的重要责任，必须把创新建设体制和管理机

制作为一项突出任务紧抓不放。一要创新投入机制。建立健

全“政府投入为主导、农户自愿投入为基础、其他社会投入

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保持农

村水利投资的稳定增长；在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的基础上，

强化“一事一议”执行力度，组织群众筹资筹劳开展农田水

利建设；[1] 同时充分发挥涉农资金集聚效应和放大效应作用，

以水利为平台，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国土整治资金、农林

水专项资金捆绑使用，形成农村水利投入机制的合力。二要

创新管护机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完善

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和配套制度，通过承包、租赁、

拍卖、股份合作等方式，搞活经营权，转让使用权，拍卖所有权，

盘活存量水利资产，实现农村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滚动发展，

鼓励群众独资、合资兴办小型水利工程，使农民真正成为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受益的主体；同时要将工程建

设与产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从建设时期就落实管护责任，

确保工程建一处、成一处，发挥一处效益。三要创新水权分

配机制。于军塘湖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试点项目的基础上，

在中国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建立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两套指标

体系，将全县的用水权总量分配到乡镇、村组、明晰到户，

配水到地，切实做到“水权明晰”，同时允许水量自由交易，

鼓励用水户将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出售，出售价遵循政府宏



观指导。四要创新灌溉管理体制。继续推行“水管单位＋农

民用水协会＋农户”的灌溉管理模式和供水到户“544321”

工程；灌溉用水实行“水票制”，由用水户持水权证向水管

单位购买亩灌溉轮次水量，水管单位给票供水，确保总量控制。

五要创新水价形成机制。按照促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

支出、保障灌排工程良性运行的原则，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施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和终端水价机制，[2] 全面实行定额内

用水享受优惠水价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逐步建立合理的

农村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切实解决水利工程建后管

护的资金难题。建立水权水价交易平台 6 个，交易水量 1140

万方，交易额 245.98 万元。落实精准补贴、差额补贴奖励资

金 32.76 万元。开展确权颁证，2017 年发放产权证 25 本，呼

图壁县累计发放 1199 本。

2 建管并重，切实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和末级用水管理

农村水利工程面广量大，建设管理任务重，建好、管好、

用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保证长期发挥效益是一项十分重要

而紧迫的任务，必须切实加强工程管理和用水管理。一要加

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坚持建管并重，积极探索分

级管理、分类管理、专业管理、群众管理的模式和途径，建

立权责明确、精简高效、制度完善、管理科学的运行机制，

逐步完善水管单位专业化服务与用水户自主管理相结合的工

程管理模式。[3] 二要建立末级渠系工程管护奖惩机制。将末

级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纳入乡镇综合目标考核范畴，形

成水管单位监督指导、乡镇政府督促落实、用水协会具体实

施的工程管护格局；并由水管单位和乡镇共同与用水协会签

订末级渠系工程管护责任书，于每年年底对末级渠系进行达

标验收：对管护措施落实好的协会，从末级渠系维护费中划

出一部分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补助；而对于

管理不善的协会则依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罚（如警告、

罚款、免除协会负责人职务等）；对于负有连带责任的乡镇，

在进行综合目标考核时，根据达标率给予相应的加分或扣分

处理。三要切实加强末级用水管理。对用水协会各项规章制

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对协会人员力量进行调整充实，进一步

推进用水协会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把协会真正培育成末

级渠系的用水管理主体；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一级计量点，

加快健全二级计量点，持续推行末级供水“三公开”制度，

使广大农民放心用水，明白交费，全面促进末级用水的规范、

有序管理。四要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十三五”水

利发展规划，着力抓好水利相关规划的编制，把好顶层设计关，

健全完善骨干水利设施体系。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 5

项水利工程建设，发挥骨干工程辐射作用。总投资 13.528 亿元，

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3269.7 万元，完成投资 5.683 亿元。

3 建章立制，切实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

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安全的重要

保障，必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认识加强运行

管理的重要性，为群众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一要建立健全

工程管理制度。搭建县人民政府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领

导班子，制定出台《呼图壁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

对落实《农村饮水安全总体规划》、推广“六制”、明晰工

程产权、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及工程运行管理、服务管理、

卫生管理、水费管理、维修管理、基金管理、水管员管理、

等提出规范要求。二要建立健全农村供水总站内部管理制度。

按需扩充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队伍，切实解决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运行经费等问题，[4] 消除工程管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为确保工程正常运行和持久发挥效益提供人力支持和机构保

障；同时强化对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有力提高管理

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升综合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三

要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划定供水水源保护区，设立明

显防护标志和严禁事项告示牌，制定保护措施，并经常巡视，

落实保护责任，及时处理影响水源安全问题。四要建立水质

监测制度。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中心，并配备必

须的设备和仪器，安排水质监测人员；完善农村供水消毒、

净化设施，严格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定期对

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进行水质检验，坚持日检、周检、

月检、季检制度，并建立水质检测档案资料，确保饮水安全。

五要建立自动化监控系统。建成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动

化控制中心，配套安装覆盖全县人饮水工程的网络控制系统，

全面监控管网设施、工程安全、水量调配等管理信息，实现

工程管理优化升级。六要建立高效的维修机制。供水总站应

组织成立专业维修队，并向供水区域公布监督电话，建立 24



小时服务制度，逐步实现维修、维护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5]。

4 开拓进取，切实建立农业高效节水技术与补

偿机制

一要继续完善和落实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采取项目支

撑、一事一议、以奖代补、补筹结合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

开展直接受益的高效节水工程建设，促进现代化节水农业健

康持续发展。二要积极推广“水管单位 + 农民用水者协会 +

专管人员管理”模式和“农协会 + 农户”的灌溉管理模式，

切实推进农业集约化种植、生产管理“五统一”进程，进一

步明确管护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科学管理。三要借鉴

大丰镇 3 万亩河水滴灌大首部工程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优化

设计方案，因地制宜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建设精品“大首部”，

充分发挥节水规模效益。四要借助军塘湖流域 3 万亩农业高

效节水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在全县范围内辐射推广实施大田

滴灌技术和滴灌系统自动化控制技术，建立高度集成的节水

技术体系。五要着力调整优化作物布局，综合应用除工程节

水以外的多种田间节水技术，全面促进由单一田间节水技术

向综合集成节水技术转变。六要进一步加强对农协会、专业

合作社及农民的培训力度和效益对比分析，通过举办灵活多

样、喜闻乐见的节水培训班等方式，让农民完全转变灌溉理

念，实现粗放灌溉向精细灌溉的转变，真正“变浇地为浇作物，

适时、适量地进行科学灌溉”，让农民自觉节水，自觉搞好

工程日常管理维护工作。七要按照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把农业节约出来的水量调配到工业领域、生态领域和城镇发

展领域，[6] 同时进一步理顺节水效益转移关系，积极探索并

制订包含农业节水补偿费用的非农行业用水水价，全面建立

农业节水支持生态化、工业化、城镇化“三化”发展，良好

的生态环境、持续增长的工业增加值、现代化的城镇建设反

哺农业节水的补偿机制、使广大农民在利益驱动之下，积极

践行节水行为。八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快推进灌区

节水改造和现代化灌区建设，同步推进灌区用水计量设施、

田间渠系配套，灌区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积极做好灌区现

代化建设工作。抓好农村水系河塘综合治理，夯实农业农村

现代化基础。大力推进水利精准扶贫，把水利产业发展落实

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消除农村贫困。

5 强根固基，切实建立完善水利服务体系

一要进一步充实机构人员，提升管理服务能力。加快培

育和发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化服务队伍，提高农村水利专业化

社会化管理水平，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好水利服务

保障。[7] 二要认真实施人才开发战略，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

建立和完善人事、人才管理机制，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

统筹抓好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的选

拔、培养、交流、引进工作，提高水利科技的导航能力、创

新能力和服务能力，真正建立起一支懂业务、会管理、高素

质的水利服务队伍体系。三要从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提

高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基层灌区灌溉管理、工程管理中的能

力与水平，发挥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乡村振兴、服务农村中

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示范协会建设，加强协会的制

度建设、能力建设，从管理上连接起“最后一公里”。努力

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效能性

转变。四要按照农村水利发展的要求，以“小管理，大服务”

为目标，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利改革，以“一

专多能、一人数职”的方法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能动性

和创造性，建立健全水利单位内部管理体制、适应新时期水

利发展的办事机构，提高水利系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

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四要针对农村水利的技术难

点，组织科技攻关，加快农村水利科技成果的集成、转化和

应用，逐渐做到“以水养水”、“以水养工程”，实现建设、

运行、管理、养护、经营的良性循环，全面建成职能明确、

布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水利服务体系。五要结合

县域实际，探索不同形式的推广服务组织，使农村水利服务

工作逐步由零散、分散型向专业化、系列化、社会化方向 

发展 [8]。

6 攻坚克难，切实解决反映突出的基层水利

问题

一要深入开展水管体制改革“回头看”活动，在巩固已

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要争取公益性

人员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并足额到位，公益性工程维修养

护经费按批复文件承诺的额度落实到位。二要加强水法律法

规的执行力，使水资源市场化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水



权交易能够合法有序的进行，促进水权交易市场的呵护培育

和发展壮大。三要加强农村水利规划的合理性。根据实际情

况提出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方法，使得农村水资源能够发挥其

最大的利用效率。还应不断建设和完善农村地区的水利配套

设施，建立健全水利建设机制，能够做到水利建设的高效利用，

推动农村水利建设向现代化农村建设靠拢，从而为农村带来

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要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作为优先领域，加快改善农民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群众受益程度和

水平。四要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契机，加大斗渠为主的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9] 从工程上打通“最后一公里”。

强化农民用水协会管理末级工程中主体作用，按照“谁使用、

谁维护、谁管理”的要求，用好末级渠系维护费，做到工程

管护主体、责任、经费“三落实”，从保障上管好“最后一

公里”。以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细化实化农

村水利工程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通过产权改革释放“红

利”，让农牧民用水户得到“实惠”，变“虚权”为“实权”。

7 结语

农村水利工作任重道远，要进一步理顺体制，健全法制，

改革机制，强化管理能力，保全工程能力，扩展服务能力，

在水利谋篇布局上有新思路，在水利改革发展上有新突破，

在狠抓工作落实上有新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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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灌排沟渠是农田建设的关键项目之一，良好的灌排沟渠施工可以补充农作物所需要的充分水分，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本文主要浅析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灌排沟渠施工中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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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标准农田是指土地平整、连片、肥沃，设施完善、农

电配套、抗灾能力强的耕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完善灌排

沟渠建设，有助于巩固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促进中国农

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2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灌排沟渠的现状

2.1 建设和维护资金不足

灌排沟渠施工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它不仅

需要对农田及周围的环境及土质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还需要

专业的人才进行灌排沟渠的设计，然后国家及政府根据设计图

纸进行施工，以达到为农作物提供充足水分的目的。但是，由

于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并没有设计专门的农田灌

排沟渠施工资金，导致部分地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灌排沟渠

施工不完善，不利于农作物的健康成长。同时，灌排沟渠建设

完成以后，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去对灌排沟渠进行维护，但

是很多地方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维护资金，导致灌排沟渠中的淤

泥、垃圾等越来越多，影响了对农作物的水补给 [1]。

2.2 农作物种植方式不当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于粮食的需求也在逐渐增

加，促进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注重

种植面积的增加。但是，这种趋势的发展与当下的青年人取

向不一，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出现土地成片承包的现象，很

多农民没有意识到灌排沟渠对于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他们

为了追求更大的种植面积，进行了灌排沟渠的填埋，当对农

作物进行灌溉时，就会出现灌排不当的现象，不利于农作物

的健康成长。

2.3 灌排沟渠建设质量问题

灌排沟渠施工的质量是影响高标准农田水分补给的重要

因素，质量的好坏不仅影响灌排沟渠的使用长短，还影响了



注水量和排水量的大小。很多地区为了节约灌排渠道的费用，

会购买质量不是很好的施工材料，导致灌排沟渠的质量不好，

影响灌排的正常运行。[2] 同时，部分地区在进行灌排沟渠的

施工时，并没有对农田周围的环境及地势进行观察，导致建

设好的灌排沟渠破坏了环境，造成当地的水土受到了破坏，

影响了当地的生态发展。

3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灌排沟渠施工的前期准备

3.1 灌排沟渠施工设计

灌排沟渠施工前的规划和设计是施工前的必须准备工作，

科学地规划和设计可以确保灌排沟渠施工技术的正常进行，

确保高标准农田的灌溉和排放的顺利进行。首先，要对灌排

沟渠施工的地址、地形、水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根据

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本地是否可以进行灌排沟渠的施工，然

后在进行灌排沟渠的规划和设计。其次，要对灌排沟渠的施

工材料及人员进行管理，重视施工过程与施工人员之间的关

系，使灌排沟渠的施工可以顺利进行。再次，也要分析灌排

沟渠的土方施工，防止灌排沟渠施工过程中出现沉降或者渗

漏的现象，提高灌排沟渠的质量。最后，还要对灌排沟渠的

干渠和支渠进行科学设计，提高灌溉效果，提升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

3.2 开挖环节的监控

开挖环节是灌排沟渠施工整体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开

挖环节进行监控可以保证灌排沟渠施工的正常开展，一方面

有利于提高施工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开挖环节的资金

支出，节约施工成本。因此，对开挖环节进行监控管理可以

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对灌排渠道开挖的范围和深度进行

监控管理，确保在施工的过程中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节；

另一方面要对灌排沟渠的高程进行监控，确保开挖的灌排沟

渠会发挥应有的效果。

3.3 培土环节的设计

培土环节的科学设计是保证灌排沟渠高程控制的关键，

科学地进行培土，就要对预制构件的应用进行设计和规划，

使灌排沟渠的底部和顶部跨度得以科学的施工和完成。因此，

要预先设计和规划培土环节，科学的进行培土可以确保灌排

沟渠内部和外部比例合理，保证灌排沟渠施工的顺利进行，

从而提高灌排沟渠的防灾减灾效果 [3]。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灌排沟渠施工的关键技术

措施

4.1 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

随着国家对于粮食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中国各地政府

应该认识到灌排沟渠施工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意义，增

加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做到专款专项，为中

国各地灌排沟渠施工提供充足的资金。同时，国家和各地政府

可以给予高标准农田以技术上的支持，为高标准农田进行灌排

沟渠的科学设计，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进程。截止到 2017

年年底，中国的高标准农田已经建成 5.6 亿亩，其中中国山东

省德州市陵城区已建成 89 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以及示范、带动作用。高标准农田的建立，一方面做到了增

产，平均每亩地要增产 100 公斤以上；另一方面做到了节水节

电，防灾减灾。因此，中国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对于高标准农田

的建设资金和技术扶持力度，加快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进程，从

而贯彻和落实中国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4.2 提升群众建设积极性

国家和政府的财政资金有限，每个地区需要财政用款的

地方很多，他们并不能提供充足的资金去进行高标准农田建

设中的灌排沟渠施工，这既影响了灌排沟渠施工的进度，也

影响了高标准农田的正常建设。针对这种现象，各地政府可

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灌排沟渠优势的宣传，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对灌排沟渠的认知程度，从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

翁意识，让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根据灌排沟渠的施工情况进行

人力、物力的资助，政府可以予以这些人民群众以精神上的

鼓励，在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积极性同时提升广大人民

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加快灌排沟渠施工的进度。

4.3 做好灌排渠道施工技术

灌排沟渠的核心技术是渠道主体，做好渠道的施工建设，

可以提高灌排沟渠的整体质量。渠道施工包括填筑土埂、放

置沟渠预制构件、回填勾缝三个方面，做好这三方面的施工

工作，可以提高灌排渠道的整体质量。首先，土埂填筑方法

可以采用分层压实方法，根据地形和设计图来进行土埂填筑，

科学进行土模构筑、U 型槽施工、培土施工和镶嵌施工，提

高施工效率。其次，在放置渠道预制构件时，要注重槽的放

置位置、槽之间的差距以及槽的高程差异，增加渠道整体的



协调性和美观性。最后，渠道预制构件放置后做好回填勾缝

处理，运用嵌缝材料填充预留缝隙，夯实整体渠道，从而提

高灌排沟渠的质量。

4.4 做好排水沟渠的施工技术

一般来说，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灌排渠道的排水沟都采

用自流排水的方式，其施工程序与渠道施工程序相似，区别

之处在于控制高程、渠底纵坡、排水口以及降渍口高度等方面，

在施工过程中应该对这几方面进行重点规划，完善排水沟的

建设，使排水沟可以发挥排水的作用，做到防灾减灾。首先，

在进行排水口施工时一定注意渠道的高程差，保证渠道之间

的落差，以确保正常排水。在施工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设计图

以及现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渠道之间落差的建设，严格控制各

个渠道之间的高程差，做好防灾减灾的预防工作。其次，进

行沟渠基础浇筑时应该用碎石铺设垫层，并浇筑混凝土，夯

实沟渠基础承压能力，既可以降低车辆行驶过程中对于多孔

板的损害，又可以防止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多孔板塌陷的

现象，延长灌排沟渠的使用寿命。再次，在对排水沟进行培

土施工时，要注意对边坡的控制，尤其是靠近田边的一边更

要注意培土宽度，让培土的高度与田地一侧宽于 5cm，保证

农田的正常排水。最后，进行排水沟嵌缝处理时应采用分层

嵌缝方式，下端用无砂细石混凝土，上端采用混凝土回填，

保证排水时水可以顺着下端流走，避免板后出现影响渗透的

现象，提高灌排沟渠的排水效果 [4]。

4.5 提升灌渠防渗能力

在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灌排沟渠进行施工时，要注意

提高灌排沟渠的防水渗水能力，一方面可以保证水资源的合

理应用，对高标准农田进行防灾减灾；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灌

排沟渠的整体质量，保证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有充足的水源，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施工过程中可以从土料、水泥土、膜

料、砌石、混凝土五个方面进行防渗能力的提升，使灌排沟

渠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土料防渗，夯实渠道的基础土

层是对土料进行防渗的重要方式，对土料进行防渗一方面可

以降低施工成本，对土层进行夯实的土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

节约了灌排沟渠施工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其操作方式简单，

有利于在提高灌排沟渠质量的同时加快施工效率，从而提升

灌排沟渠的防渗能力。二是水泥土防渗，一般施工队会采用

塑性水泥土进行水泥土的防渗，其操作优点是防渗能力强、

施工方便、取材方便，有利于提升施工效率。三是膜料防渗，

膜料防渗是灌排沟渠防渗的重要步骤之一。一般会采用台阶

法、锯齿法、梯形法以及五边形法去进行膜料层的铺设，使

膜料可以在灌排沟渠中起到防渗作用。四是砌石防渗，砌石

防渗是渠道防渗施工中最常运用的一种防渗方式，一般会采

用浆砌石料、浆砌石块进行防渗，在施工过程中应该根据地

形的因素以及渠道的坡度进行，以确保灌排沟渠防渗能力的

提升。五是混凝土防渗，在对灌排沟渠的混凝土进行施工时，

应该浇筑的时间、浇筑的方式以及浇筑前的准备工作，让灌

排沟渠的整体沟渠都可以运用混凝土进行防渗，提升灌排沟

渠的整体防渗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注意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灌排沟渠的施工技

术问题，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减少灌排沟渠建设的整体费

用支出，提高施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灌排沟渠的质量

可以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对高标准农田进行防灾

减灾，提高高标准农田的产量。因此，中国各地政府应该认

识到灌排沟渠的施工技术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作用，

加大对于灌排沟渠施工的重视度，完善灌排沟渠施工技术，

使灌排沟渠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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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浅析了水轮机发生气蚀的主要原因和气蚀的主要类型，并结合戈枕水电厂水轮机气蚀的实际情况，简述了对气蚀部位进
行补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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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华能戈枕水电厂位于中国海南省西部东方市和昌江县境

内，是海南岛第二大河流昌化江干流三个梯级规划电站的最

下游一个梯级，戈枕水电厂为大广坝水利水电二期（灌区）

工程的配水枢纽工程，大坝混凝土坝顶高程为 58.5 米，土坝

顶高程为 59 米，开发任务以灌溉和供水为主、兼顾发电等综

合利用。

华能戈枕水电厂为低水头河床式电厂，具有日调节性能，

电站正常蓄水和泄洪水位 54.00m，相应库容 1.04 亿 m3；死

水位 48.00m，相应库容 0.63 亿 m3；调节库容 0.41 亿 m3。

枢纽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80MW，采用 2 台单机容量 40MW 的

ZZ-LH-515 轴流转浆机组。水轮机桨叶材质为 ZG06Cr13Ni-

5Mo。

2 水轮机气蚀产生的原因

气蚀是指流体在高速流动和压力变化条件下，与流体接

触的金属表面上发生洞穴状腐蚀破坏的现象。气蚀对水轮机

金属表面的破坏主要体现在机械破坏作用，化学作用及电化

作用三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是水轮机在工作时，压力产生

变化，水在一定的压力及温度下，开始产生“汽化”现象，

在水流的低压区产生一种水汽混合体的“汽泡”。水汽化产

生的汽泡，随着水流往前运动，如进入高压区，由于压力产

生变化，汽泡内的蒸汽又重新凝结成水。因为体积突然收缩，

汽泡原来占有的空间形成“真空”。于是周围的高压水流高

速冲进这个空间，从而形成强大的水锤压力。这种瞬间压力

能达到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大气压。同时，从水中分解出来的

汽泡，在水锤作用下被压缩，直到汽泡的弹性压力大于水锤

压力时，汽泡停止压缩，而且瞬间膨胀，在过流面上形成另

一种水锤压力。水轮机表面金属在水锤压力的反腐击打下，

金属表面承受重复载荷，当应力超过了材料的疲劳极限时，

金属表面开始遭到破坏。这是机械破坏理论。同时，化学理

论认为，当汽泡在高压区被冲击时会产生局部高温，在高温



和高压作用下，可能产生局部高氧化。电化学理论认为，由

于局部高温在金属中形成热偶，形成微电池，引起金属的电

化学反应。[1]

据研究表明，气蚀的破坏开始时金属表层产生塑性变形，

但并没有体积和质量的损耗，有的尚未出现破坏痕迹，材料

表层在可能发生气蚀地区，金属表面颜色开始变暗淡。在汽

泡的微射流冲击作用下，金属开始产生气蚀针孔，随后在针

孔壁处萌生裂纹，裂纹以疲劳方式向内部扩展，最后趋于平

行表面方向扩展。上述过程反复进行，使表层材料不断剥落。

在金属表面形成海绵状凹凸不平的形状。

3 水轮机气蚀的分类

水轮机气蚀根据不同的类型及易发生的区域可以分为以

下几类：

3.1 翼型气蚀

多发生在转轮叶片出口边附近，主要由于轮叶翼型的形

状所引起，当水流绕流叶片时，在叶片背面的速度增加，从

而引起压力降低，当某点压力降至该水温下的汽化压力时，

便产生翼型气蚀。翼型气蚀使轮叶形成蜂窝状孔洞，若不及

时检修，可导致轮叶击穿。

3.2 空腔气蚀

多发生在尾水管内。由于在尾水管内的水流旋转，使中

心空腔处形成了真空而造成。严重时会引起机组的强烈振动，

影响水轮机的稳定运行。

3.3 间隙气蚀

一般发生在导叶端部间隙处、转轮叶片与转轮室之间和

叶片与转轮体之间的间隙处及尾水管内。由于在非最优工况

下运行时，水流通过某些间隙或较小的通道时，因局部流速

升高，压力降低到汽化压力时而产生的。

3.4 局部气蚀

多发生在水轮机转轮固定螺钉处或转轮室的各段连接处。

由于过流部件表面的局部地方凸凹不平，从而使绕流的水流

形成旋涡，当旋涡中心压力下降到汽化压力时，便产生局部

气蚀。

4 戈枕水电厂水轮机气蚀情况及分析

戈枕水电厂自 2009 年投运以来，机组多数安排 C 级检

修，未对水轮机过流部件进行详细的检查。直到 2012 年 12

月进行 2 号机组 B 级检修时，再在尾水管搭设平台进行检

查。检查发现 2 号机组五片桨叶出水边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气蚀情况。气蚀均呈三角形分布，面积约 13×6cm，深度有

1~5mm。在 2014 年 1 月，对 1 号机组进行 C 级检修时，桨叶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气蚀面积、深度等数据和 2 号机近似。

（见图 1、2、3、4）

图 1 2012 年 12 月戈枕 2 号机组 2# 桨叶气蚀情况

图 2 2012 年 12 月戈枕 2 号机组 4# 桨叶气蚀情况

图 3 2013 年 5 月戈枕 1 号机组 4# 桨叶气蚀情况

图 4 2013 年 5 月戈枕 1 号机组 4# 桨叶气蚀情况

通过观察图片，我们可以看到戈枕水电厂水轮机桨叶已



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气蚀，桨叶的出水边桨叶流线和金属，

出现了海绵状的孔洞，叶片边缘原有的流线性已经被破坏。

根据情况可以判断由翼型气蚀。

对于气蚀面积较大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在

机组投投运进 4 年的时间，由于经验不足，没有每年对桨叶

进行详细、彻底的检查；导致桨叶在气蚀发生的初期没有得

到有效处理，在形成麻点和海绵状气蚀后，破坏速度加快，

面积不断增大。其次，电厂主要运行的汛期，由于水流裹挟

的泥沙增加，也加剧了气蚀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防止气蚀的

进一步扩大，保证机组安全。我厂决定利用检修对桨叶进行

补焊。

5 桨叶气蚀补焊修复方案

5.1 修复前的测量和准备

修复前必须对叶片气蚀的部位、长宽、深度进行全面的

测量和记录。为了给桨叶补焊后打磨提供依据，必须做好叶

片的出水边形状和叶片边缘形状的检查样板，样板长度应保

持超过补焊区各边不小于 50mm 为宜：材质宜选择不易变形

的硬塑料。打磨时以原有的样板为标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

证桨叶的原有形状，使原有设计的水流形态不发生较大改变。

5.2 气蚀部位的打磨和清理

补焊前用砂轮机打磨气蚀部位，直到把气蚀部位全部打

磨掉，见到光洁无气蚀痕迹的母材。用酒精或丙酮对补焊部

位进行清洗，保证没有油污和其他杂质。

5.3 焊接要求

我厂对桨叶气蚀部位进行补焊，选用的焊条牌号为：

CHR507Mo，焊条直径 Ф3.2mm。使用前要在 300-350℃下烘

烤 1 小时，并放入 100-150℃保温桶内，随取随用；焊条烘

干总次数不得超过 3 次，防止药皮脱落和开裂。为了保证焊

接质量，要求焊接速度应控制在 6-20cm/min，焊道摆动宽度

应小于 12mm。厚度小于 5mm。为了减小焊接内应力，要求

每连续焊接三道后进行过程中消应处理，采用中小型风铲冲

击消应。焊接后应对补焊部位进行打磨，打磨时应用检查样

板随时检查，要求打磨时应保证表面光滑，无较为明显的波

浪或凹凸不平缺陷。在焊接完成并打磨，24 小时后进行着色

检查，要求表面无裂纹或其它影响转轮流道光滑的任何缺陷。

6 结语

本文对水轮机气蚀产生的原因和类型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并结合本厂水轮机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桨叶气蚀补焊方法。

在以后的工作中利用每次检修对桨叶进行检查，总结出气蚀

发生及扩大的时间周期。寻找保证机组安全运行和检修经济

性考虑的平衡点。为以后的水轮机定期检修时是否对桨叶进

行补焊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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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he goa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s to improve the fineness and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modernization and fin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ims to promote water con-
servancy project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refinement; construction measures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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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水利工程是中国民生建设的主要组成部门，是为
了顺应中国时代的发展社会进步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当前中国水利工程管理手段为传统模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提
出的要求。水利工程管理目标在于提高管理的精细度和现代化。本文通过分析水利工程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的重要性，旨在
促进水利工程在民生建设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精细化；建设措施　

 
1 引言

水利工程是中国民生经济和国家建设的主要组成部门之

一，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的

满足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要加强在水利工程管理上重

视程度。

2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意义

水利工程是中国建设的主要组成之一，水利工程的管理

要保证现代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有利于促进中国民生经济的

建设和进步。水利工程管理内容比较复杂和繁琐，因此实现

现代化和精细化管理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对管理中应用的

软件、硬件融入先进的技术从而更新管理手段，同时也要不

断优化管理体系，积极建立与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制度，有效

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的精细化程度。精细化管理就是要针对水

利工程中的管理流程实施不断的改进和优化，有效提高管理

质量和工作效率。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就是一种动态发展流

程，精细化管理其实就是现代化管理的其中一种模式和观念 [1]。

水利工程管理的精细化程度的主要特点在于要严格把控管理

中的细节和流程，追求最佳的管理效果，保证在管理工作中，

保证每个环节的完善程度从而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进程。

3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内容

3.1 管理体制

水利工程在实施管理的时候，要加强现代化和精细化的

管理就要先确定好水利工程管理的相关制度体系，制定健全



的管理制度是实现水利工程现代化和精细化管理的条件和基

础。水利工程管理制度要根据工程项目实际状态来制定。不

断深化相关的管理制度，推动水利工程在管理制度和运行上

的体制建设，能够有效促进水利工程的发展和进步 [2]。水利

工程在管理制度上不断深化改革，能够有效完善相关建设，

从而提高管理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由于水利工程精细

化和现代化管理的实现是中国水利工程的最终目标，在推动

管理机制改革的基础上，还要顺应时代经济的发展，顺应时

代的发展更新管理制度，保证相关制度和体制能够适应市场

经济的发展规律。有关部门，也要不断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

的精细化管理流程建设，根据实际的水利工程相关信息，在

水利工程施工流程和技术标准的基础上，为实现水利工程现

代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3]。

3.2 管理设施和管理手段

水利工程的管理比较复杂和繁琐，要保证管理工作的质

量，就要先具备完善的管理设备和手段，才能促进管理的顺

利开展。管理的设施和管理手段能够促进工程管理相关部门

的优化进步。对管理实施系统化的优化，能够为水利工程现

代化和精细化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水利工程管理中，要

针对管理设施提供更加有力的建设手段，通过建立监视系统

完善工程管理现代化发展。根据水利工程管理中主要的部分，

要做好全面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发生的原

因制定针对性的处理对策。与此同时，水利工程管理在监视

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要根据水利工程完整监控系统，积

极通过计算机以及网络通信技术实现对水利工程的智能化管

理。监控系统需要通过计算机技术来针对工程的相关信息数

据实施科学的分析处理，从而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建

设 [4]。监控系统和维护保养系统也是水利工程管理中发挥的

重点，监测系统要针对水利工程的运行实施全面的监测，维

护和保养工作也是管理的重点内容之一，对工程的工作质量

和效率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实施工

程的维护保养管理，能够实现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效果。

3.3 管理系统和管理队伍

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管理，是保证工程经济收益，提高社

会效益的主要手段，关于水利工程的管理必须顺应时代和市场

经济的发展趋势，而如何保证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

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重点考虑问题。目前，中国水利工程在系

统管理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信息化管理手段也不够完善，信

息化建设的程度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5]。在推动水利工程管理现

代化和精细化的过程中，要注重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设，同时

要加强水利工程在规划、设计、建设、进度控制、后期管理等

内容上的管理力度。同时，要实现水利工程管理趋于更全面的

发展，就要建立管理经验丰富的队伍，管理部门也要不断完善

和优化工作队伍中人员的优化配置，通过大力的引进优秀的人

才，加强对队伍中人才管理能力的培养，组织专业人才参与技

能培训，能够有效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

4 实现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措施

4.1 要充分理解管理新观念

要完成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这一目标，就要

将管理新型理念融入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要着力于管理

教育和理念的宣传，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要彻底分析和研究，

从而实现对水利工程管理情况的掌握和控制。在宣传新型管

理理念的时候，要分析水利工程生态和经济关键要素，促进

水利工程持续健康发展，要加强对水利工程资源的合理配置，

按照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精细化的目标，开展有效的管理

活动，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建设 [6]。

4.2 科技创新有利于促进管理质量

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水利工程在新时代下要着

重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在水利工程工程管理中应用新型的技

术和理念，从而可促进管理模式发生转变。相关管理部门要完

成水利工程现代化管理的规划，积极更新管理设施，有利于促

进水利工程自动化模式的实现。水利工程在管理中实施科技创

新，要加大对管理队伍的建设，同时也要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

在提高管理人员综合能力的基础上，要引入高技能、高素质人

才，保证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建设。见图 1。

图 1 工程基础数据统计分析系统应用流程



4.3 要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的考核力度

水利工程管理考核是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

的主要方式，水利工程管理属于动态管理模式，水利工程的

管理制度、管理设施、管理队伍、管理方法等都会对管理发

展造成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

的实现。在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要加大对管理内容的审核，

根据部门提出的要求以及管理发展制定的目标，加强管理工

作考核的工作力度 [7]。同时，相关部门还要制定完善的奖惩

机制，对管理考核比较优秀的人员采取合理奖励，让工程管

理人员能够积极调动自身的工作责任心，从而实现水利工程

管理的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

5 结语

将现代化科学技术融入水利工程管理中，能够提高水利工

程管理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水利工程管理的工作中，要

想完成现代化管理手段，就要积极的转变管理手段和模式，有

关部门还要从更多的角度和方向来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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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mall-
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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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wer generation, irrigation and flood control in 
China,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mong them,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
ect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ompon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new period,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ideas and methods should be change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hould be im-
proved,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improved.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work, which limits the pac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xplore countermeasures for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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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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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中国发电、灌溉和防洪等工作的实施，为加快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其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最
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当中，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应该转变传统管理理念与方法，促进工程建设质量与效率的提升，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当前管理工作中
也会存在诸多问题，限制了工程建设的步伐。本文将通过分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问题与原因，探索新时期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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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渠道流量、灌溉面积和库容等

都具有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保障农田灌溉的基础工程。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应该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

业经济的发展，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而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建设，则能够在防洪抗涝与促进生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为提升农民收入奠定保障，因此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随着当前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增，应该加强工程

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解

决措施。由于受到传统管理经验与理念的限制，难以适应当

前工程建设的要求，导致在建设质量等方面出现问题。在实

际工作当中，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制定切实可行

的管理工作方案。

2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问题

2.1 管理意识不足

相关管理人员并未意识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性，

在工作中存在管理意识不强的问题，导致工程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发现和解决。部分管理人员对于自身岗位



职责的认知程度不足，认为工程建设与维护是国家的事情，

在工作中出现懈怠情绪，无法真正协同政府相关部门与农户

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管理 [1]。在实际管理工作当中，未能对其

进行专业化培训，管理理念和方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能

适应新时期管理工作的特点。

2.2 管理制度缺失

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往往较为重视，但是

在管理中却缺乏制度保障，导致工作开展遇到较大的阻力。

粗放型的管理模式，不能对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

查，在工程管理与养护中也缺少专业监督人员 [2]。对于水利

工程设施的使用情况未能进行严格规范，导致其损坏率较高，

使得维修与养护成本升高。由于相关修复技术的缺失，未能

对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进行及时维护，在使用中难以发挥其

真正的价值，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2.3 工程配套缺失

多样化的地形状况，会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使

用产生影响。为了防止重复建设问题的出现，应该对平地平

整规划工作加以重视。但是，由于工程配套的缺失，在很多

地区仍旧存在大水漫灌的方式，导致水资源浪费情况较为严

重。很多工程建于上个世纪，长期存在带病运行的问题。在

管理工作中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限制了工程建设的顺利

实施。

2.4 资金投入力度不足

充足的资金支持，是保障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顺利实施

的基础与前提。农户筹集和水费收入，是当前管理资金的主

要来源，资金不足的问题会对工作造成一定的阻碍。政府部

门未能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导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运

行管理存在较大难度。

3 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对策

3.1 增强管理意识

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工程建设质量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

义，同时协同政府部门和用户，为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奠定

基础。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支

持和财政支持满足建设要求，增强工程建设的持久性 [3]。此外，

还应该对工程建设的社会意义进行宣传，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和网络等途径拓宽宣传途径、增强宣传效果，引导居民

和用户积极投入到工程维护工作当中，延长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使用寿命。通过专题讲座增强农户的重视程度，使其能

够在工程建设中发挥自身的力量。管理人员应该转变传统管

理理念，协同各方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3.2 提升人员素养

在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对于人才的专业素

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该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增强工程建设的实效性。城镇用水和农田灌溉等，都与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效果密切相关，同时也决定着水资源的

利用效果 [4]。首先，应该加强人才的引进，通过制定完善的

人才招聘制度，对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进行考察，确保其能

够在实践工作中发挥自身才能。同时，应该对现有管理人员

进行专业培训，使其对自身知识体系与技能进行更新，满足

新时期工作要求。

3.3 完善管理制度

制度是工作开展的基础与前提，能够确保管理工作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增强工作的规范性与专业性。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的使用监督、日常维护和损坏维修等等，是当前管理

工作的主要内容，应该根据各项工作的特点对管理制度进行

优化与完善。应该确保专业管理机构的先进性，通过对工程

建设实际情况的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同时运用精

细化管理理念实现对各个环节的有效把控。明确乡镇与个人

的职责，对缺水或水源泛滥等问题加以有效控制。保障监督

管护制度的实效性，及时发现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日常巡视采取针对性解决措施 [5]。明确建设与维护标准，



促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使用寿命的延长。加强农户与管理人

员的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农户管理有偿制度的构建增强其

参与主动性。

3.4 加大资金投入

资金是保障工程建设以及管理工作顺利实施的主要因

素，在传统管理模式下由于资金不足，导致工程中的诸多问

题难以得到解决，水利工程投运后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很多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由于是在上世纪建成，在常年使用中出现

了年久失修等问题，导致其病害情况加剧，不利于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为此，应该采用先进的修复技术对其进行处理，

满足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需求。为了能够增强管理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还应该对其工资待遇进行适当提升。在日常维护与

管理中也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为宣传工作和水利工程运行奠

定保障。

3.5 引进先进技术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水力资

源分散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小湖和小河等成了农业灌溉的主

要水源，为了能够对水源环境进行优化，更应该加强对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灌溉

效率低的问题。在设计灌溉方式时未能考虑到实际要求，灌

溉管漏水等问题也会导致大量的水资源浪费 [6]。在新时期管

理工作当中，应该加强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灌溉效率的提升，

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化利用。同时，根据该区域的农业发展

现象，对新技术进行研发，选择切实可行的灌溉方式，真正

发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与价值。

4 结语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作用越来越重要，

应该对其建设过程进行管理，促进建设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针对当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管理意识缺失、制度体系不完善

和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应该通过增强管理意识、提升人员

素养、完善管理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和引进先进技术等途径

进行解决，不断提升管理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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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Farm-
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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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which can not only meet the demand of agricul-
tural produc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refer-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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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难点及质量控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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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爱辉区水利堤防站，中国·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满足中国农业生产对于水资源的需求，还可以促进中国现代化农
业的发展与进步。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难点及质量控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难点；质量控制　

 
1 引言

随着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与进步，农田水利工程的施

工建设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专注。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

的影响，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农田水利工程的功能与作用并没有被充分的发挥出来。在这

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根据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现状，进行农

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难点的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地质量控制

措施。

2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影响因素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工程是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不仅可以对现有

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优化与改善，帮助农作物抵御自然灾害，

还可以提升农业的生产质量以及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的收入，

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实际的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建设

过程中，其施工质量却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如果施工现场的地质条件、水文条件、气候条件

等自然环境不理想，那么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就会受到

影响。

其次，在实际的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如果施

工现场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水平以及质量控制意识，施工管

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以及质量控制意识的高低，农田水利工程

的施工质量就会收到直接的影响。如果施工人员使用的施工

工艺不科学、施工方法不合适，其施工质量也会受到较大的

影响。另外，附近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也会对农田水利工程

的正常施工产生影响 [1]。

最后，如果施工材料质量不过关，那么整个农田水利工

程的施工质量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施工现场施工人员

的生命安全还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另外，除了施工材料之外，

施工设备对于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3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难点分析

3.1 农田的地质条件

在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过程中，要想加强施工质量

控制，加强地质条件的控制是重中之重。大多数情况下，农

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都以软土地基为主，施工人员需要在

比较潮湿的环境中施工作业。如果对于地基结构的施工质量

控制不严格，地基结构出现渗漏问题，进而出现地基沉降或

者地基变形，对后期的土方开挖以及其它施工的顺利实施产

生影响。所以，为了保证农田水利工程的正常施工作业，施

工单位就必须要意识到前期施工地质环境勘察工作的重要性。

在正式开始施工建设之前，施工单位必须要安排具有丰富地

质勘查经验以及勘查专业能力的地质勘查团队进行严谨、科

学的地质勘查与分析。

3.2 基坑施工难点

基坑施工是整个农田水利工程的基础。只有加强基坑施

工质量的控制，才能保证整个农田水利工程的顺利施工。但

是基坑积水或者基坑变形的问题是整个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建

设中最为常见的施工问题。如果不谨慎对待，很可能引发基

坑大面积的塌落问题。所以，施工单位必须要高度重视基坑

施工，加强施工现场施工技术人员的管理，明确基坑施工设

计标准和要求，制定严格的施工现场管理制度，引导施工人

员自觉约束自己的施工操作行为，避免违规施工行为的出现，

并给予基础加固施工以高度的重视。另外，与其他施工工程

相比，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难度更高，相关水利企业和质量

监督单位也应当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加强施工技术的管理，

按照图 1 现实的流程进行质量验收，提升施工方案的科学合

理性，保证施工现场的有序性。

4 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难点

4.1 农田水利工程总体工程的施工难点

首先，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普遍存在着重视施工

建设而轻视施工管理的问题。施工现场经常出现施工人员管

理不科学、施工设备随意乱放、施工顺序混乱等情况，不仅

施工质量受到了影响，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也存在着很多隐

患。其次，在实际的农田水利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并没有

意识到施工质量与施工工期之间的联系。而一旦施工质量不

符合标准，整个农田水利工程就无法正常的投入使用。最后，

针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具体施工技术，相关责任人也没有进行

合理的优化与安排，经常出现前后施工工序衔接不顺利、施

工技术故障等问题，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受到了严重的

影响。

4.2 农田水利工程分项工程的施工难点

针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分项工程，其施工过程也面临着很

多难处，其施工质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各分

项工程的施工建设中，沟槽、斗渠深度与是设计要求不相符

的问题普遍存在。其次，针对混凝土施工，由于没有按照国

家标准展开施工作业，所以混凝土结构不合格问题也普遍存

在。一旦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必然会对施工工期造成影响，

进而整个农田会理工程的整体施工效率以及施工质量都会受

到影响 [2]。

4.3 农田水利工程路基施工的难点

路基施工既是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重点，也是农田水利

工程的施工难点。路基是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的基础，只

有加强路基施工质量控制，才能为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

的提升打好基础。而在实际的路基施工过程中，路基处理不

到位、路基填筑技术不过关等问题的存在，对于路基施工质

图 1 现场监理工程师验收



量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5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要点

5.1 重视地质勘查工作

要想加强农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就必须要重视

地质勘查工作，加强地质条件以及水文条件的管理。不同施

工区域有着不同的地质条件、不同的地质条件对于农田水利

工程的施工质量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只有在正式开始土方开

挖施工之前，就对施工现场的地质条件进行详细的勘察，并

结合当地的自然气候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才能减少地基变

形等问题的出现，进而为农田水利工程的正常施工建设提供

保障。另外，在正式开始施工之前，还要重视监督管理工作，

保证地质勘查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

5.2 提升施工队伍的综合素养

要想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必

须要提升整个施工队伍的综合素养。对此，可以对施工队伍

进行系统的培训，提升其施工技术水平。首先，定期组织施

工队伍参与培训，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有效提升其

施工技术能力，然后再引导其提出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通过集思广益来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其次，在实际

的施工过程中，要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进行监督

与检查，确保施工技术人员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施工作业。

最后，针对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涉及到的施工设备，也

要对施工技术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确保每一位施工技术人

员都可以熟练操作每一种施工机械设备 [3]。

5.3 加强施工材料质量的控制

要想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就必

须要加强施工材料质量的控制。首先，针对混凝土施工，要

加强各种原材料质量以及配合比例的控制。对水泥、砂浆以

及各种添加剂，要严格控制配合比例，并进行充分的搅拌。

其次，严格控制这些施工材料的购买渠道，确保采购回质量

达标的施工材料。再次，在采购回施工材料之后，要进行妥

善的储存与管理。最后，加强施工材料使用过程的监督与管理，

从而既可以提升施工质量，又可以加强施工成本的控制。

6 结语

在中国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农田水利工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

长期性，且施工质量容易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只有重视地

质勘查工作、提升施工队伍的综合素养、加强施工材料质量

的控制，并不断的加强技术难点的研究、攻克技术难点，加

强质量控制，才能有效提升中国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

促进中国农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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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rvoirs play a vital role in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flood storage, and are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social pro-
duction and life.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China’s small reservoirs have continuous-
ly expanded, which has accelerated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to a certain exten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aced by small reservoirs, different types of diseases will occur during use, and the normal function will be affected. 
Therefore, the work of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operation of 
small reservoi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In this paper, the reinforcement workers of 
small reservoirs will be analyz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struction, the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of small reservoir reinforce-
ment project is explored.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quality contro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projects of small reservoirs by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problems of the danger removal and reinforcement project of small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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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业灌溉和防洪蓄水等方面，水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障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
加快，中国小水库的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增，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经济水平的提升。由于小水库面临的自然环境较为复杂，
在使用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病害，正常功能受到影响。因此，应该开展除险加固工作，保障小水库的运行安全性与可靠性。然而，
在工程施工当中仍旧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的问题，探索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的质量
控制策略。　
　
关键词

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1 引言

小水库作为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施工

人员的重视，只有对其常见病害进行有效预防与处理，才能

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小水库的建

设力度，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常年运行当

中，应该通过除险加固工程保障其良好的运行性能，防止下

游居民安全遭受威胁。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涉及的内容

较为繁杂，对于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工程施工当中，应该对小水库的基本特点进行勘察与分析，

了解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以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方案。

施工人员需要对小水库当前面临的问题进行总结，确保施工

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不断提升施工效率与质量。

2 小水库的施工特点分析

与大型水库相比较而言，小水库具有较小的工程量，而

且在建设标准与规模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在

小水库除险加固施工中的难度相对较小，在边坡整治和基础

处理当中，小水库也不需要较多的大型机械设备。地方筹资

和财政补助，是当前小水库除险加固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

投资规模不大且具有较低的单价 [1]。在实际施工当中由于施

工工期较短，因此其灵活性相对不足，在投资和工期方面容

易受到影响。对于工期的控制，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施工质



量产生影响。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施工时，由于资金筹集

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难以保障施工的专业性。小水库的基

本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小水库的基本情况

3 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的问题

首先，在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中存在较多的行政干

预。为了能够有效控制成本，业主通常会提出相应的设计方

案。但是在实际施工中要对其进行会审，以增强方案的合理性，

在其中存在较多的行政干预，会导致决策缺乏合理性，工程

质量受到一定影响。监理部门未能明确自身职责范围与内容，

在施工中未能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导致施工工期

受到影响。工程师在现场指导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责任意识，

对于质量安全隐患的排查不够全面，导致后续施工存在较大

的难度 [2]。其次，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在施工中缺乏

质量控制意识，往往凭借自身经验开展工作，导致出现返工

等问题，不利于质量与成本的控制。缺乏对施工材料与设备

的有效控制，在施工中存在以次充好的问题，导致工作建设

难以满足要求。由于受到多种情况的影响，在小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施工中存在较多的设计变更方案，这也是影响工程建

设质量的主要因素。

4 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的质量控制措施

4.1 完善质量控制体系

在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当中，应该严格以质量保证体系

为基础，促进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为监理

工程师各项工作的实施提供保障。应该明确监理工程师的各

项质量，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首先应该明确其监督职能，

保障整个施工过程的规范性与专业性，防止施工人员出现仅

凭经验施工的问题，消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同时，应该

明确其指导职能，尤其是在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当中，监理

工程师应该提出自己的相关建议 [3]。明确不同工序的施工要求，

并对验收环节进行控制，防止由于施工混乱对工程质量造成

的影响。

4.2 严格控制设备材料

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的设备与材料，也是决定其质

量好坏的关键因素。在施工材料的采购环节，应该由专业人

员负责把控，加强对市场价格、政策的调查分析。同时，应

该对材料供应商的生产资质加以明确，确保材料具有生产合

格证。在施工现场，应该对施工材料进行抽样检测，确保其

规格、质量和数量等符合当前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要求，

严禁不合格产品应用于施工当中。对于施工中的涉及的机械

设备，在施工前应该对其进行全面检查，防止在施工中出现

严重故障对施工质量造成影响 [4]。同时，还应该对其保管工

作加以重视，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4.3 全程落实监理工作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应该落实建立工作的相关要求，包括

了对资质复核与决策分析等等，防止在后续施工阶段对质量

造成的影响。除了应该对验收环节进行有效把控外，更应该

从各个环节入手开展监理工作 [5]。应该明确各岗位工作人员

的职责，防止由于职责不清引起的施工质量问题。同时，应

该对施工记录的真实性进行调查，确保施工保证机构能够有

效运转。

4.4 严禁出现转包现象

分包的方式不能应用于主体工程当中，在分包时也应该

严格审查相关单位的施工资质。在资质审查的过程当中，企

业法人是主要审查对象，未能复核项目部的资质。但是在小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当中，多种经济性要素与技术性要素

等都与项目部相关，也是决定工程施工质量的主要部门。当

在工程建设中出现转包的问题时，会导致工程质量失去控制，

进而引发多类问题与纠纷。

4.5 提升工作人员素养

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素养，会对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施工质量产生直接影响。随着当前用人需求的增长，也需要

对其个人能力进行有效把控，防止在施工中出现不规范问题。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岗前培训，使其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与技

能，避免在施工中凭借经验施工，而是应该严格遵循相关规

定与要求。重视技术交底工作，明确施工的重点与难点。加

强对施工人员与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增强其岗位责任意识。

监理工程师的责任重大，应该对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其

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避免存在侥幸心理与懈怠情

绪，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

4.6 重视工程变更与索赔

由于小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

会出现设计变更的现象，这也应该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防

止对工程质量产生的影响。对于新增工程项目而言，应该确

定其合同单价。当由于设计变更而超出合同规定范围时，应

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重新认定 [6]。增进施工方、监理方和业

主之间的沟通交流，保障单价的合理性。由于受到施工条件

因素影响而出现返工、材料损失和怠工时，应该严格按照合

同规定进行索赔，明确材料的种类与数量，严格按照合同规

定进行费用补偿。

5 结语 

投资少、工期短、工程量不大等，是当前小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施工的基本特点，在实际施工当中应该明确各项要求，

制定合理的施工质量控制方案。但是，由于受到环境因素、

人为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在施工中存在设计变更多、质

量控制意识不足等问题，严重限制了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为此，应该通过完善质量控制体系、严格控制设备材料、全

程落实监理工作、严禁出现转包现象、提升工作人员素养和

重视工程变更与索赔等途径，消除在施工中的多重隐患，实

现对施工各要点的有效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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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water con-
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und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how to us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w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technical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iversion and closur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hop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ical discussion 

施工浅谈新时期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高效优质施工技术管理
保障　
罗立博　

长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建设监理中心（湖北），中国·湖北 武汉 420102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讲十分重要。本文对科技创新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技术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探讨了如何利用施工技术方法对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探讨了如
何提高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施工技术水平，分析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导截流施工技术，希望为未来的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技术应
用以及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

科技创新；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技术探讨　

 
1 引言

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建筑理论下形成独特的管理体系，

最终实现创新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目的。根据实际

的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创新技术方法，以便于更好的实现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建设目标。

2 概述

水利的发展关系中国的农业和重工业等各个行业的发展，

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项目技术实施的过程中，作为水利水电

建筑工程施工的一项重要工作，分流施工直接影响施工工作

环境，进而影响整体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以及施

工进度和施工成本。因此，通过加强对施工技术的应用和研究，

能够确保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项目顺利进行。

3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技术

3.1 工程概况

本水库工程地处于中国深圳市南山区，该水库东北侧为



动物园以及度假村等等，交通十分便利。该水库为中型水库，

溢洪道处于主坝的左侧位置。水库于 2016 年开始正式动工，

2017 年填筑大坝，工程总工期为 200 天，属于三级工程，在水

库设计的过程中，设计方式主要以灌溉为主，辅助以发电形式。

3.2 施工技术的应用

3.2.1 防渗漏技术的应用

在水利施工期间，需要对围堰定期的进行检查，只有防

患于未然，及时地做好防患措施，才可以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好问题。保护外墙防渗漏的第一步是合理

设计外墙结构，通过防渗漏设计，可以提高的耐力并确保其

稳定性，同时提高墙体的稳定性，避免墙体负载问题造成的

变形或裂缝。在选择墙体水利材料时，应选择水温低、抵抗

力强和压力承受力强的墙体水利材料。为防止墙体渗漏而采

取的措施之一是保持墙体进行清洁和平整。此外，在确保清

洁外，应当控制的分层和厚度控制，以确保砂浆的附着力。

还要注意操作过程中的气候条件，因为这将影响到的施工，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的稳定性。因此，隔离墙的作业必

须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并避免时间对隔离墙的质量造成不

必要的影响。

3.2.2 木桩

在水利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木桩是水利工程施工常见的

技术之一。在使用木桩技术的过程中，使用该技术的工作多

为基坑和深度较小的工程。而木桩施工技术的应用，能够防

止水库出现渗透的情况。而当木桩应用于水利工程时，需要

根据实际工程的要求，首先将木桩打入深基坑，然后通过沟

槽无缝连接，加强水利工程施工的穿透性，提高堤坝的封闭性。

同时，若该水利工程的流速较慢，可以通过木桩水利施工的

技术形式，运用单层木桩进行水利工程的围堰。

3.2.3 施工表面防渗漏

首先，在水利施工期间，必须确保水泥砂浆振捣过程不

影响钢体的变形，并确保以不间断的方式进行施工，避免混

凝土堵塞造成的沥青变形。其次，重点应放在施工后建筑物

保护和养护管理上。在建造自动调温器时，必须确保自动调

温器的水含量低于预期，以便使不透水层能够保证不透水的

功能。此外，应严格控制自动调温器中的水含量，可通过使

用新型自动调温材料，如聚苯乙烯泡沫、水泥沥青珍珠板等

实现对水量的控制，最大限度满足防渗漏的需求 [1-3]。

3.2.4 堤坝灌浆防渗加固施工技术应用要点

在水利施工的过程中，防渗工作十分必要。工作人员在

对堤坝进行防渗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堤坝的实际情况，计算

堤坝的曲线度，采用较为轻便的钻孔形式对堤坝进行钻孔、

布控及施工。如果该水利工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用水现象，

那么不仅会影响到堤坝水利施工的正常运行，同时会影响作

业人员的安全，因此需要提进一步提高防渗水利工程防渗加

固的性能。此时，工作人员可以使用高聚物材料进行施工，

同时针对当前水利施工存在的防渗问题加以进一步解决。通

过导管注浆工艺，将高聚物材料注入到导管之中，使高聚物

材料迅速膨胀，充满整个导管，保证导管与堤坝之间不存在

任何缝隙，使缝隙得到更好的填充。此外，由于水利工程施

工的防渗技术的应用土质环境，以及使用特点都存在着非常

大的差异。因此，这也就要求水利工程的施工人员需要严格

地按照国家的施工标准选择合适的施工材料，尤其是针对防

渗施工材料的选择，以更好地完成水利工程的施工。

3.2.5 开挖施工技术

整个工程的第一步就是开挖施工技术。水闸工程的起伏

地形的选择会使开挖工程具有非常高的难度，为了避免破坏施

工墙体而影响施工工程的稳定性，在进行开挖施工之前，会有

相关的人员根据断面来进行考察，只有符合施工标准以后才能

开始施工。另一方面开挖施工技术对于施工人员需要其有非常

熟练的操作意识，因为该项工作在技术上有非常高的精确性，

如果开挖深度过深就会破坏地基，这样就会影响这个工程的整

体稳定性 [2]。因此，在开挖前，工程设计人员要从多方面收集

数据，这里面包括了挖掘的深度、挖掘的位置、采矿角度等指

标，需要针对已经收集的数据进行反复的计算，给到施工人员

尽可能准确的数据支持。施工时可以采取一些强化基础施工的

方法，如比较常见的就是旋喷注浆法，具体如图所示：

图 1 旋喷注浆法



4 大体积混凝温度控制

可以说，混凝土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十分重要。但是在施

工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混凝土裂缝的问题。混凝土作为工

程的基本使用材料，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以说，混凝土在水

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中十分重要。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混凝土裂缝的问题。在施工时，根据设计情况和施

工情况往往会预留出一些混凝土施工缝，在浇筑施工完成后，

应当对于这些预留出来的施工缝进行相对应的处理，往往在

处理上会渲染着凿毛处理。在浇筑混凝土 24h 之前，应该对

浇筑完成的混凝土进行洒水处理，以此来保证混凝土中含有

足够的水分。另外，在进行混凝土浇筑之前，应当于混凝土

上铺一层 2-3cm 厚的水泥砂浆，该水泥砂浆强度需要等同于

混凝土强度，这样做可以很好的使新旧混凝土相结合。而对

于那些无法铺设水泥砂浆的垂直缝来说，应当采取提高混凝

土强度或将水泥砂浆刷在缝表面的办法来处理。

在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温差原因从而导

致混凝土出现裂缝问题是工程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因此，

通过提出以下几点不同建议对混凝土裂缝防治，实现从根本

上解决由于温度的变化造成的混凝土裂缝问题。首先，温差

的主要原因是混凝土内部的热量以及水泥的热量产生的温度

差导致混凝土出现裂缝。因此，在施工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水

泥的热量应尽可能小，以减少混凝土的温差，从而防止混凝

土出现裂缝。其次，如果要在冬季建造，必须采取相应的加

热和通风措施，从根本上减少由温差引起的裂缝问题。

5 卵砾石防渗灌浆技术

卵砾石防渗灌浆技术是中国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过程中

一种常见的技术之一。在该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

行深度钻孔，在确保钻孔的深度时，下层地层要采用金刚钻

头的机器进行工作，且通常钻孔的深度应不超过 35 米。

施工工序与技术要点如表 2 所示。

表 2 施工工序与技术要点

施工工序 技术要点

冲击钻进 利用钻头对基岩、坝土和卵砾石进行击碎，重点

泥浆固壁
控制钻进深度以及钻具的质量利用泥浆保证槽孔稳定性，
避免坍塌，需保证泥浆渗透性、泥皮质量以及静压压力

混凝土
浇筑

全面衡量导管外面和导管内的泥浆压力差，利用混凝土流
动性与和易性进行填充

材料质量
控制

做好相应的防渗墙材料检测与质量管控，保证防渗墙施工
技术基础

6 防渗漏技术

在水利施工期间，保护外墙防渗漏的第一步是合理设计

外墙结构，通过防渗漏设计，可以提高的耐力并确保其稳定

性，同时提高墙体的稳定性，避免墙体负载问题造成的变形

或裂缝。在选择墙体水利材料时，应选择水温低、抵抗力强

和压力承受力强的墙体水利材料。为防止墙体渗漏而采取的

措施之一是保持墙体进行清洁和平整。此外，在确保清洁外，

应当控制的分层和厚度控制，以确保砂浆的附着力。此外，

还将注意操作过程中的气候条件，因为这将影响到的施工，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的稳定性。因此，隔离墙的作业必

须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并避免时间对隔离墙的质量造成不

必要的影响。在水利施工期间，必须确保水泥砂浆振捣过程

不影响钢体的变形，并确保以不间断的方式进行施工，避免

混凝土堵塞造成的沥青变形。其次，重点应放在施工后建筑

物保护和养护管理上。在建造自动调温器时，必须确保自动

调温器的水含量低于预期，以便使不透水层能够保证不透水

的功能。此外，应严格控制自动调温器中的水含量，可通过

使用新型自动调温材料，如聚苯乙烯泡沫、水泥沥青珍珠板

等实现对水量的控制，最大限度满足防渗漏的需求 [4]。

7 结语

随着中国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水

利水电建筑工程建筑不断兴起，高效率的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施工技术也成为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建设中的重要部分。随

着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对于水利水电的重视

程度不断加深。在水利水电施工及防渗的高级施工的过程中，

应当注重防渗工作的开展，确保水利水电施工工程项目的顺

利进行。通过合理使用相应的水利水电施工防渗技术，可以

进一步提高水利水电施工的安全性，同时也确保中国水利水

电施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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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also been greatly promote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
ect construction is to rationally use, manage and control water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ally prevent social losses caused by flood disas-
te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manage-
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final func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uch as multi-field, multi-scienc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eological factors and so on. Combined with the cur-
rent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some suggestions for quality control and 
guarantee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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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英　

湖南省水利水电施工有限公司，中国·湖南 长沙 410007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项目的建设和施工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的根本
目的在于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管控，并科学预防洪水灾害造成的社会损失。对于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而言，水利工程项目
的施工管理与质量管理关系的水利工程项目是最终功能的体现。本文主要针对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特征和特点进行阐述，结合
水利工程多领域、多科学性、地理环境、地质因素等特点进行施工管理的分析，并结合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现状以及实际情
况提出一些质量控制保障的建议。　
　
关键词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特点；质量控制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提升，工业生产以及人

们的日常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大。这也在不同程度上

提高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要求，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模也

逐渐增大。水利工程项目主要的核心目标在于对水资源的合

理调配以及管控，并做到最大程度的合理利用。同时水利工

程项目的设施建设质量，对洪水的灾害进行科学防治有着极

为成大的作用。按照水利工程项目的主要内容来讲，其分为

给排水水利工程、电力水利工程、防涝水利工程以及农田灌

溉水利工程、环境水利工程等。不同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有着

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

管理，高质量的施工管理关系着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应用。

2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特点阐述

2.1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所涉及的管理内容领域较为
广泛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施工管理所涉及到的内容较为广泛，

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以及特殊地理环境地理位置

的水利工程建设。其管理内容包括对施工位置的地理环境进

行准确的勘测、施工人员的管理、施工技术的规范性操作管理、

施工设备的统一管理、以及建设材料的管理。中国国土资源

辽阔，所包含的水资源也分散在各个区域，水利工程项目所

涉及到的跨地区建设项目较多，这就使得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区域位置包含了多种地理环境，很多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位

置较为偏远，这也就涉及到水利工程建设材料运输人员管理

以及工程建设。施工技术的选择，必须要结合实际位置的地

理条件，地质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考量。进而实现

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有效控制。

2.2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与知

识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不仅仅包含了工程学力学，还涉及到

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以及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方面的

知识，尤其是针对一些水下环境施工，会涉及到更多较为复

杂和专业的学科。按照中国水利工程建设施工条件，以及实

际施工环境来讲，所应用的施工人员包含了各个领域的人才，

这也就要求水利施工管理需要具备综合性、全面性。要求水

利工程建设施工管理进行各种技术的调整以及每一个环节管

理部门的相互协调合作，同时还要注意水利工程建设对周边

环境的保护，并以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质量为前提，进行多种

因素的考虑和问题的解决 [1]。

2.3 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较多

通常来说工程项目建设会涉及到很多领域和地理环境，

就其施工规模来讲会包含很长的施工周期。这也就导致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理资源进行相互协调与协

作。从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的实际条件和环境因素来看，

包含了多种不稳定因素，包括地质条件、地理位置因素、安

全风险因素，人为操作因素等，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动态性。

所以，必须予以综合性的予以综合性的质量控制，防止水利

工程施工质量的下降，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达到预期的标准。

3 当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中所存在的问题

3.1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体系不健全

任何工程的施工管理都需要具备科学的管理制度以及管

理体系。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由于所涉及到的管理内容和影响

因素较多，必须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同时要

明确划分岗位职责，确保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的正常运行

和质量保障。但就目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建设的情况来看，

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的问题管理内容不具备条理，岗位职责划分混乱。严重的影

响了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质量 [2]。

3.2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问题

就目前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的情况来看，很多水利工

程施工队伍施工单位的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并且现有的施工

管理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较低。由于大部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的位置较为偏远，很多施工人员都是从当地农村进行雇佣。

由于施工进度以及未知的原因，施工人员很少能够得到专业

的培训机会，管理人员相对也缺少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的提

升 [3]。而且，很多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人员。也不具

备相关专业的资质，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和施工问

题也无法做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对现代施工技术和信息化

技术的掌握较为不足。严重的影响了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工程

项建设施工的质量和施工进度。

4 如何加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管理质量控

制的建议

4.1 建立科学、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不断完善

要想有效的提高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的进度和质量，

就必须要建立系统化的质量保障体制和管理体系。并以此作

为促进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质量管理水平提升的保障。首

先，进行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中。必须要做到岗位职责的明确

划分，做到分工明确，将各个施工环节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

管理人员身上。同时还要积极地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与

质量控制方法。针对水利工程施工各个环节的质量进行定期

的检查 [4]。并依据水利工程实际施工情况以及施工设计制定

科学完善的管理流程。加强各施工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

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并做好各项施工环节

信息记录，为后续的管理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以提高施工

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

4.2 切实加强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质

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与专业素质决定着水利工程项

目建设施工的管理质量与施工质量控制，也是水利工程项目

施工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相关水利工程管理部

门必须要加强对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不断的提高

工程管理人员的能力与职业素质。使其能够具备严谨高效的

管理水平。同时也要正确处理。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当中所出

现的问题。最大程度上保证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质量提升和效

率的提高 [5]。其一，相关施工单位必须要定期开展专业知识



讲座和培训课程，针对施工管理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影响因素

进行研讨，建立科学合理的奖罚机制，行所有员工积极性和

主动性的激发。同时也要使其能够掌握先进的专业管理知识

和技能，并实践应用。其二，要重点进行绩效考核制度的完善。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以及业绩考核制度。切实的增强施

工管理人员的自律意识。不断的加强自身专业技能和岗位素

质的提升。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管理质量的控制提供有

效的支持。

4.3 加大施工质量管理的监督与控制力度

质量控制管理是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管理当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要想要保证水利工程的实用性和使用质量，就必

须针对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管理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施工项目质量管理控制主要包括了工程项目的

施工质量、工程项目施工进度、工程项目施工安全风险管理

控制等内容。而为有效提高水利工程建设施工项目质量就必

须要强化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工程项目施工进度控制以及安

全施工风险管理控制 [6]。有效的质量管理监督与控制能够保

证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质量和顺畅的运行。

4.4 提高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材料的质量管理控制效果

提高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施工原材

料的质量控制。原材料的选择包括对其种类、型号、规格、性

能等内容的综合考量。在进行原材料的选择时，首先要注意供

应商品牌的考察和质量上的严格评测，确保原材料的质量得到

有效的控制。同时还要注意原材料的性能与质量，能够达到工

程建设的标准要求。在原材料进场时，相关管理人员必须要做

到严格的随机检测，确保不会出现伪劣质量的材料产品进入施

工现场，以保证工程项目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 [7]。

5 结语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与施工管理关系到整个水利工程项目

的运行质量。同时由于水利工程施工管理的复杂性、内容的

广泛性等特点，要想保证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有效性提

升，就必须积极的增强对施工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与专业素质

的提升，并建立科学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不断的实践

与研究加以完善，并做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以从根本上加

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管理的质量与效率上的提升。促进

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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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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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comprehensively develop 
curren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nsur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improve the benefits of agricultural plant-
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
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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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种植的作用，综合性开发现在的农业资源，确保农业种植效率与质量，提高农业种植效益。
本文分析了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工程管理方面的问题，总结对应的措施，期待有助于农田水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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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中国经济正持续发展，科学规划了经济结构，逐渐

打破了行业结构的单一化，各行各业完成优化资源，让现阶

段的农业发展。现在农业种植上开始开发出不少新品种，小

型农田水利也陆续开始建设，不断改进技术，不过建设小型

农田水利时依然有着不少问题。

2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原则 

2.1 合同化管理原则 

目前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工程管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它们直接影响到工程成本水平与进度，应该更加重视该方面

的问题。目前为了完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高效管理，重视

提升有关管理人员的管理积极性，建立社会化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机制，通过合同管理手段。第一，明确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管理职责和义务，按照农田水利工程的所有权利和使用

权关系签订管理合同；第二，了解合同二者的权利义务，利

用合同管理的方式推动二者履行管理义务，同时建立合同履

行的监督体系；最后，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顺利开展。建立良好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环境，让有关部门

与人员严格履行。 

2.2 信息化管理原则 

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始愈发信息化。为提升农田水利

项目的管理效率，要想解决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还需要

健全信息化管理体系。第一，强化配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信息化装置，完善农田水利工程数据报送体系，通过电子计

算机分析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的工作状态 [1]。同时，完成智能

化管理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引入智慧化的管理装置，以电子

信息技术为基础，促进科学化管理农田水利工程。最后，应

该重视培训相关技术人员的信息化水平，推动管理人员了解

如何信息化地管理，帮助推广有关装置。 



2.3 标准化管理原则 

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装置需要更加标准地开展管理，必

须提升管理任务的精细化能力，严格根据中国有关标准和装

置技术优势进行平时管理和维护任务，有效发挥出小型水利

项目的最大作用。第一，需要严格制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管理模式和整体流程，了解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装置的管理手

段方式，基于系统化和专业化思维开展农田水利装置管理。

此外，科学制定农田水利装置的专业管理要求，合理明确养

护流程，明确平时的管理技术要求，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在标准氛围下合理运营。

3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问题 

3.1 前期规划不够 

目前设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没有严谨地进行工程规划，

总是不重视前期工程建设水平，为水利工程后续管理造成麻

烦。尽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规模很小，可接触方面比较丰富，

该工程离不开设计人员认真开展地质勘察，明确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的科学范围。一旦设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有缺陷，容

易耽误工程工期，不利于工程的整体造价。 

3.2 管理体系落后 

新时期管理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需要健全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机制。不过，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仍然不够完

善。部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不严谨，没有统一的管理要求，综

合管理，所以造成随意拦截等现象 [2]。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也没有通过市场化管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依然不合格，

管理效率不高，组织结构也不健全，农民参与不到平时的运营。

3.3 管理意识滞后

新时期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水利工程正在推广，给行

业发展带来诸多方便，其建设规模也在持续扩张，也展现出

不少问题，工程管理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

不少管理人员缺乏管理意识，思想层面严重不到位，造成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工程管理浮于表面，不能展现出应有的价

值作用，不少工程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都不足，建设小型农

田水利影响农业发展与经济架构，还有不少管理者觉得如果

工程装置被破坏，国家会提供支持，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3.4 基础装置不完善

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建设开始步入新时期，通

过不同的技术装置涉及到淘汰与老化问题。这一问题无法改

变，正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正存在的问题，装置出现老化，

由于该水利建设还是要处理好水，也关系到氧化与水渗透，

工程建成后，依然被破坏。不少区域水利装置破坏严重，还

不能退岗。如此一来，部分工程失去蓄水能力，渠道灌溉十

分受影响。利用农田灌溉目前效率还不及一半，和发达国家

相比差距明显。一方面，装置在老化，建设小型农田水利时，

节水装置也要提高利用率，其实不少区域农业生产还是用的

大水漫灌，不少装置存在滞后问题，不利于农业更好的生产。

3.5 运行管理结构不完善

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时，权责不明，农民没有积极参

与进建设工作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工程管理体系与运行

模式都有不合理的地方，并且实践中管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时，对建设完成的水利工程，装置管理手段不够严谨，而且

装置的维修技术也很不足，同时现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发展

时，缺乏专业的监管机构，也没有维护检查装置的部门，造

成维护和管理都没有秩序 [3]。现实中应用小型农田水利时，

不少人觉得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应该是国家投资，管理与维

护都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不用认真负责，造成部分农民建

设小型农田水利后，使用装置不严谨，也没有自觉维护意识，

还有的随便打洞等。

3.6 工程运行资金不足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需要大量资金，可是资金来源有限，

仅靠水费收入与集资方式。中国的水费价格不高，由于供水

成本，还要分出管理资金比较困难，如果发动大家集资，也

无法统一集资数与手段。

4 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的解决

对策

4.1 完善前期设计工作 

提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质量，确保工程稳步开展，

降低施工难度，重视前期设计，确保设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满足现实需求。第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勘查小型农田的水

利工程条件，了解各有关方面，按照地形地貌专业设计。第

二，组织评审设计图纸，收集有关的技术材料，审核图纸细

节，确保施工时操作合规；此外，加强技术交底，根据设计

图和施工公司研究技术，针对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重点工



作开展技术分析，让技术人员明确施工要点，掌握潜在风险，

有助于科学开展施工。

4.2 健全工程管理体系 

现阶段提升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质量，促进稳步开展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解决随意施工、质量不合格等现象，需要健

全管理体系 [4]。第一，明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要求，

强调管理流程，确保施工管理制度满足施工管理标准；第二，

完善农田水利工程岗位责任制，以承包租赁制为基础，严格

规定，鼓励工程管理人员积极工作；最后，健全外部监督体系，

需要上级行政部门加强巡查，监督检查安全隐患，同时督促

整改，符合农田水利的工程需求。

4.3 培养管理意识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可以让中国基础农田更好地发展，影

响了范围内水利调配，工程一旦投入使用，急需培养管理人

员的意识。特别是正式使用后，水利人员应该培训提高其业

务水平，专业素质提高了，才能维护与管理好小型农田水利

装置。同时还应该减少一些人为上的干扰因素，加大宣传教

育力度，让大家有很高的维护意识。 

4.4 完善管理装置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必须完善管理装

置，影响了中国工程管理质量，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相对成熟

的经验，综合中国实情，相应优化管理装置，以以前的装置

为基础，修理老化装置，同时重视养护，让小型农田水利装

置可以很好地运行。 

4.5 培养新型管理人才 

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可以很好地改善农村水利环境，

因此需要培养优秀出的管理人才，完善管理团队，可以稍微

降低资历要求，要对学历提出更高要求，考核管理人员的业

务水平。人才确保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目前人才角度还有很

大的进步空间，要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工程管理顺利进行。

第一，建立一支专业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团队，聘请专业的

技术人员开展管理工作；第二，加强培训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的技术人员，根据信息化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需求，让农田

水利技术人员掌握了解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最后，

加强考核农田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奖惩体系推动农田水

利工程技术人员更加积极工作。改进岗位福利机制，提升管

理人员的履职意识。

4.6 加强信息化管理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应该重视信息化管理，在新时期的背

景下，工程管理需要充分把握信息化优势，通过信息化技术

高效建设小型农田水利。信息化管理能够让各部门高效互动，

收集与处理工程管理信息，分析不同角度的状况，科学制定

方案。所有部门高效合作能够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里面的

所有问题，极大提高了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效率与管理质量。 

4.7 加大管理资金投入 

不少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够集中，尤其是农田灌溉相对广

泛的平原区域，农业灌溉的水源来源是河湖，建设好小型农

田水利才能有效改善当地水源条件。需要加强投资小型农田

水利建设，有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工程建设与管理才能提高

质量，目前很关键的一大目标就是建设高质量的小型农田水

利。以此为背景，需要投入不少资金，有利于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展示出其小而精的优势，连环组成整体，推动高效利用

水资源。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而言十分关键，为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需要提高工程管

理质量，目前的工程管理有不少问题，说明管理部分还是有

不少问题，需要完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葛静 . 新时期背景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J].

黑龙江水利 ,2017,3(5):51-54.

[2] 周琳媛 . 水利工程单位财务管理中的内部会计控制——评《水利

工程单位财务工作实务》[J]. 人民黄河 ,2019,41(4):162. 

[3] 邱志章 , 朱连伟 .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信息化建设模式构思与实

践——以浙江省为例 [J]. 浙江水利科技 ,2019,47(1):54-56. 

[4] 欧 正 蜂 , 李 宁 , 夏 美 龙 . 江 西 省 水 利 工 程 物 业 化 管 理 模 式 探

讨 —— 以 峡 江 水 利 枢 纽 库 区 防 护 工 程 为 例 [J]. 水 利 发 展 研

究 ,2019,19(1):59-61.



Discussion on Yellow River Channel Engineering Manage-
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epeng Lu 
Fengqiu Yellow River Bureau, Xinxiang Yellow River Bureau of Henan Province, Xinxiang, Henan, 453000, China  

Abstract
The more important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project is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we ensu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control and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project, promote th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then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broad masses of people,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Yellow Ri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
low Rive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China has been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the cost input has also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 high-quality and high-standard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hannel project has been achieved. It also effectively 
optimizes and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the overall state of the Yellow River project,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anti-flood inten-
sity of the Yellow River project, and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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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River channel; project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黄河河道工程管理及施工技术探讨　
卢德鹏　

河南省新乡黄河河务局封丘黄河河务局，中国·河南 新乡 453000　

摘　要

在黄河河道工程建设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就是工程管理及施工技术，通过在工程管理以及施工技术方面加强力度，才能确保合
理有效的控制以及消除黄河河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促使工程管理以及施工质量得到切实有效的提升，进而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由此可见黄河河道工程管理及施工技术的重要性。中国黄河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在近年来
开始逐渐加强，并且成本投入方面也开始不断加大力度，实现了高质量、高标准的黄河河道工程建设景态化场面，也相应有
效优化和改善了黄河河道工程管理水平以及工程整体状态，进一步强化了黄河河道工程的抗洪强度，不断推动了中国水利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黄河河道；工程管理；施工技术　

 
1 引言

作为中国第二大河的黄河，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其含沙量

也属于最大的，但黄河中存在较多的是淤沙量，其远超排沙

量的数量，因此对黄河流路开展有效的规划以及相应切实可

行的治理工作，促使黄河河道工程抗洪强度的不断强化，对

黄河河道走势方面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一直

以来在中国黄河防洪建设过程中、黄河河道整治工程都是十

分重要的内容，并且往往都是在规划黄河流域的背景下才能

得以有效开展河道整治规划方案，因此对黄河河道工程高质

量、高标准维修养护工程加以重视依然成为治理黄河流域的

重要举措和目标方向。

2 黄河河道工程整治必要性

黄河河道工程开展过程中河道的防洪与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经济建设等密切相关。现阶段从中国黄河河道水

利建设实际情况来看，国家在建设成本资金投入方面的力度

不断加强，在整治黄河河道过程中进行了有计划且规范有效

的治理，在控制黄河河势以及防洪灌溉、滩区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生产等方面给了重要的帮助，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

十分显著 [2]。在开展整治黄河河道工程时，应对河流的基本

特征、流路、纵横断面形式、黄河河道整治工程的导流功能



作用、防冲抗洪能力等多方面加强重点关注，上述问题都是

在整治黄河河道工程中的重要依据内容。

能够对一个弯道内河道中水流距离进行反映的就是导流

送流长度，其与河道边界以及整治流量方面的关系较为密切，

当前对河道的整治以及调整过程中在导流能力问题方面加强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是必然而为之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促

使整治方案更具完善性。从中国近期黄河河道治理的实际情

况来看，一项治理原则就是以坝护弯、以弯导流，而为了促

使弯道迎导送流作用的充分全面发挥，就要对弯道的形式设

置加强一定关注，因其与上弯的迎流接流和下弯的导流送流

能力有密切关系，因此在设置弯道形式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这

一点，进而采用连续变化曲率形式合理设置具有一定曲线的

弯道形式，如此能够促使主流沿工程帖流和受力更具均匀性 [3]。

黄河河道整治过程中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治理堤河，在

开展黄河河道治理的过程中应跟随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生态

黄河五大要求治理理念，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

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科学合理的开展黄河治理工作，确

保黄河沿线城市日常生活生产等的正常发展。在治理过程中

应对淤填堤河的施工环节进行积极有效的开展，能够使得河

槽的淤积得到有效的减少、同时对治理堤河也具有积极作用，

可以说在黄河河道治理过程中的一项有效措施就是治理堤河。

黄河河道的特点就是具备较宽的下游河道，并且河势十分不

稳定，不能保障河道防洪的安全性，因此在治理过程中应做

到以黄河自然规律为依据进而进行、并对其自然规律进行严

格遵循，进而在此基础上继续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确保人

与自然之间良好和谐的发展关系得以有效实现。

3 黄河河道工程管理

3.1 黄河河道工程施工管理

在黄河河道工程施工管理开展的前期首要做的就是将准

备工作做好，通过对河道工程实际情况进行切实考虑，进而

对施工队伍以及相应的管护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在针

对维修养护开展相应的控导工程阶段，要确保平整的坝顶、

坑中无积水低洼现象、通畅的排水沟等内容，而与此同时绿

化也是尤为重要的，应在河道工程中对树和草加强种植力度，

确保其能够高度覆盖河道两旁。针对坝坡的养护土方工作也

应做到完善，及时修整因工程抢险、雨水冲蚀、根石走失等

对坝坡造成的损坏问题。对于坝身的安全稳定性来说，其是

基于根石的基础上得以有效实现的，因此应确保能够及时有

效的养护以及维修根石，主要通过根石的探测、加固、平整

来实现对根石的维修以及养护，如此才能确保黄河的长治久

安得以良好实现。

此外为了对工程开展以及施工进度给予有效保障，应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行健全，基于安全生产法律的基础上，

对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进行明积极建立，在此基础上对各级部

门以及个人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在黄河河道的防洪治黄过

程中应在挖河筑堤方面加强力度，同时在大堤加固方面应确

保将挖河过程中挖出的泥沙全部投入到加固过程中使用。在

黄河河道治理过程中应统一规划河道治理平面布置并将治理

重点进行明确，要将治理过程中重要的河段和重点位置进行

充分明确，并保障能够统筹布置河道岸线、堤线上下游左右

岸等方面的内容，进而促使河道的天然功能得以全面实现，

进而不断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应对河势的勘

察不断加强力度，进而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和治理，实现黄河

河道治理有效性的充分全面发挥 [4]。

3.2 黄河河道工程质量管理

黄河河道工程规划以及设计的科学合理性与工程施工质

量具有密切关系。在具体施工开展过程中应为良好顺利的施

工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对工程进度的了解，将工程质量管理

工作进行切实有效的落实并开展。其次对于河道以及河势来

说，应确保一定的平顺性以及稳定性，基于河道实际情况的

背景下合理规划河道治理工程，通过对河道的拓宽、堤坝的

加固、河道淤泥的减少等方面为堤坝的安全性给予重要保障，

并且也能为水资源的集约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外还应在工程监管方面不断加强，针对相应的监管制

度进行健全，进而确保河道工程监管工作的良好顺利落实并

有效开展。河道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工程质量的保障是尤

为重要的，因此应对这方面内容的宣传不断加强，将相应的

宣传牌设立在河道两岸的合适位置，进而促使工作人员的法

律意识得到不断强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河道工程质量 [5]。 

针对河道施工质量管理加强人力、物力等的投入力度，通过

对河道治理的重要性进行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不断引进专

业化的技术人员，同时在监管方面也应加强专业人员的投入



力度，实现河道工程质量的全面提升。

4 黄河河道施工技术

4.1 河道堤防及堤基维修加固技术

在当前黄河河道水利工程建设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就是

对河道进行堤防以及除险加固，在这个过程中应确保具有专

业的安全管理人员投入到工程的具体环节中，进而实现河道

堤防、除险加固管理的有效性得以不断强化，保障河道周围

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能促使河道堤防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的

发生得到有效避免。在进行堤身维修加固工程时，应分析河

道堤防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合理的维修加固方式进行选择，

在堤身发生漏水问题时，可以针对漏水位置进行后堵，而在

后堵处理过程中应对填筑压实机械的吹填方式进行合理利用

进而开展具体的维修工作，与此同时可以一起进行堤基的防

渗处理，应在临时防渗墙有效搭设的基础上以垂直防渗墙结

构进行防渗处理。堤身漏洞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跌窝或者生

物洞穴所造成的，并且其对堤防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而鉴于此，

为了使得事故的发生得以有效避免，应及时有效的对生物洞

穴以及跌窝进行开挖回填处理；河道治理中需要彻底解决的

一项工作就是堤基的渗透问题，对此可以根据堤基的实际情

况选择相符合的处理方式，如填筑压实的方式适用于过于单

薄的堤基覆盖层中，而垂直防渗、截流处理措施适用于较浅

的堤基透水层的渗透问题处理过程中 [6]。

4.2 水上水下作业施工技术

水上施工技术。河道滩上施工开展过程中，在土体土方

填筑的同时，应确保工程的稳定性，应使用机械对滩面进行坑

槽的开挖及处理工作，同时采用的沉排方式有铅丝笼、散石等

形式。在坑槽内填抛块石属于散石沉排方式，能够促使工程基

础的强度以及深度得以切实有效的加强。而铅丝笼沉排方式能

够使得单个石块受洪水冲刷出现的丢失现象得以有效避免，进

而确保土方具备较强的防冲性，并与河床的冲刷变形现象进行

更好的适应，对淘刷问题的发生起到有效的避免。

水下施工技术。柳石搂厢占体适用于水深且水流较急的

情况，此时为了使得其滑动现象的有效避免可以将活桩设置

在底坯上，与此同时对散石进行抛压处理进而实现对柳石枕

的有效保护。在面对较大的洪水冲刷险情时，施工形式主要

是对透水桩坝、堆石进占筑坝等进行修筑。同时为了对工程

质量给予切实有效的保障，使用的施工方式可以是桩基的形

式来开展。为了保障施工开展过程中大量管理工作和维护资

金等的过度消耗得以有效避免，可以对大型施工极具进行合

理运用进而实现对石料的大量且快速装运，为工程基础强度

以及工程进度给予有效保障 [7]。

5 结语

黄河河道建设工程项目大且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因

此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应对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进

而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施工相关原则的严格遵守，确保黄河河

道工程管理及施工技术的有效性得以充分全面实现，实现黄

河合到建设工程得以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促使河道问题

的发生概率大大降低，为河道整治工作的良好顺利开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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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onitoring and Automation of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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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oject in 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China to regulate water resources, improve the scientific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balance the supply of water resources in 
various regio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Safety monitoring is the main work content of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which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Good safety monitor-
ing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afety,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safety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has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automation, which ha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safety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
ment of water divers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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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工程安全监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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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水工程是中国民生工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国调节水力资源，提高水力资源分配科学性，均衡各地区水力资源供应水
平的重要建设工程，对于中国整体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安全监测是引水工程的主要工作内容，对于引水工程的建设
及运行具有直接影响，良好的安全监测技术能够有效保障引水工程的安全性、稳定性与可靠性。近两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引水工程安全监测技术逐渐趋向自动化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安全监测效用，促进了引水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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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各地区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不

断加大，但是，由于中国地理面积较大，地域分布广阔，存

在一些地区的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中

国提出引水工程建设项目，如：南水北调，优化国家水资源

分配，调整各地区的水资源情况，满足各地区的人民生活需

求与发展需求。引水工程的建设及应用为中国整体社会水平

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安全监测技术是核心技术之一，

能够对引水工程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施监测，为相关部门及工

作人员提供可靠数据。近年来，陆续有地区将先进的科学技

术应用于引水工程中，有效实现了引水工程的自动化安全监

测功能，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促进了引水工程的建设及

发展。

2 引水工程安全监测技术应用背景

中国的淡水资源较为缺乏，且地理面积较大，占地广阔，

地势丰富，这就导致了中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尤

其是西北地区与沿海城市，严重缺乏淡水资源。[1]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启动了调水工程建设，

至今为止已经成功建设了多项引水工程项目，如：中国山西

省万家寨的“引黄入晋”工作、“东深供水”工程、“引滦入津”

工程、“引黄济青”工程、“引大入秦”工程、“黑河引水”

工程、“景泰川引水”工程等，且均获得良好成果。

引水工程是一项具有较强综合性的工程项目，且沿线地

域较长，涉及内容较多：输水工程、水源工程、水电工程及

供水建设工程等。因此，引水工程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开

展安全监测工程，对引水工程的安全问题进行监测与管理，



能够有效实现引水工程的输水、量水及供水的全过程监测管

理；引进信息技术之后，初步实现了自动化管理，进一步提

高了引水工程的安全水平。

3 引水工程安全监测技术分析 

3.1 引水工程基本特征

相较于普通的水利工程，引水工程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点，普通水利工程的枢纽工程占地面积较大，一般

会占用上百米或者数千米，而引水工程则呈现线状分布，能

够跨越数千米地域，且需要面对多种不同的复杂地势形态、

地质条件，如：沙漠、河流、公路、山川、平原等。

第二点，引水工程涉及到的建筑物形态较多，如：水库、

水坝、水闸、泵站、调压井、渡槽、管道、隧洞、倒虹吸管、

稳压塔等等。在引水工程为各地区的城市供水时，还需要建

设配套的净水设施、配水设施等供水工程部分，实现城市内

部供水目的 [2]。

第三点，除了上述建筑物，引水工程中还包括较多的输

水建筑物，串联各个节点，对引水工程线路进行统一管理。[3]

若其中一个节点出现了问题，则会引起输水系统的非正常运

行情况，因此，安全监测技术是引水工程中的必然应用技术。

3.2 安全监测技术设计基本原则

引水工程主要由输水系统、供水系统、配水系统及蓄水

系统共同组成，要保证引水工程的安全性，就要设置一定的

监测设备，对引水工程的全过程进行监测与管理，实现实时

监控。因此，在进行安全监测设计时，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循“可

靠”、“科学”、“先进”、“经济”等原则，满足引水工

程的监测管理需求。

工作人员进行设计要考虑到引水工程的施工期间与运行

期的监测需求，还要从整体角度入手，保证设计科学性，一方

面要满足引水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安全监测需求，要满足建设完

成后的安全监测需求；另一方面要满足监测的智能化与自动化

需求，引进适当的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提高监测水平。此外，

工作人员在设计过程中选择的监测点，要能够清晰反映出建筑

物及相关基础设施的运行状态，且对关键部位进行相互校核。

4 引水工程安全监测技术及其自动化应用 

4.1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技术应用

在水库大坝中引用安全监测技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明

确水库大坝中的工程等级，结合工程等级及相关规定，调整

大坝整体情况，如：渗流监测、变形监测、应力应变监测、

环境监测及温度监测。[4] 其中变形监测主要就是对大坝的水

平位移与垂直位移情况进行监测，还要对大坝坝基与坝肩岩

体的变形情况进行监测；渗流监测主要是对大坝的坝基扬压

力、渗透压力、绕坝压力等进行监测；而盈利应变监测与温

度监测主要是对水库大坝的坝体应力应变情况、温度情况及

接缝情况进行监测。

4.2 水闸安全监测技术应用

在引水工程水闸系统中应用安全监测技术，包括：进水

闸系统、节水闸系统、退水闸系统及分水闸系统等。工作人

员需要结合引水工程的实际情况，结合引水工程的范围、规模、

投资、建设等级、地质条件、水文情况、工程施工及运行条

件等多种复杂因素进行综合设置。一般情况下，分为一般项

目监测与针对性的项目监测，安全监测功能设置包括：水位

监测、变形监测、应力应变监测、渗流监测、温度监测等。

4.3 渡槽部位安全监测技术应用

在引水工程渡槽系统中应用安全监测技术，工作人员要

分别在渠道连接的进口与出口段、槽身、槽身支撑结构等从

处进行加测。[5] 渡槽的基本结构具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

一种：渡槽的槽身就是引水工程的输水系统，同时也是引水

工程的承重结构；第二种：渡槽的槽身在拱式支撑结构之上，

且槽身的纵向方向不受力；第三种：槽身的支撑结构在排架

之上，而排架在拱圈之上。

4.4 泵站安全监测技术应用

在引水工程泵站系统应用安全监测技术，主要就是针对

引水工程的地上泵站、地下泵站处安装监测设备。针对地上

泵站安全监测系统，工作人员需要设置泵站建筑变形监测设

施、机组结构应力应变设施、振动监测设施及渗流监测设施等；

针对地下泵站安全监测系统，[6] 工作人员要在主厂房、副厂房、

交通洞、竖井等处安装安全监测设施，进行应力监测、机组

结构应力监测及振动监测等。

4.5 涵洞及压力管道安全监测

在涵洞及压力管道系统中应用安全监测技术，工程人员

可以分别在施工期间与运行期间进行安全监测技术应用，综

合考虑安全监测的安装情况。工作人员可以在围岩、衬砌处



进行监测，对应力应变、温度、裂缝、外水压力等进行监测。

箱涵是引水工程的主要结构之一，工作人员要对箱涵进行安

全监测，如：变形监测、土压力监测、渗流监测等。

4.6 引水工程安全监测自动化发展

一般情况下，引水工程的规模较大，建筑物往往会穿越

大片区域，经过多种复杂的地形，安全监测网点较为秘籍。

因此，为了保证引水工程安全监测系统稳定，保证安全监测

的有效性，需要引进先进的网络技术，实现安全监测自动化。

水利工程的安全监测自动化技术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环境，

支持多种不同的技术及设备，如：数据采集装置、遥感监测

仪器、通信网络、通信系统、监测管理系统等，现阶段，中

国的安全监测自动化技术已经逐渐趋向成熟，被广泛应用于

引水工程中。技术人员可以引进现场通信技术，建立现场通

信网络，明确监测分布点，保证各分布点之间相对独立，提

高安全监测技术的快捷性。技术人员可以在引水工程中建立

监测管理站，对多个阶段的引水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将每一

个单独的监测站作为以太网中的单独的网点，通过网络技术，

实现全部工程范围的管理 [7]。

5 结语

综上所述，引水工程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工程，对中国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在引水工程的安全监测过程

中，技术人员利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分别实现了水库大坝安

全监测、水闸安全监测、渡槽部位安全监测、泵站安全监测、

涵洞及压力管道安全监测，并且引进了先进网络技术，初步

实现了安全监测的自动化发展，在推动我国水资源科学分配

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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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Thinking o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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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as also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he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farm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e. Onc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managemen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low proj-
ect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insufficient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funds occur, it will have an advers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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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中国加大了新农村建设力度，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也引起高度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与农民生产和农业发展
存在十分紧密关系，一旦出现管理权责不明、工程管理效率低、维护管理经费不足等问题，就会对农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十分有必要。本文结合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
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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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包含了水库、渠道、电灌站、水闸等，

这些基础农田水利设施不仅与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还直

接影响着农业生产活动，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业经

济发展和推动新农村建设进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在新时期背景下，有很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都遭受到损

坏，导致其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农业发展和

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重要性作用 [1]。基于此，对新时期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及对策进行探究和分析。

2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分析

虽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以起到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积极作用，但是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

理存在的权责不明确、管理效率低下、运营和维护资金缺乏

等问题，影响了水利工程功能和作用发挥。

2.1 工程管理权责不够明确，农民参与程度比较低

针对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其管理主体表现为农民自身。

但是在新时期背景下，涉及到的很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都存

在年久失修情况，再加上缺乏专门的监管和运行部门在其中

发挥作用，就很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已经超出使用

年限的水利工程，如果没有对其进行及时检查和维修，就会

导致机电、供水管道等出现带病运行情况，进而引发腐蚀、

水漏等问题，而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本质原因在于缺乏专门

管理 [2]。此外，受农民水利工程管理意识不足影响，导致水利

组织和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不能够充分发挥管理和监督作用。



2.2 工程管理效率低下，运营也不够合理

新时期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还存在管理组织不够健全、运

营方式较为单一等问题，进而导致工程管理效率十分低下，

所执行的管理组织体系也不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工作积极性，

对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也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针对灌排

渠道、河道工程和小型水库，在管理机构方面还有待完善，

仅仅仰赖乡镇、村组等进行管理，无法确保水利工程时刻处

于正常运行状态，而针对一些塘坝、小水库则由农民进行自

主管理，机电井、内河道等也长时间处于无人问津状态，农

村水利设施“重建轻管”问题也会愈发凸显。

2.3 工程运营及维护管理费用不足

受到农田水利工程运行和维护管理经费不足影响，使

各项工程管理工作无法有条不紊开展。一方面，在对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进行建设时，国家和政府投入资金占据总体比例

50~70% 左右，虽然可以满足水利工程建设资金需要，但是针

对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来说却远运不够，最终就会出现工程

建设质量不达标、工程实际运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也对水利

工程后期运营和维护工作有效开展构成极大威胁；另一方面，

在开展水利工程运营和维护工作时，对资金也没有进行科学规

划，致使工程维护和管理相脱节，无法实现长效性发展 [3]。

3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有效策略

水利事业与农业发展之间联系十分紧密，通过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不仅可以妥善解决农民饮水和耕地灌溉问题，借助

蓄水池、小型灌区、小型水库、水井等也能够改善农民生产

和生活，使农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在新时期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存在管理权责不够明确、农民参与程

度比较低、工程运营及维护管理费用不足等问题，为确保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就需要借助建立健

全工程管理机制、加大工程运营投入、注重人才培养等措施，

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水平，也推动农村水利事业进一步发展 [4]。

3.1 明确管理职责，健全工程管理机制

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有效管理，需要结合实际确定

运营管理方式，在明确水权分配的同时，也要工作人员切实

履行自身职责和权利。尤其是在完成水利工程建设以后，需

要将使用权、管理权和所有权移交至基层管理组织，又或者

是当地政府，同时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工程

管理人员责任意识，使其有条不紊的开展工程运营管理和维

护工作。同时，建立健全水利工程管理机制，将设施巡检、

水利设施维修、安全事故追责等制度纳入到其中，既能够使

工程管理工作开展有章可循、有制可依，还能够理清各自权责，

确保工程管理工作更加有序、高效开展。

3.2 加大运营投入，提高工程管理效率

为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得到良好运营，就需要通过加

大运营投入得以实现。受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影响，

导致实际运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腐蚀、漏水、坍塌等情况，

这时候除了加强对这些水利工程检查之外，还需要多方筹集

资金对水利工程涉及到的老旧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相关水

利事业部门也可以结合所在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通过科学合

理制定水价方式，筹集一部分工程管理资金，甚至还能够采

取用户集资、优惠服务等方式，拓宽运营资金筹集渠道。此外，

为了提高农民群众参与程度，政府及水利管理部门也能够遵

循“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鼓励和支持更多农民群众积极

参与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队伍当中，在这过程中政府部

门也要做好政策扶持、法律保护等方面工作，使水利管理部

门与农民群众之间展开密切的管理协作，水利工程管理效率

和效果也会大大提升 [5]。

3.3 加强人才培养，确保工程管理效果

在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时，也要注重对优秀人才进行

培养，通过利用教育、指导、培训等措施，可以提高人员管

理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同时也要注意向管理人员宣传和推

广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和技术，在不断强化管理人员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管理方式满足新时期水利工程发展要

求。与此同时，注重培养管理人员设备检修和维护能力，使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能够尽快排除，从而保障水利设施正常

图 1 水利设施检修



运行，管理人员自身也要利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使自身综

合素质也能够满足新时期开展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需要。除此

之外，将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融入到人才培养当中，不仅可

以完善岗位福利体系，提高工程管理、技术等人员工作积极性，

还能够对管理工作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水利工程

管理效果也会进一步提高。           

4 结语

本文是基于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相关问题的分析。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作为农户开展生产生活活动所需水主要来

源，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近几年中国也加大了农

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力度，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数量也不断增多，对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

济繁荣发展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到水利工程管

理权责不明确、农民参与度低、资金缺乏等因素影响，致使

水利工程重要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只有高度重视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并积极采取健全工程管理机制、加大

运营投入、加强人才培养等策略，才能够提高水利工程管理

水平，确保水利设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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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types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
verse. The requirements are constantly increasing. Slope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content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slope excavation and suppo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deeply probes into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slope excavation and support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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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中边坡开挖支护技术的应用研究　
朱廷萃　

夏津县水利局，中国·山东 德州 253200　

摘　要

水利工程是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行业快速发展，水利工程的
建设数量逐年提升，工程技术种类愈发多样，中国对水利工程技术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边坡开发支护是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
要施工内容，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简要分析了水利工程施工中的边坡开挖支护，深入探究了水利工程施
工中的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应用策略，以期提升水利工程建设水平，为中国水利工程行业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关键词

水利工程；边坡开挖；支护技术　

 

1 引言

水利工程是中国重要的民生建设工程之一，能够有效提

升中国的社会整体建设水平，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

社会建设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边坡开挖支护是水利

工程施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具

有重要影响作用，技术人员要想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就

要从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入手，严格控制开挖支护技术交底、

测量放线技术、开挖施工技术、浅层支出技术、深层支出技

术及钢筋网设置技术，提升边坡开挖支护技术的科学性与合

理性，保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促进中国社会整体水平的发

展与进步。

2 水利工程施工中的边坡开挖支护分析

2.1 水利工程与边坡开挖支护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环境得

以改善，对电力资源的需求逐渐增加，对水利工程等基础设

施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这就导致对水利工程的施工技术的要

求也逐渐提高，并且在工程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尤其是边坡开挖支护技术，这一技术的更新与

优化，对水利工程的整体建设品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关于水利工程，其建设目的是为了提高电力服务水平，

为中国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服务。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

将过多的水利资源转换为电力资源，能够有效避免洪灾等对

社会生活的影响与破坏，还能够优化农业灌溉，提高水利发



电水平，促进中国经济水平的持续上涨；更能够加快中国生

态水域环境建设，促进水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发展，丰

富现代社会能量资源。

关于边坡开挖支护，一般情况下，就是指对建筑物、水

利工程等建设项目进行边坡建设，在每一项工程施工中均需

要进行边坡开挖与支护工作。在水利工程中，会产生很多高

陡坡，为了保证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技术人员会结合实际

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保证边坡挖掘质量 [2]。

第一点，是爆破控制和网络技术，在水利工程的建设施

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可以选择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爆破控制与

网络技术，充分利用技术的专业性，提高技术应用水平，强

化水利工程边坡开挖支护技术质量。由于这种技术的专业性

较强，在工期与时间方面的要求较为严格，因此，需要将速

度控制在 75m/s-100m/s 之间，保证整个过程稳定进行，提

高该项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第二点，是爆破孔和缓冲孔的布置技术。在边坡开挖支

护技术的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进行爆破孔和缓冲孔布

置；技术人员可以利用液压钻对其进行针对性处理，此时要

保证两个孔洞之间的平衡，保证两个孔洞之间的距离，控制

二者之间的距离在 1m-1.5m 之间，保证布局科学、完美，充

分发挥爆破工艺的效用。

2.2 水利工程施工中边坡开挖支护技术的重要价值

水利工程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社会

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且对现代社会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重点监测的民生工程。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施工过程中，边坡开挖支护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施工环节，因此，技术人员要加强边坡支护技术应用力度，

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提升水利工程中边坡开挖支护技

术，改进边坡防护工作，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发展 [3]。

2.3 在水利工程中边坡支护技术应用的影响因素

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具有较强的复杂性，

这不仅仅是由于水利工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是水利工程

的建设地点、水文条件、地质条件等对边坡开挖支护工序产

生一定影响。关于地质条件因素，由于水利工程是基于当地

的地质条件开展的一种施工项目，对地质情况具有一定的依

赖性，因此，技术人员要对地下水情况、地质构造情况、地

表水情况、地形地貌情况、水文地质情况及工程地质情况进

行调查与了解，并且结合这些情况，选择能够适应客观情况

的边坡开挖支护技术 [4]。

3 水利工程施工中的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应用

策略

3.1 开挖支护技术交底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施工开始之前，建筑单位的技术部门

要与施工单位、施工管理人员进行技术交底，保证现场施工

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及技术人员均能够掌握工程施工中的边

坡开挖支护技术，熟练掌握设计图纸、操作规范及违禁条款，

确保施工人员能够灵活运用边坡开挖支护技术，将边坡开挖

支护技术科学、合理的运用于工程中，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3.2 测量放线技术应用

在水利工程边坡开挖支护工序的施工开始之前，技术人

员要对现场进行放线测量。技术人员要结合水利工程的实际

情况，依照相关施工技术与规定，根据水利工程的施工设计

图纸，严格开展开挖轮廓的放线测量工程，且保证放线测量

满足水利工程施工的实际需求。技术人员要依照成型之后的

开挖断面轮廓，进行全面检测，若没有满足水利工程的施工

需求，则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5]。

3.3 开挖施工技术应用

在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要想提高边坡开挖支护技

术的应用水平，就要灵活利用开挖施工技术。在开挖硐室与

竖井过程中，技术人员要利用钻爆的方式，根据自上而下的

顺序实施施工技术。钻爆法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其中

常见的包括：薄层爆破开挖法、台阶式分层开挖法、逐层爆

破开挖法，一般情况下，进行开挖之前要在边坡上面钻出多

个竖井，便于放置炸药；技术人员要结合水利工程的实际情

况，要掌控硐室及竖井的参数，保证开挖精准，保证施工人

员的人身安全 [6]。在槽挖施工的过程中，技术人员要进行水

质岩质边坡的施工，全面考察岩土结构的实际情况，选择合

理、科学的施工技术，设置严谨的爆破性试验爆破参数，提

高爆破的精准性。若出现问题，则技术人员需要及时进行调

整，提高施工的精准性与具体性，确保能够充分满足施工技

术的相关要求；在进行射界钻爆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调整、

优化起爆顺序，保证爆破的使用合理性，避免出现不必要的

损坏情况。



3.4 浅层支护技术应用 

在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要进行浅层支护

技术，做好排水孔、锚杆束、喷混凝土等施工工长。在浅层

支护技术的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可以选择 XZ-30 型号的钻

机，或者采用全液压钻机进行钻孔工作。现阶段，在水利工

程建设中，技术人员主要采用全液压钻机钻孔技术，对施工

平台进行开挖，提高钻孔施工的效率，提高钻孔施工的可靠性。

在排架搭设之后，技术人员再利用 XZ-30 钻机对水利工程的

边坡上部进行钻孔 [7]。

在锚杆束施工环节，技术人员针对较为完整的岩层，可

以先进行注浆工艺，再利用插杆的办法进行施工，从而实现

施工目的。在钻施工排水孔时，技术人员可以选择 XZ-30 型

钻机，进行设备安装及清孔工作，还要在水利工程的钻孔达

到富水层之后安装滤管，从而实现施工目的，提高水利工程

建设水平。

3.5 深层支护技术应用 

在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要进行深层支护

技术。在开挖水利工程的边坡部分时，技术人员可以利用轻

型锚固钻机进行施工，从而实现锚索钻孔目的。技术人员需

要严格控制锚索钻孔的斜度，利用导向仪对可能出现的偏差

及倾斜度进行调整，并且直接选择具有针对性的钻机型号。

在深层支护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技术人员可以利用 3SNS 的高

压灌浆泵进行灌浆工序，并且利用溜槽进行入仓锚墩混凝土

工序，从而提高凝结强度。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要

根据设计值的 90% 控制张拉力，且采用较为专业的设备进行

对称循环张拉工序施工。若水利工程的施工现场地质条件较

为复杂，则需要利用灌浆工序进行固壁，选择钢绞线进行绑扎，

提高牢固程度 [8]。

3.6 钢筋网设置技术应用 

钢筋网设置工作是水利工程建设施工中的主要环节之一，

在水利工程中的边坡破碎地区，技术人员需要设置适当的钢

筋网，避免出现边坡失稳、塌方的情况，有效提升水利工程

边坡施工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技术人员要灵活运用喷混凝土

技术，对开挖完成之后的边坡基建面处进行封闭处理，弱化

自然风化作用，避免由于长时间的风吹雨打造成基建面风化

损坏。此外，技术人员要考虑到水利工程及减免的排水问题，

将边坡的排水孔设置为边坡支护，避免水压过大造成更大的

伤害，提高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促进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的

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从根本上提升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就

要从基础的边坡开挖支护施工入手，灵活掌握开挖支护技术，

遵循科学、合理的原则，严谨管理各个技术应用功能环节。

针对现阶段较为常见的边坡开挖支护问题，技术人员要结合

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工艺技术，做好防护工程，

保证水利工程项目的有序推进，提升工程建设的整体品质，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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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 Hydrology and Wa-
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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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 the field of hydrology can realize the automatic and intelligent collection of hydrologi-
cal data,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iciency and collation efficiency of data, and furth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data.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points out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n the field of hydrolog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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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　
孙傲　

海南灌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海南 海口 570208　

摘　要

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领域的应用能够实现水文数据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收集，提高数据的应用效率和整理效率，进一步发挥数
据的价值。本文主要针对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进行探究，指出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领域中的应用流程以及应
用价值，希望能够为水文水资源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人工神经网络；水文资源；应用　

 
1 引言

人工神经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交叉学科，以分布式存储、

并行处理、容错性强、自适应性等相关优势，获得了人们的

广泛关注，是目前国际上研究最为活跃的前沿领域之一。人

工神经网络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生

产质量，将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水文水资源过程中，能够更

好的完成水文水资源的勘测以及调控，为水文水资源工程项

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2 人工神经网络与水文水资源的概述

2.1 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

人工神经网络作为人工智能实现的最主要技术，能够反

映人脑某些特征，可以进行生物过程的有效模拟。人工神经

网络实质上是一种计算结构，是人脑神经系统的某种简化、

抽象以及模拟。人工神经网络依靠系统的复杂程度，可以通

过调节内部节点的相互连接，从而实现数据的分析、处理及

控制。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自适应性和自学习性的特征，是智

能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可以表现在识别、

创造以及判断三个方面。人工神经网络在视觉上针对相对物

体的识别已经达成了一定的成就，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方面

有着重大的突破，机器也能够掌握原有人才能掌握的感性体

验。人工神经网络也可以用于创造过程中，比如帮人们合成

一段文字或者画一幅画等，但是这种创作并没有太多的商业

价值，仍然停留在学术的领域和阶段。人工神经网络也可以

帮助人们进行有效的判断和选择，例如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可

以帮助人们在对弈时选择更好的棋子摆放位置，判断怎样下

子赢得概率更大。人工神经网络的判断功能具有一定的商业

价值，可以帮助人们进行风险的有效规避和正确决策的制定 [1]。



2.2 水文水资源的发展概述

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中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

水资源规划，作为水利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规划通

过对水资源多种服务功能的协调以及水量的合理分配，能够

更好地进行水资源的合理应用以及污染的防治。随着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水资源的控制

与应用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认识到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意义，

水资源规划模式也发生了系统的改变，并逐渐形成了成熟可

靠的规划体系 [2]。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使得传统的

水资源规划方法逐渐转变为数字化的规划方法，可以通过数

字表达式的方法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相互依赖和制约关系

的描述以及系统特征的表征并列出为某一目标或者多种目标

服务的最优解，规划的内容包括动态规划、线性规划、非线

性规划以及多目标规划等多种形式。水文水资源中应用人工

神经网络不仅可以在规划过程中纳入经济领域的理念和概念，

而且还可以充分考虑到生态平衡以及环境保护的因素 [3]。

2.3 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价值

人工神经网络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便受到了国际学术界

和各大商业集团的高度重视，人工神经网络理论高度融合了

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生物科学、物理学、哲学、

数学、医学等众多学科，借鉴了现代神经科学研究的优异成

果，具有独特的非局域性、非线性、自适应性、非定常性以

及十分突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计算能力。人工神经网络的出

现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起点，给各行各业

的升级和发展带来了灿烂的前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以及资源的变迁，水文水资源的系统相对来说动态性和复杂

性进一步加强，研究规模进一步扩张，影响因子不断增多，

这也使得原有的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前水文

水资源系统的研究要求，传统的单一采用的不确定性和确定

性方法无法客观地体现水文水资源系统的实际问题。因此，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水文水资源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处理的探究，

缩小实际工作与理论工作之间的差距 [4]。水文水资源环境系

统本身的非线性特征使得原有的线性假设手段以及显函数分

析数学模型无法准确科学的模拟水环境的系统特征以及变化

过程，相对来说复杂量过高，计算量过大，使得理论与现实

耦合工作的方式也难以科学地开展。在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系

统当中，引入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人工

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利用人工神经网络优越的计算能力以及

数据处理能力，解决传统的控制模型所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

提高水文水资源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数据的收集能力，促进水

文水资源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 [5]。

3 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

3.1 水位自动监测功能的实现

目前水文水资源系统都会在主要观测站安装摄像头进行

水位、水质以及流量变化的有效监控，但是这些摄像头的观

测以及图像质量的监管依然依据传统的人工监管的方法来进

行，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源，而且还容易出现

因人工因素所导致的失误，不能合理地进行水文系统的观测

与控制。在水文水资源中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可以将原有的

摄像头转变为智能化的摄像头，利用智能化摄像头的图像处

理识别技术以及机器学习的技术，为河流、湖泊、暴雨等水

位的监控提供完整科学的解决方案。这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

的水文测量产品能够更加直观和准确的进行水位的监控，极

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和项目的投资力度，提高水文水资源监

测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6]。

3.2 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预报过程中的应用

洪水预报作为一种关键的非工程防洪措施，对于水资源

的合理控制以及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目前所采用的水

文预报模型主要包括分布式水文模型以及集总式水文模型两

种，又可以依据模型的特征将之分为有物理基础的模型和概

念性的模型。有物理基础的模型可以充分反映水文过程的时

空不均匀性，能够对复杂的模式进行表征，但是该方法的应

用往往需要大量详细的河道资料、土壤资料以及地理资料，

限制了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应用范围及应用效果。概念性的集

总式模型的应用可以均化流域水文要素的时间和空间，实用

性相比较好，但是该模型相对比较简单，难以深入地反映复

杂机理，无法保证预报的精度和预报的准确性。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使得智能算法逐渐应用到水资源的规划领域，针对

洪水预报模型进行了优化和升级，人工神经网络可以通过其

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简单化复杂的非线性

映射过程，精确模拟所需要的结果，只需要给出原有的水文

资料便能够利用神经网络的自学习功能，完成水文的预报工

作，极大地提升了水文预报工作的效率及预报的准确性，避



免了原有复杂的参数率定工作以及建模过程。

3.3 分类识别与计算优化

人工神经网络在水文水资源中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完成

模式识别，针对暴雨的识别问题和分类问题进行有效控制人

工神经网络模型可以进行在线应用和离线训练，克服传统的

人为给定监督信号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和不足，保证数据

处理效率以及数据收集的质量。同时，在研究水资源和水文

环境的资源规划以及管理过程中，优化方法和理论也是一种

重要的手段。对于大型的水资源规划以及管理过程中来看，

传统的规划和优化技术方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维度障碍，需

要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数据处理的效率和数据处

理的质量。人工神经网络作为一种由大量简单运行单元广泛

连接而形成的拥有高速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并行处理作用的系

统，可以快速收敛于状态空间的稳定平衡点，能够广泛应用

于多种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中，为算法和理论的优化与研究

提供了新的途径。在水资源和水文系统的管理与规划过程中

应用神经网络，能够促进水资源规划与管理问题研究的飞速

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全面

到来，人们对人工神经网络的认识程度以及重视程度逐渐加

深，将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水文水资源系统当中，能够更好

的挖掘水资源的数据的价值，解决水文水资源实际运行过程

中的复杂问题，提高水文水资源的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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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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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has also entered a new era. 
The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water management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demand for water remov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nadequate water engineering capacity,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need for water resources, water ecology, and water environment and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capaci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trong supervis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supervis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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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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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水利事业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治水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人民群众对除水
害兴水利的需求与水利工程能力不足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需求与水利行业监管能力不足的矛盾。
随着“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不断深化，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重要性日益凸显。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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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质量监督指的是严格根据法律要求对工程开展质量监督

检查工作，性质上是代表政府实施质量监督工作。水利工程

中质量监督的作用十分关键，而且贯穿整个监督和过程，确

保国家资金投入切实发挥应有的绩效。

2 质量监督的具体内容与主要职责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分为受理质量监督申请、制定质

量监督工作计划、确认工程项目划分、确认或核备质量评定

标准、开展质量监督检查、复核质量责任主体资质、检查或

复核质量责任主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情况、检查质量责任

主体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质量监督检测、核备工程质

量结论、质量问题处理、编写工程质量评价意见或质量监督

报告、列席项目法人组织的验收、参加项目主管部门主持或

委托有关部门验收、建立质量监督档案、受理质量举报投诉

等多方面的内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需要实施验收现场，

及时记录验收数据，修正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的提升

水利工程的整体质量。质量监督机构需要坚守国家相关工程

建设的法律法规，认真对待水利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并按

照水利部的有关要求，评价工程质量，并给出总结报告。

3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水利工程项目在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上有两种方式，程序

性监督与实务性监督。中国目前较为常见的质量监督管理制

度是实务性监督，通过政府开展质量监督工作，不过该监督

机制的问题有不少，不利于监督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3.1 项目决策与设计阶段监督力度不大

水利工程项目在决策与设计期间缺乏足够的监督，不少



问题在刚开始就已初露端倪 [1]。项目在决策时期也是刚开始

准备项目，监督管理机制还很不足，部分决策可行性较低，

同时有些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最终方案决策没有什么可信度，

同样也不利于工程的后期展开。

3.2 没有独立的质量监督管理机构

水利工程中缺乏独立的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没有对应项

目的每个环节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也缺少相应的资源与基础

设施，在监督管理质量时，总是浮于表面，不能有效监管。

不少城市的监督机构太过依赖于水利局（水务局），有些工

作也是直接让水利局（水务局）代为进行。因为缺乏专门的

监督管理机构部门，监管工作机制不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与权

威性。此外，水利工程质量监管时，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参与，

有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也很不理想，没能建成一支高质量的监

管团队，无法有效保障水利工程的项目质量。

3.3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没有落实到位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在具体操作时没有落实到位，从

当下的质量监管机制来看，主要的工作方式是行为监督，检

查责任主体，并复核责任主体人员的资格等。不过在具体操

作时，监管工作容易流于形式，总是只根据工作流程走过场，

没有监管约束的效果。同时，监管人员的工作态度消极，没

有让制度在工作中落实到位。此外，缺乏奖惩机制，相关人

员无法提升岗位的责任意识，在监督中即使发现问题，也不

够重视，给后期工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3.4 质量监督和管理的依据不健全

对部分中小型的水利工程项目而言，开展质量监管工作时

缺乏健全完善的工作依据与法律制度，因此，监管的工作内容

稍显乏力，几乎没有权威性 [2]。中小水利工程在工艺与规模方

面不能和大型的比较，因此不可照搬大型水利工程的法律法规。

3.5 对质量监管工作不够重视

通常部分水利工程项目投资不高，规模也不大，所以不

少参与项目工程的单位并不重视项目质量与监管问题，特别

是标准要求与质量标准方面也不严格。首先，施工企业不严

格遵守规定与施工要求，没有严格把关原材料与施工流程等，

抽查检测也不认真；其次，监管部门之间的水平差距较大，

有些监督人员很随便的就签字审批了，甚至没有审核质量验

收的结果；第三，新颁布的规章与质量标准不到位，部分监

管机构还是在用落后的章程标准开展工作；最后，水利工程

的施工与工程质量的评定验收不同步，因此收集整合资料时

容易出现缺失问题，无法及时审核工程质量。

4 完善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对策研究

4.1 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管理机制

为确保质量监督工作公平有效，需要认识到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的重要性，改变传统的质量监督手段，实行集体监督

责任制，防止因为个人监督造成权责不明。如果质量监督出

现问题，可以集体责罚，每个项目设置超过两名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要有监督资格，在质量监督时应该互相监督。同时，

为了保障质量监督公平准确，监督文件应该由不同级别人员

的共同签字才可发生效力。监督管理人员应该意识到水利工

程建设质量的关键作用，积极完善质量监督方式，通过集体

监督的形式，明确权责一致的工作原则。

4.2 加强对监督人员必要设备的配备

质量监督水利工程时，为确保科学监督，应该对检测人

员配备检测装置。在质量监督的现场检查时，不可直接采用

肉眼观察的检查手段，通过现代化机器设备，准确采集数据，

并加以整理分析，科学合理地保障水利工程的质量 [3]。监督

时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监督，因为监督机构和工程建设的施

工企业之间不存在利益纠结，因此第三方出具的建议与结论

更为客观，其工作人员即便介入也只会让质量监督的结果更

加合理客观，有百利而无一害，从而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4.3 加强建设与培训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团队

质量监督团队应该合理搭配监督人员的专业，并结合监

督人员的年龄结构，监督团队中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员，还应

重视培养新员工，新老员工之间应加强配合协作；定期培训

监督团队人员，提升监督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进行丰富多

彩的经验交流活动，完善监督人员的内部管理体系。此外，

建设完善的规章制度标准，工作人员自身就应该严格遵守，

不但可以提高自身技能，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岗位责任意识，

规范工作行为，建成一支更加专业的高素质监督团队。同时，

监督管理人员还应全面掌握水利工程的法律规定，并学以致

用在工作中更好地进行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推动提升水利

工程的项目质量。监督人员也应及时了解新出台的监督政策，

在实践中开拓创新，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加强水利工程的



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效果。

4.4 加强水利工程项目在前期的监督力度

水利工程项目在前期的决策与设计阶段应加强监督，从

而保证下一步设计环节的顺利进行。决策项目期间，监管团

队应该仔细分析研究项目内容，对于其中存在的缺陷不足，

及时改正并总结经验，同时充分考虑到设计项目时用到的部

分技术有没有很好地匹配建设区域，防止由于盲目信任水利

专家的意见看法而导致水利工程“水土不服”的问题。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十分重要，在水利

工程建设中开展质量监督时必须以工程质量为核心，有序开

展质量监督工作，通过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断解决不利于

工程建设的质量与进度等问题，推动中国水利工程建设更好

的发展，确保水利工程建成后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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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管理问题以及移民的安置问题涉及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民生性，因此，需要加强对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项目科学管理及规范管理，促进移民工程项目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切实维护好移民的合法资金，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文主要针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的实践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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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资金管理问题以及项目整体管

理问题是水库移民工作是否能够落实到位的关键问题，直接

关系着移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加强对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视，明确后期扶持项目的

开展对策以及方针，做好新时期水库移民后期的管理工作。

2 做好项目规划的编制

水库移民项目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到的人员、物力和财

力比较多，为了能够保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可以得到圆

满的完成，必须要加强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工作的

重视，明确项目扶持的标准以及项目扶持的根本目的。以水

库移民合法权益为依据，开展项目扶持管理活动和管理标准

的落实，有效解决水库移民扶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因此，必须要加强对项目规划的认真编报以及项目管理流程

的制定。首先，需要结合水库移民存在的实际问题以及水库

移民法规政策编制好项目规划，并建立起相对应的项目库。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具体落实，需要依据后期扶持规划以

及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规划各个阶段的指导性文件来开展，

这些文件也是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年度计划实施以及验收

工作的标准和参考依据，所以，必须要加强对项目规划的重

视工作，明确项目规划管理的内容以及实施标准 [1]。工作人

员需要结合水库移民扶持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合理做好规划

的编制工作，如果在新建水库开展后期扶持政策的过程中没

有编制规划的，必须要补充编制规划。原则上需要聘请具有

工程咨询资质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规划的有序编制，并结合相

关行业的规范进行合理科学的设计保证规划的编制水平和编

制效果。规划中需要明确工程项目的建设目标以及移民后期



扶持项目的投资规模和实施标准，规划必须要依据与水库移

民工作量的大小以及水库移民工作活动落实开展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要求规划的目标在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

又能够符合工程项目的建设实际，为后续扶持政策的实施奠

定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基础 [2]。

其次，还需要加强针对规划的管理与审批，各级人民政

府必须要加强对所属辖区内的项目规划的监督以及管理，严格

执行审批手续以及审批流程，做好认证审查工作，保证规划的

严肃性和科学性。可以通过聘请专家参与的方式规范审查规划

的流程，保证审查规划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工程项目建设人员

结合专家审查批复的意见进行规划方案的调整以及完善。另外，

还需要加强规划项目的实施管理工作，在工程项目年度计划实

施的过程中抓紧规划汇总编制工作，及时汇总省内各市上报的

规划项目，并做到全省的统一管理以及控制 [3]。

3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资金使用效果

要想做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管理工作，必须要保

证资金的合理使用以及规划，结合大中型水库移民的生活现

状，按照国家颁布的《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

策的意见》以及《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编制大纲》

等相关政策文件的总体要求，采取项目扶持以及资金直接补

助的方式，保证移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水库移民数量和身

份的核实，依据法律规定进行水库项目的补助，并根据当地

工程项目的建设特点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后期扶持资金管理模

式，保证资金扶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可以采取预算管理移

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的方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使用

质量，按照预算管理的要求办理移民资金财务收支，并要求

该预算标准具备一定的法律效益。相关个人和单位必须要严

格按照批准的预算完成资金的使用，使得资金与项目计划、

计划与规划以及项目与计划的协调统一。同时，结合水库移

民的特点采取专人专户以及专账的资金管理模式，封闭运行

项目扶持资金，要求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全部纳入到国库

中，实现国库支付体系的控制和监督，统一监管该项目的资金，

保证专款专用，杜绝以权谋私的行为 [4]。

另外，还需要结合各市区县的特征，保证移民的参与权、

知情权以及监督权，公示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接

受移民群众的整体监督。在项目竣工完成之后，施工单位需

要协助项目的参与人员，要求水库移民凭借各种报账单和凭

条等资料到移民管理机构审核报账。移民管理机构汇总之后

通过直接支付的方式将资金支付给施工单位，减少资金拨付

的环节，提高资金运行的效率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最后，

还需要加强对项目档案和资金管理档案的统一管理，县级移

民管理机构负责整理相关的档案资料，并做好档案资料的备

份。工程项目建设与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是同步开展的，保

证一个项目对应着一套档案，实现档案工程项目与施工进度、

工程项目立项以及竣工验收同步，并做好文件材料的审查整

理以及收集工作。

4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的实践对策

4.1 科学合理地进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规划

在项目建设规划审批完成之后，需要组建水库库区和移

民安置区项目建设的项目队伍，具体针对工程项目的建设以

及管理活动进行协调和组织。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要求规划设计能够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开展，

必须要做到因地制宜。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地实施需要使

得原有的安置区的居民在政策中能够得到优惠，统筹解决水

库所造成的人民的损失问题，解决仍然居住在农村的非农业

户口移民的生产困难问题，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减少后

期扶持政策中矛盾的发生。建设单位需要结合工程项目的性

质特点以及开展情况，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勘察单位

以及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研究，充分考虑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结合资源环境以及人口

的承载能力，进行科学合理的布置和资源配置。同时，还需

要加强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源的控制以及保护，尤其

考虑到水资源的节约保护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益，

要求工程项目的建设能够满足生态环境、土地管理、文教和

交通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在明确水库工

程项目能够稳定地开展之后，再进行初步设计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项目的管理工作，制定对应的流程规范和制度体系，为

后续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有效依据。

4.2 加强新移民村的建设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便是移民新村

的建设，移民新村的建设不仅能够满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

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而且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进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和相关政策落实的过程中，

可以将新农村建设与水利局发起的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建设行

动有机融合起来。通过政策扶持项目开展移民新村的建设，

使得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能够实现良好的环境效益、社会

效益以及经济效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积累丰富的经

验。在具体的开展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过程中，需要将移

民新村的建设纳入到当地新农村建设的范畴，加大新农村建

设力度，切实满足水库移民的根本利益，整合地方的农业资

源、水利资源、卫生资源、电力资源、交通资源、教育资源、

国土资源、生态资源等相关资源体系以及所对应的专项规划

资金，因地制宜的开展水库移民新村的建设，打造水库移民

的亮点，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使得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

目能够科学有序地推进。

4.3 加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队伍的建设

在进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结合

工程项目管理的实际要求，合理的配置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管

理人员，在管理队伍中及时补充新鲜的血液，保证管理队伍

的整体质量以及工作能力。可以结合工程项目管理队伍的实

际特点，开展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以及学习组织活动，提高

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以及工作积极性，及时落实相关制度以

及政策，收集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科学的措

施进行解决，全面提升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及管理

能力。同时，还需要组织人员参与到上级部门以及相关部门

组织的培训和学习，工作过程中进一步提升管理人员以及工

程技术人员的管理水平以及业务能力，加强管理人员与移民

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听取移民部门对工作

的指导。移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也需要认真负责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项目的管理工作，与工程项目建设人员团结协作，

共同发挥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的作用和价值，全面提

升工程项目整体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果 [5]。

4.4 建立工程项目运行管理机构

移民后持扶持力度的逐渐增大使得移民安置区、工程项

目以及库区工程项目逐渐形成较大的规模，加强对工程运作

的管理已经成为水库移民项目管理的关键内容。所以，需要

结合水库工程项目的建设要求，建立起专门的移民工程运行

管理机构和管理组织，科学做好移民管理经费的应用以及配

置。管理人员可以选择移民或者移民后代进行工程运行管理

机构的组织与监督，提高移民的积极性，有效发挥工程效益，

也能够使得移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工作的落实对于

促进水库区域经济的发展，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

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库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工作的

规范与创新，科学有序的完成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维护移

民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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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is based on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
ment, continue to emancipate the mind, deepen reform, and firmly establish a sense of politics, responsibility and suffering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Closely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good an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ordinate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ordin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y, an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stabilize agricultural acreage, focus on per unit yield, improve conditions, innovate mechanisms, and improve policies. 
We will improve the level of scale, intensific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chieve connotative devel-
opment,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a steady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Strive to make China’s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an better ser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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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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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牢固树立服务全局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与
忧患意识，紧紧围绕发展粮食生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服务经济社会义好又快发展的大局的前提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把发展粮食生产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富民强县结合起来，通过农田水利建设，稳定农业种
植面积、主攻单产、改善条件、创新机制、完善政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标准化水平，实现内涵式
发展，逐步建立起粮食生产稳定增加的长效机制，努力使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能够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关键词

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现状；对策研究　

 

1 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的基本关系

1.1 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内涵

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指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业。

基本任务主要是通过水利工程的兴建、技术措施的改进，来

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

农业高产高效服务。就是通过修理和兴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一些水利设施，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定的基本农田，其中

包括灌溉、排水、除涝和防治盐等。

1.2 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概念来看，农田水利建

设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迁移，它也会

出现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只有正确认识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

特征，才能使之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2 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

大，人均耕地面积少，水资源相对较为贫缺。多年来，中国



共产党中央、中国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特别是高度重

视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

自然谐调发展，以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中心，以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强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中央连续下发的 1 号文件都把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放在非常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使之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其中，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1 促进了粮食高产稳产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水旱灾害频繁斗争的历史。

特别是在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还是以种地为主，灌溉总

体面积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且灌溉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中

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对农村所进行的体制改革，

极大地调动了广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过去在

农业基础设旋、农田和水利科学研究等方面所积累的能量得

到了集中的利用和释放，使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艰难局

面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1]。

2.2 提高了农民种植收入，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贫困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多数，农民的生活较为贫困，

因此，种田收粮，用买粮食所取得的收入来购买其它商品，

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粮食的高产稳产和质量的

提高，则直接影响着农民种地经济效益的增减。因为农田水

利建设的发展，为农业种植创造了旱能灌、涝能排的基本条件，

配合农业种植结构的市场和销售渠道的调整，就可以发挥更

好的经济效益，适地的调整所需的种植品种，高质量的农田

水利建设可以提高大幅度灌溉保证率，降低是否有水或者是

否可以排水的自然条件制约。

3 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现存问题原因

分析

3.1 农田水利建设主体不明确

3.1.1 政府是公益性工程的建设主体

水利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设施，其中有许多公益性工程。

所谓公益性，就是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公众性和非排他性。这

一类工程，其受益者除了农业和农民以外，农村中的各行各

业以及所有非从事农业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受益 [2]。因此，仅

仅要求农民投入大量的资金兴建是不正确的。农业是一个经

济效益较低的弱势产业，国家和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

给予一定的扶持，随着公共财政政策的推行，公益性基础设

施就应当由公共财政来承担。

3.1.2 农业生产者是生产性工程的建设主体

所谓生产性工程，主要是指田间工程，是直接与农业生

产紧密相关的一系列工程。如引水工程、田外排水工程、田

间配套工程等，这一类工程建设的主体应当是直接从事农业

生产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和其他经济组织。他们用于水利工

程建设的投入实际上是农田种植业的必要成本。

3.1.3 经营者是经营性工程的建设主体

水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农田水利工程

供水是一种经营性行为的工程。应当由其经营者负责建设和

管理。根据市场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法则，可以由

多种资金组成股份公司建设，经营利润按股分红。可以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并负责经营。也可以由农民或农村中其

他个人单独或联合出资兴办 [3]，自主经营，自负营亏。

3.2 农民群众对农田水利建设认识不够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存的中小型水库几乎都是三四十

年前建成的。在当时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靠人民群众

的力量却建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水利工程，并使人群众从中得

了真正的实惠。就目前来说，中国还没有全面管好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的雄厚实力，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步建立，粮价已经开放，农民增收缓慢，则从更大程度上影

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农民群众对农田水利投入缺乏主

体的意识。所以，过早地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直接受益

者——农民退出办水筹资投劳的历史舞台，还是太早，这样

做的结果将会导致农民虽基本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承办主体的严重缺位。

4 健全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的

对策

4.1 要清醒的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不论

是在什么时候，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惠民政策，如果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问题解决不好，农业生产则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农



民更是难以实现小康的生活。

4.2 加大农田水利服务农业生产的投入力度

农田水利基本建没的直接目标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根本目标是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打好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为

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还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努力使水资源向生态环境、城

市和工业转移，最大的受益者都是国家、农村和农民；农业、

农村和农民已为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

贡献和牺牲，当“三农”已成为突出问题时，在农业、农村

和农民有困难的时候，国家财政应该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工

业和城市也应该支持农业和农村。

4.3 深化水利改革，提升管理水平

要加快建立和创新专业化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和运行管理体制机制。正确的处理好水利工程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既要确保水利工程社会效益的充分

发挥，又要将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降低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成本。要坚持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

步明确各类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主体，正确处理水利工程建设

与管理的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轻管”问题。

4.4 增加投入是实现水利信息化的保证 

水利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

投入。水利是以社会效益为中心的基础性产业，在各级财政

部门应编制水利基本建设计划，水利信息化资金在水利投入

中应占有一定的比例，每年的财政预算中要有水利信息化科

目，应采取逐年投入，分步建设，逐步完善的方式。在兴建

水库、河道、灌区、等一批工程中，要根据工程的性质和规

模来确定该项目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资金，并要按照有关规定，

加强资金管理和运用，以“工程带动水利信息化”。使其更

好的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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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serious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world. Soil erosion will not only cause a series of natural disasters (corresponding 
debris flow, land desertification and land area reduction, etc.), but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impact 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cor-
respond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n the contrar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also cause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areas. This paper mainly brief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cause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caused by the 
correspond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some enlightenment can be brought to all of 
us. 
　
Keywords
water and soil engineering; soil erosion; countermeasures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及治理对策研究　
李艳阳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水文勘测局，中国·内蒙古 锡林浩特 026000　

摘　要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一个国家。水土流失不仅会造成一系列的自然灾害（相应的泥石流，土地荒漠化以及土地
面积减少等），而且还会对相应的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相反，水利工程建设也会在相应的施工区造成
水土流失。本篇文章主要简单的分析相应的水利工程造成水土流失的具体原因以及相应的措施，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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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水利工程项目。同时，由于具

体的科学探索以及合理规划的未能完成，水利工程周围的相

关水土流失变得越来越严重。做好水土保持的相关工作是确

保水利工程可以长期，可靠，安全以及经济运行的相关基础。

水土流失将会对水利工程的相关设施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

相应的沟渠、水库以及人工湖等发生淤积的现象，很大程度

上会影响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不能很好的发挥其水资源的

分配功能。如果发生相应的水土流失现象，将会对当地的水

土生态造成非常严重的双重打击，并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2 水土流失的具体原因

根据相关的具体研究发现，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全

国土地面积的大约 1/5，占全球水土流失面积的大约 17％。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相应的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个国家。水土

流失的原因包含：相应的水蚀，风蚀以及冻蚀等。其中水蚀

是危害最严重的，是造成中国水土流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相应的水利工程建设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水土流失

的类型，造成水土流失的几种形式：

首先，水利工程的建设往往是沿着相应的河道进行建设

的，而且具体的地点通常是在原先比较缺乏开发的一些地区。

该项目的建设需要开挖相应的土壤以及植被，开挖相应的土

壤本身就会造成很大程度的水土流失。植被的开挖以及对植

物根部的相关破坏会造成土壤缺乏相应的固定性，雨水以及

河流的相继侵蚀会加剧对土壤的侵蚀 [1]。

其次，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挖出相应的岩体，特别



是那些现场取料的大型项目。岩体本身就是比较坚硬的，大

块的相关岩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相应的水土流失。但是，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过程之中，一般会选择将大块的整石

进行破碎，如果破碎出现难度，就会选择将整石移走的方式

来进行清除，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对于山地土壤造成一定的影

响且不可逆。

最后，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当中，经常会使用一些大型的

机械设备，对周围的相关土壤以及植被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严重的削弱了该地区相应的水土生态的恢复能力。同时，已

经被连续压实的土壤变得非常的坚硬，并且储存在土地当中

的水非常的难以被植物进行利用。在雨水以及河流重力的多

重影响之下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 [2]。

除此之外，在一些水利的工程建设中，水土流失不一定

是在相应的建设或者试运行期间能够表现出来的，而是经过

比较长期的积累而造成的。任何水利工程的相关建设必将会

改变原始河水的具体特征，扰乱当地的生态平衡，并引起局

部的相应地表变化。长期以来的相关积累最终会造成巨大的

土壤侵蚀。比如，在没有建立相应水库的具体情况下，没有

进行充分的考虑风向的具体因素，这样将会造成水面常年因

风的吹动而冲向相应的海岸，最终会造成水土流失。

3 水土保持的具体影响因素

水土保持的具体影响因素主要为：薄弱的环保意识、相

关的技术比较的滞后以及治理比较困难且成本高昂。

3.1 薄弱的环保意识

外部因素总是通过内部因素发挥相应的作用。影响水利

工程水土保持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相关的企业以及责任人的环

保意识比较的薄弱。如果对水利工程建设当中的生态平衡失

调，水灾旱灾频繁等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可能会对相应的

水土保持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众所周知，修路采石等

相关操作会对相应的水土保持产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如果

对陡坡的相关开垦、坡地耕作以及道路的相关建设不科学都

会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水土流失。

3.2 相关的技术比较的滞后

技术比较的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工

程的建设的相关技术比较的落后。水利工程的特点：科技含

量比较的高，难度比较的大，周期比较的长等。因此，可以

从事水利工程的企业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水利工程建设的资质，

这样才可以保障水利工程的高质量以及高效率的完成。但是，

中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设企业，虽然这些企业都

有相应的资质，但其施工技术相对来讲比较的落后，非常的

容易造成相应的水土流失 [3]。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具有相

关的水利工程专业资格的企业通常会评估相应的施工技术，

在评估对环境的影响时往往不够严格。因此，大多数的相关

水利建筑企业比较的缺乏与水土保持有关的施工技术。

3.3 治理比较困难且成本高昂

破坏环境非常的容易，但是相应的治理比较的难。许多

破坏可能只需要片刻的时间，相应的恢复可能需要花费几代

人的努力才可以使环境恢复到相应的生态平衡，有些甚至会

出现不可逆转的情况。近些年来，由于相关天然气的大力推广，

对于水力发电的需求有所减少，某些水利工程对当地的相关

生态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仍然没有得到消除。政府对相关的

水利工程的投资在最近几年有所减少，企业用于水土保持管

理的相关资金也相应的得到减少。无论是边坡防护的相关项

目还是树木的购置以及种植等，成本都比较的高，对于预算

比较小的公司来讲，情况甚至会更加的糟糕 [4]。

4 具体的措施

4.1 提高保护意识、增加相应的资金投入

要对相关的企业以及群众普及相应的保护水土资源的意

识，有关主管部门应该加大相应的法律宣传力度，要提高群

众企业对于相应的水利工程的具体认识，重点的讲述水土保

持的重要性以及水土流失的危害性，特别是关于水利工程的

建设企业，应该具备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以及相应的管理规

范。盲目的进行追求可能会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必然会造

成企业自身比较长期的损失。在工程设计以及工程管理的各

个具体环节当中，都要履行相应的企业法律义务，承担具体

的社会责任 [5]。

4.2 重视水土保持的相关规划设计

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要强调相关水土保持的规划设计，

贯彻水利工程以及水土保持的相关理念，建立比较和谐，科

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工程建设框架。首先，在可行性的评估

阶段，设计部门需要进行充分的探索以及调查当地的水文水

质以及地形特征，并结合相应的项目，综合的进行预测该项



目对该地区水土保持的影响。要分析比较容易发生水土流失

的场所的相关建设管理。如果确定相关水利工程的管理计划

无论如何都会造成非常大的水土流失现象，那么应该及时的

进行停止。其次，要根据前期的相关可行性评价结果，制定

比较合理的水土保持的相关规划方案，以保障规划的科学合

理性以及相应的可操作性。

4.3 加强工程保护的具体措施

水利工程从相应的设计到施工再到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

当中，对相应的水土保持影响最大的一个阶段就是项目建设期

间的运营。在项目建设的过程当中，应该采取比较必要的相关

水土保持保护措施。在开挖区域的相关建设当中，可以使用那

些造成较少的水土流失的排水沟以及分流沟，而不是可能造成

水土流失的相关方法。在斜坡地区进行的施工时，可以设置为

防止发生相应的水土流失的斜坡防护。水利工程的建设工程非

常的大，并且需要使用大量的建筑材料。从方便以及成本的角

度来看，他们通常会选择距离最近的相关材料 [6]。所以这些都

要求严格的控制该地区的相关开采，合理的进行开发，充分的

考虑当地水土的承载能力。在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要采

用多种的方法来尽量的减少对水土保持的相关破坏。

5 结语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相应的水土保持是十分重

要的。它需要相关的水利工程参与单位，广大的人民群众以

及政府部门等比较广泛的参与，共同的控制以及监督水土保

持具体措施的实施，要加强对水土资源的保护，保持比较良

好的生态环境，这些会直接的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整

个生态环境的相关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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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of Cement Mixing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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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quality of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most critical. If soft soil foundation is en-
counte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t is generally preferred to use cement mixing piles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of the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of cement mixing piles,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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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中，地基施工质量最为关键。如果遇到软土地基，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一般会优先使用水泥搅拌桩的
方式对地基进行加固。本文重点针对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的施工质量控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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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且容易受到施

工现场环境条件以及土质条件的影响。其中，软土分布广泛、

压缩性强、强度低，很容易出现不均匀沉降问题，不符合优

质工程力学性质。如果不对软土地基进行科学的处理以及施

工质量控制，整个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所以，软土地基处理一直是水利工程施工建设中的重点与难

点。为了保证对软土地基进行科学的处理，就必须要通过水

泥搅拌桩技术来提升软土地基的承载能力，加强软土地基不

均匀沉降量的控制。

2 水泥搅拌桩成桩工艺类型分析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过程中，水泥搅拌桩技术的实用

性很强，可以与天然地基融为一体，并形成一种深层次的搅

拌复合地基。常用的水泥搅拌桩成桩工艺主要有三种：水泥

浆液搅拌法、水泥粉搅拌法、水泥土桩夯实法。首先，针对

水泥浆液搅拌法，需要先在地面上制作水泥浆，然后再将水

泥浆向地下传递，直至实现水泥浆与地基土的混合与搅拌；

当水泥浆固化之后，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就会强化。其次，

针对水泥粉搅拌法，需要在空气压缩的作用下，将干燥、松

散状态下的水泥传输到地下，然后再将水泥与地基土进行充

分地拌合。这样，地基中的孔隙水就会与水泥土产生水化反应，

逐渐固结，实现地基性能的提升。最后，针对水泥土桩夯实法，

由于能够使用的土质材料非常有限，所以必须要对水泥配比

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进行均匀拌合水泥土的过程中，要在地

基外的大环境下，分层向孔内回填，然后再通过一个强大的

作用力对其进行夯实，直至形成质地均匀的水泥土桩。



3 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的施工准备工作

要想将水泥搅拌桩科学地应用到水利工程软基处理中，

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在正式开始水泥搅拌桩

施工之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平整处理，清除干净水泥桩所

在位置及其附近的杂物、垃圾以及石块，并对施工现场进行

平整与压实。如果存在低洼的现象，则要用黏土进行回填。

其次，在正式开始水泥搅拌桩施工之前，施工人员要对施工

现场的土样进行采集。如果存在成层土，那么还要对每一层

的土样进行采集，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配比实验，了解每

一层水泥土块的龄期、掺入水泥量，然后选择出最佳的水灰

比。然后再使用符合质量要求的硅酸盐带来承装水泥土，进

行搅拌桩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全程的计量工作。再次，

对施工过程中使用到的设备和工具进行仔细的检验，确保在

正式的施工过程中，不会因为设备性能故障而降低施工质量。

在检查设备与工具的时候，要由项目经理与监理工程师共同

对施工设备和工具进行检查，确认无误才能正式开始施工。

最后，认真准备安装设备。确保电脑记录仪、打印设备配置

齐全，可以对水泥浆用量以及喷浆情况进行准确的控制 [1]。

图 1 喷浆型深层水泥搅拌桩施工顺序

4 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的施工流程

4.1 定位放线

在水利工程水泥桩搅拌技术的应用中，定位放线是第一

步，也是后续所有工作的基础。首先，在正式开始定位放线

之前，要先对软土地基进行测量，然后再结合测量数据进行

定位放线控制点的确定。其次，沿着控制点，测定搅拌桩的

桩位。再次，将每次测放的桩位控制到 20 个左右，避免后续

施工过程中对桩位产生损坏。最后，将竹签放置到完成定位

的桩位上，严格按照相关设计要求进行桩孔间距的控制 [2]。

4.2 钻机定位

当水泥搅拌机运输至定位桩的时候，施工人员还需要调

整水泥搅拌机的所处位置，确保水泥搅拌机的中心管与测放

点垂直且对准，误差小于 1%。在放置好钻机之后，还要将设

备固定好。并将钻机主轴的垂直误差控制在 1% 以下，避免误

差过大，影响水泥搅拌桩的施工质量。

4.3 下沉搅拌机

在完成钻机定位之后，就要开始下沉搅拌机，科学选择

搅拌机的下沉时间。首先，在搅拌机开启之后，不要再短时

间内将其下沉。待其热身完成，所有运行参数趋于稳定之后

再下沉。其次，在下沉的过程中，要确保搅拌机处于搅拌状态，

下沉速度要均匀。

4.4 配制和输送水泥浆

针对水泥浆的配置和输送，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针

对泥浆搅拌，要将搅拌时间控制在2min以上，并且依次添加水、

添加剂以及水泥。其次，在完成水泥浆搅拌之后，还要进行

过滤处理，去除未搅拌均匀的材料，然后将其放到集料漏斗

中进行压浆处理。

4.5 喷浆搅拌提升

当水泥搅拌机到达设计位置之后，就要进行泥浆泵的及

时启动，将水泥压入地基中，直接在桩底实施 30s 的水泥浆

搅拌工序，为地基的施工质量提供保证。之后，再根据实际

情况逐步增加搅拌速度，搅拌速度要在 0.5m/min 以内。之后，

在进行地底喷浆，提升土体和水泥浆的拌和效果。当喷浆高

于桩顶 5mm 之后，就暂停喷浆，对桩头的密实度进行检测，

然后再对集料斗中的剩余浆料进行清理 [3]。

4.6 提升喷浆搅拌

为了保证软土与水泥浆的搅拌效果，必要时可以重新下

沉搅拌头、启动注浆泵，并进行二次喷浆提升，确保泥搅拌

桩及处理后的复合地基应满足表 1 中的各项指标要求。

4.7 清洗

在完成搅拌之后，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清洗集料斗。第

一步，添加清水；第二步启动灰浆泵，排除设备管道中遗留

的浆液；第三步，清理钻头上附着的黏土和淤泥。



表 1 水泥搅拌桩及处理后的复合地基应满足的指标要求

5 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的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要想加强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的施工质量控制，必须要

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先进行管道清洗工作，确保管道没

有任何堵塞现象，再开始水泥搅拌桩的开钻施工。第二，为

了加强水泥搅拌桩桩体的垂直度的控制，需要利用吊锤调整

水泥搅拌桩的垂直度；同时还要确保吊锤与钻杆的距离在合

理范围内。第三，对成型搅拌桩质量进行重点检查，对水泥

的实际用量。水泥浆拌制的罐数以及断浆现象予以高度的关

注，将喷浆搅拌次数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借助电脑记录仪的

作用，提升用浆的准确率。第四，在施工过程中，要通过水

泥浆比重测定仪来对水灰比进行控制，确保水灰比始终符合

相关设计标准。第五，在使用钻机的时候，第一次下钻与提钻，

要控制在低档状态，在复档的时候再进行档位的提升。一般

情况下，成桩时间为 40min，喷浆压力为 0.4MPa。所以第一

次提钻与喷浆，还需要在桩底停留 30s 左右。如果到达磨桩

端处，要确保上提的余浆全部进入桩体内，并对桩头进行 30s

的摩擦。第六，加强喷浆与停浆时间的控制，确保开钻之后

工作状态不被中断、暂停；喷浆与提升还要同步。如果喷浆

不足，就要及时进行整桩复搅、二次喷浆，严格按照设计要

求进行喷浆量的控制。如果喷浆过程中出现故障，要严格按

照表 2 寻找故障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

表 2 常见施工问题以及处理方法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工程软基处理中，水泥搅拌桩技术有

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为了加强软基处理效果，必须要对水泥

搅拌桩施工质量进行严格的控制。首先，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有效的成桩工艺。其次，提前做好充分的施工准备工作，

最后，严格按照施工流程进行施工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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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formatization has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is in the forefront 
of industry in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automation. At presen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are 
gradually rising,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is also graduall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system. Because of the wide variety of automation equipment along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Line, there are Siemens PLC 
system, Schneider PLC system,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electrical system and some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s developed. 
Bas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 it is very urgent to develop a platform which can easily configure and collect all the system data.  Set of the 
INSQL databa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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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信息化已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南水北调在企业信息化自动化方面走在行业前列。目前，物联网和大数据开发应用
逐渐兴起，南水北调也在逐步探索开发自己的物联网和大数据系统。由于南水北调沿线自动化设备种类繁多，有西门子 PLC
系统、施耐德 PLC 系统、水质监测系统、电气系统、已开发的部分物联网系统等，基于这种特点，开发一种能够方便配置并
采集所有系统数据的平台尤为迫切，本文设计一种基于 DASERVER 采集的 INSQL 数据库系统。　
　
关键词

物联网；大数据；数据库　

 

1 引言 

随着信息化的加快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已然成为

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各个企业单位都致力于开发自身

的大数据平台，都希望尽快尽早地投入到大数据中，并走在

行业的前列。南水北调也在致力于开发信息化产品，希望以

此实现对水质监测、过程控制以及设备的大数据管控等功能，

而支撑这些功能的基础就是数据 [1]。

2 南水北调数据采集现状及需求分析

南水北调设备种类繁多，系统平台较多，目前南水北调

有安全监测系统、水质监测系统、电力系统、闸控系统及其

它各种小系统。如何将沿线所有设备及系统数据整合到一个

平台，是摆在大数据开发前的一个问题。由于南水北调线路

较长，施工时采取分段招标方式，因此各段系统厂商不一致，

数据通讯协议也是各种各样。由于系统繁多，因此数据整合

能力较弱。以闸控系统为例，闸控系统是林克森开发的一套

调水控制系统，添加新数据时需要专业软件人员从后台添加，

且采集数据量受限，因此数据源比较单一且数据量较少。

针对目前南水北调大数据及物联网的需求，需要对所

有系统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提出了将现场系统数据通过前置

采集机采集，然后将所有数据汇总到 INSQL 数据库，利用

INSQL 数据库中数据，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开发设备

在线监测及诊断系统、调水 ERP 系统等。



3 模型建立

3.1 各系统介绍

在整个南水北调输水系统中，主要分为安全监测系统、

电力系统、闸控监控系统、泵站系统、动环系统等。下面对

各个系统的情况进行分析。

安全监测系统是南水北调自动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属于一个应用子系统。安全监测数据采集单元首先从传感器

读取原始数据，然后经过各管理控制层逐级将数据按要求进

行传递。安全监测系统穿插于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各级管

理机构，沿线各现地闸站及建筑物，特点是监测范围大、网

络覆盖地域范围广、实时性要求不强。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

大部分站点通过综合业务传输平台的 MSTP 的 SDE 光纤网络

传输，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利用全线专用通信传输网进行组

网连接，实现安全监控中心、安全监测分中心、安全监测站、

安全监测分站及布置在现地闸站的安全监测数据采集单元间

的数据通信。

闸控监控系统是南水北调调水执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闸站监控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远程监控系统和现

地监控系统，PLC 主要采用施耐德系列和西门子系列 PLC。

远程监控系统分为四部分：总公司、分公司、管理处及监控

服务，其架构在统一的监控服务平台之上，将各类闸站的监

控和控制功能整体地发送到平台进行管理。主要包括每个闸

站的水位、流量及开度，成为各级远程监控系统的实时数据。

各闸站作为一整个监控对象，根据通信和网络的状况，灵活

部署在监控平台上，负责与 PLC 和其它节点进行通信、数据

采集与处理，最后向 PLC 发送控制指令。

惠南庄泵站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渠首处一座大

型加压泵站，是北京段实现管涵加压输水的关键控制性工

程。泵站自动化监控系统主要对全站泵组等主机设备、技术

供排水等辅机系统以及公用设备进行有效的监测和控制，保

证泵站安全可靠运行。自动化系统主要设备包括 1~8# 泵组

LCU、变电站 LCU、公用 LCU、技术供水 PLC 控制柜、渗

漏排水 PLC 控制柜等设备，PLC 采用施耐德 67160 系统冗余

PLC，通讯模块采用 NOE 以太网通讯模块。

动环系统主要监控南水北调中线沿线闸站及各管理处

UPS 电池组电压、UPS 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室内温湿度、空

调机组回风温度、压缩机工作状态、风机工作状态、各类报

警信息等参数，各类参数以智能接口方式接入动环监控系统，

实时监控空调机组的工作状态，并可以远程集中开关机、调

节温度设置、轮换运行、故障时备机自动投入等功能。

电力系统是南水北调供电系统核心设备，沿线供电线路

采取自有杆塔架设线路，线路采用 35KV 供电线路，采取以

中心开关站为中心，沿渠道上下游辐射形式供电，采用 π 接

方式接入各个站所。供电系统设备主要采用开关柜，干式变

压器，进出线柜，监控软件采用 ESD3000 上位软件，监控软

件通过通信管理机采集现场设备信息。

3.2 DASERVER 软件介绍

DAServer 是建立在 ArchestrA 技术基础上的新一代服务

器组件，它符合 OPC 工业标准，满足工业生产中通讯的需求，

提供更强的通讯诊断功能与更高的性能，是构建无缝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配置 DAServer 采集软件，可以实现对基

于 TCP/IP 协议、MODBUS 协议、TCP/IP-MODBUS 协议设

备的数据采集，且配置方便，通讯可靠性高。

3.3 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通过对南水北调各个系统进行分析，现有系统种类繁多，

通讯协议各异，严重制约了数据的整合。鉴于此局限性，提

出采用基于 DASERVER 数据采集机的 InSQL 实时数据库实

现数据的采集，实时／历史数据库采集的速度快，数据量大，

精度要求高，并且带有时标，便于分析和生成报表，因此十

分适合目前南水北调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而常规的关系数据

库则在这些方面都相距甚远 [2]。

采用 InSQL 数据库特点：数据采集、数据压缩、实时查询、

事件系统、内嵌 MS SQL SERVER、支持冗余等。网路结构

如下图所示。

使用 InSQL 实时数据库，需要在现场架设采集机，初步



设定为每个管理处一台数据采集机，通过 DASERVER 与现场

的 PLC 系统、动环系统、泵站系统等进行数据采集，通讯协

议 主 要 是 TCP/IP、TCP/IP-MODBUS、MODBUS 等 [3]， 由

于南水北调中线业务内网和动环系统、PLC 系统等网络是相

互独立的，且考虑到各系统采用冗余系统，所以采集机需要

具备三网卡功能，两块网卡完成数据采集（冗余配置），一

块网卡通过业务内网进行数据传输到 InSQL 数据库中。

4 结语

通过对南水北调各系统数据流的分析，提出基于 DA-

SERVER 前置采集机通过 InSQL 实时数据采集的方式完成对

过程数据的跟踪和采集，完成各系统过程数据的整合，确保

了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为设备维护人员进行过程分析、

故障处理、数据溯源提供了可靠数据保证，为进一步发展物

联网及大数据应用提供了一体化平台。但是对于一些高频的

数据项 InSQL 数据采集系统还达不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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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nly by further improving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facil-
ities, can we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eet people’s water need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
um-size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rural area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strengthening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et 
up effective measures fo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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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只有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设施，才能够实现农业发展需要，并且满足人们生活用水。本文主要
围绕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展开分析和论述，首先介绍了加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
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然后分析了当下在推进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过程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最后提出了全面加强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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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农村基

础设施日益完善，为了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小型

水利工程建设，但是当下在推进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仅不利于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拥

有价值，而且还会造成一系列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必须要

采取有效的举措改进当下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过程当

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不足，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步伐。

2 加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

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能够真正地推进节水灌溉技术，实现农村的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解决农田灌溉以及排水

等问题，通过进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能够满足农村发展

的需要，另外也能够顺应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需求，解决农业

发展用水的问题，真正地推进节水灌溉工程，有效地节约用水，

并且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2.2 能够真正地减轻农民负担，发挥水利工程建设的

价值

在进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过程当中，通过

结合农民的需求进行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一方面减轻了农民

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进而实现农民脱贫，



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进行水利工程

建设，不断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应有

价值，推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步伐。

2.3 能够及时地发现各种问题，延长水利工程建设的

使用寿命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在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由于使用不

当或者是年久失修，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安全事故 [2]。通过

加强管理工作能够对农田村水利工程进行有效地维护和管理，

及时地发现各种质量隐患并且进行整改，从而减少安全事故

的发生概率，也确保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发挥正能量的作用。

3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现阶段，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已经越来越多，确实解决了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问题，但是在进行建设与管理工作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影响到了水利工程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3.1 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和体系

当下在推进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之后，由于缺乏管理

意识，不能够被派专人进行看管，一方面造成了年久失修引

发质量问题，另一方面也会丧失水利工程建设的应有价值，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总之由于相关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无

法发挥惠民工程的重要作用，年久失修就是管理上的巨大漏

洞，容易引发一系列安全事故。

3.2 缺乏对责任的进一步明确

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归

根结底是缺乏对责任的进一步细化，由于水利工程都属于公

共集体设施，所以属于村民共用，一旦出现问题时就会相互

推诿责任，由于维修的不及时就会造成农田水利设施的损坏，

不仅造成了引水灌溉上的困难，而且在用水高峰期会出现一

系列的灌溉矛盾。总之，在对水利工程进行建设和管理时缺

乏对责任的进一步细化，不仅无人进行修缮，而且在出现问

题时也不能够及时的地解决，影响到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

设的发展步伐。

3.3 农民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

由于乡镇对水利灌溉设施投入不足，而且也没有相关的

组织、合作社等，导致了农民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很难尽到

应有的义务对公共事业进行管理 [3]。国家对小型水利工程的

投资有限，如果地方财政没有钱投入，那么很难对小型设计

工程建设与管理投入足够的资金，最后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农村用水紧张问题。

4 全面加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

设与管理工作的有效举措

面对当下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过程当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应该采取以下有效改进措施。

4.1 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并且对责任进行进

一步的细化

结合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过程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应该结合当地的实际制定出更加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

以便对责任进行进一步细化，提高所有人员的责任意识，在

使用中及时地对水利工程进行有效的维护和管理，避免浪费

的现象，也保证责任的进一步落实，全面提高农村小型水利

工程的使用寿命。

4.2 坚持政府主导，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维护和管理

水利工程建设之后要进行有效的维护和管理，才能够及

时地发现质量隐患，并且进行整修，最大限度的发挥水利工

程的应有价值，因此政府应该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对管理

和维修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

这样才能够保证水利工程的长期高效运行，结合实际需要，

也可以设置相关的督导部门，对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进行及

时的督导，通过进行政企管理逐渐分离，才能够实现水利工

程建设的最大价值。通过加强后期的维护和保养，完善后期

的检修机制，及时地对水利工程进行有效的维护，将隐患进

行排除，既能延了使用寿命，也能够实现农田水利工程的持

续稳定发展。

4.3 进一步强化监管力度，并且规范水利工程的运行

在水利工程运行的过程当中，只有完善了一整套的监督

管理机制，才能够对整个工程进行规范化透明化的管理，从

而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结合农田水利工程的重要作用，必

须要加大监管力度，无论是项目的审批、施工还是交付、验

收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的把关，确保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更加科学规范，真正地满足农村灌溉以及农民用水的相关需

求，避免出现形式工程，因此要进行前期考察，及时了解农

村对于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需要，然后选择合适的地点建设

水利工程，才能够真正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作。

4.4 采取多样化的额管理方式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当中，土地越来越节约，因此生产

效率和工作质量必须提升。在进行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时，也

可以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多种经营方式来满足农村经济

发展的需要 [4]，同时也要加强农民们的节水意识，使其在运

用小型水利工程时既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也能够真正地节

约水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的应有价值以及最大效益。

所以，政府以及农村要寻求多样化的管理方式，结合社会资

本对水利工程进行建设和管理，才能够形成合力，避免出现

任何管理上的漏洞和不足。

4.5 进一步强化管理意识，并且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

问责

在小型水利工程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仅

对水利工程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也会影响到水利

工程的使用寿命，因此应该进一步强化问责机制，结合相关

的执法部门，对于部分农民农户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违法

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问责，这样才能够产生警示作用，确

保使用的科学性。这就需要当地政府结合水利工程建设的实

际情况制定出相关的使用办法，一旦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

违规的行为，就要及时地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通过进行惩

罚产生警示作用，确保所有农民都能够科学合理的地使用小

型水利工程，既能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进一步

延长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使用寿命。

4.6 加大宣传，科学合理使用小型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建设可谓是利国利民，所以必须加强宣传力度，

让所有的村民知晓合理使用水利工程的必要性。只能够提高

了所有农民的使用和维护意识，才能够减少在使用过程中的

损害现象，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工程的应有价值。因此，相

关部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媒体等形式，广泛地宣传科学

使用的方式方法，让村民们相互监督，及时发现违规使用的

行为，保证使用的科学性、规范性。正确的小型水利工程的

使用将会延长其使用的寿命，进而对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

保证农业的发展，确保农民的增收。

4.7 加大科技研发，推进节水灌溉技术

面临着水资源日益短缺的现状，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村民

们的节水灌溉意识，选择合理的灌溉方法，从而保证农田水

利工程的高效运行 [5]。因此，科技部门要不断研发新的节水

灌溉技术，乡镇农业部门要不断地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政府

要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结合地方的实际，研究有效地节约用

水的方法。要实现技术的普及也必须要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

进行技术的指导，确保人人掌握科技方法进行科技灌溉，从

而实现现代小型水利工程的最大价值。

5 结语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加强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与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提高水利工程建

设的质量，也能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建设的应有价值，推动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当下在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时制度体系不够完善、责任分工不够明确，而且农民组织化

程度也相对较低，为了进一步提高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

管理制度，加大监督和管理，通过节水意识的宣传，提高所

有人员的节水意识，通过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对水利工

程进行维护，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全面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家凤 . 简析新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J]. 河南水利与南水

北调 , 2017(5):23-23.

[2] 张志荣 . 建设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发展 [J]. 

农业开发与装备 , 2017(2):40-40.

[3] 郭辉 .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建设发展要求 [J]. 

科学技术创新 , 2017(13):202-202.

[4] 杨煦 .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J]. 建

材与装饰 , 2017(52):98-99.

[5] 陈学秀 . 新时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与对策 [J]. 农民致富

之友 , 2019(7):46-47.



Research on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Construction 
Bingshang Xin　Yugao Wei 
Jihongtan Reservoir Management Station, Shandong Provincial Water Transfer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en-
ter, Qingdao, Shandong, 2661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number of assess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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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水利水电工程考核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大，而在工程施工阶段，应完善建设监理机制，从而有效地控制
施工质量。本文针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建设监理的控制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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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阶段，通过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可以

更好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施工质量，完善管理体制，节约

成本，缩短施工周期，及时完成施工任务，提升工程建设质量。

但建设监理工作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

相关部门加以重视，并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合理地进行解决。

2 招投标是监理的基础

工程项目的招标环节是各个企业开展竞争的重要阶段，

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通过

招投标的实行还能够鞭策后进企业，淘汰一些低效、落后的

技术和管理方式，实现管理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是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阶段建设监理的重要基础。在开展监理工作时，首

先应确保招标文件的编制要足够准确、详细和条例清楚，在

合同中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措辞，这也是招投标当中的重要环

节。一旦标底编制过高，则会给投资者造成一定的资金浪费，

而如果编制过低，则可能会损害到投标者的自身利益，进而

减少人工和机械材料的投入，导致违背施工要求和规范导致

偷工减料的现象发生，降低工程的施工质量，也增加施工监

理的工作难度。所以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应确保投标编制的

科学合理性，这不仅是招投标工作的重点内容，更是施工监

理顺利开展的前提。在招标文件当中需要提供相关的设计图

纸和技术资料，需要满足投标企业的计算报价，从而设计施

工方案，制定工程进度，安排施工计划。而设计图纸要达到

怎样的深度，是值得相关监理人员探讨的一项问题，在目前

相关企业有采用初步设计或招标图纸，也有采用施工详图，

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是各有利弊。一般工程规模不太大，前期

工作需要达到一定的深度，而设计水平又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应采用施工详图，因为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初步设计深度不够

所带来的相关变更或漏项等问题，进而减少索赔的工作量，

确保施工监理的有效控制。而对承包商的资质进行确定，需

要确保认真审查相关条款 [1]。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应该关注承包商正在执建的工

程项目数量，尤其是同类性质的项目，这是对承包商承建能

力进行考核的制约因素。如果单纯考核承包商的资质，则可

能会造成一些失误，如承包商的资质虽然满足相关要求，但

其却在同一期内承接了其他的几个同类项目，进而使其实际

投入力量，包括负责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在工程施工

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承包商中标后只

能将大量的工程分包给其他的临时工来进行弥补，这种行为

可能会给工程的进度和质量造成影响，增大施工监理的难度。

此外在对承包商的资质进行审查时，相关的设备人才等也应

满足招标规定的资质，承包商应具有建设同类型工程项目的

经验。因为这样一来，承包商可以在中标后快速组建施工队伍，

其施工设备也相对完善，可以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相关监

理人员需要合理的进行分析，正确的进行选择。此外，还应

对报价最低的片面倾向进行考虑，由于一些工程投资不足，

在资金筹措上较为困难，因此招标者往往会希望中标的标价

较低，这也是十分正常的一种现象。但需要对低价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否则可能会对工程造成影响。目前一些

承包商由于资金短缺，所以存在一定的紧迫心态，在竞争过

程当中，会出现搞假标的现象，进而导致施工监理工作处于

被动局面 [2]。

3 如何认识建设监理“三控制一管理”

三控制一管理主要是指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

管理主要是指合同管理，应将这些内容融入到具体的施工过

程当中。监理工程师与承包商在三控制一管理方面始终存在

着一定的矛盾，监理工程师一方面需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

善于解决问题，从而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解决，既要坚

持相关的施工原则和要求，又要采取灵活的管理方式，从而

更好的解决施工矛盾，实现三控制与管理的总目标。而进度

控制则是工程监理管理工作的中心内容，其质量控制是根本，

而投资控制则是关键。合同管理是三控制的重要依据，如果

工程的质量不合格则无法进行资格认证，一旦质量无法认可，

并无法进行计量，进而无法支付，导致工程施工拖期承担罚款。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者之间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也能

看出计量支付的关键性和质量控制的重要性。所以在监理工

作当中，质量否决权和计量支付签字认可权显得十分重要，

必须要由业主将相关权利明确授予监理单位，这也是开展三

控制一管理的重要监理手段。在订立合同和具体的执行过程

中，业主的主要关注重点是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承包商的

主要关注重点是经济利益。中国传统的管理体制弊端还没有

完全克服，因此承包商往往会追求经济效益，进而盲目的追

赶进度，采取强硬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而且缺乏相关的技术

管理手段，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降低对建筑材料的质量控制

标准，单纯追求施工进度，做出违反施工规范的行为，进而

导致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最后还会延误工程进度，给建设监

理工作造成困难。所以水利水电工程必须要始终抓住质量要

求，从而确保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就自

然提升 [3]。

4 监理应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4.1 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的关系

在监理工作当中，首先应该选择能够符合施工条件的分

包单位，并对其分包数量进行控制，然后上报业主，在获得

批准后，再签订具体的合同。其次，在签订分包合同时，应

明确相关的职责、利益和风险等，然后上报业主进行备案。

之后需要明确分包后主包单位仍作为总承包的法定代表，需

要对业主承担相关的承包责任。主包单位还应加强对分包单

位的管理，不能包而不管，而要确保分包单位能够及时完成

相关施工任务 [4]。

4.2 做好设计工作

通过大量实践证明，在施工设计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些

不足，进而无法有效地保证工程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承

包商的经济效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导致需要对业主

的筹措资金进行增加或索赔。因此必须要有效的克服和制止

施工设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业主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

与到规划和决策当中，做好相关的设计工作，从而满足施工

要求。

4.3 如何看待标底、中标和决策数的差异

建设监理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工程投资进行控制，但现阶



段一些工程的决策数对比标底数和中标数要偏大，甚至会出

现承包商由于资金问题而中途停工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

标底、中标价和决策数上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问题，从而影

响招标的严肃性和施工监理的实际作用，不利于工程建设的

深化改革 [5]。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建设监理机制正在逐渐地向各行各业进

行推行，但目前和国际相接轨的要求还具有着一定的差距，

需要相关监理人员加强学习，做好管理工作和宣传工作，完

善相关管理手段，制定出健全的建设监理制度，从而确保水

利水电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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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ordinate the water resources among regions. Beca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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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水北调工程对于协调区域间的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涉及的地域较广，所以在进行调度安排时，自动化系统要求较高。
南水北调运行调度中控室的存在，是进行调度安排的重要场所，也是对数据监测以及突发事件管理的重要场所。本文就中控
室的运行状况进行简单介绍，并就一些提高中控室运行安全作用的发挥提出一定的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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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性工程，分东、

中、西三条线路：东线工程起点位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

中线工程起点位于汉江中上游丹江口水库，供水区域为河南，

河北，北京，天津四个省（市）。通过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

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的联系，构成以“四横三纵”为

主体的总体布局，以利于实现中国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

济的合理配置格局。南水北调工程主要解决中国北方地区，

尤其是黄淮海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2 输水调度管理的影响因素

2.1 设备因素

设备因素主要是因为在输水调度管理中，涉及到的设备

较多，有调度设备以及一些其他系统的设备。调度设备因素主

要是调度自动化系统出现的故障，如调度远程指令的丢失以及

闸控系统的数据无法传送等。这些调度设备都是调度工作中的

重要因素，一旦设备出现问题，对整个调度工作的影响都是非

常直接的。其他系统设备主要是闸门卡死无法调整开度等问

题 [1]。整个调度工作中涉及到电力系统、信息检测系统等各种

相关系统，其中的系统设备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一旦其他系

统的设备出现问题，无法进行指令的传输和落实，整个调度工

作的效果也会大大降低。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闸门的指令操作

问题，对调度影响主要是局部，所以也并不需要太过紧张。

2.2 人为因素

就当前的调度设备水平来看，整个调度控制在推进自动



化，但是自动化的水平依旧处于初级阶段。自动设备在运行

的过程中，依旧需要人为的操作允以支持。在人为巡查工作中，

需要对水位和流量等进行人工复核，突出事件的处理也需要

人为进行员工的调度安排，对于处理结果也需要进行报告反

馈。这些工作都需要人为来安排，所以对调度工作中相关人

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但因为人为在精确度、体力等方面

的缺陷，经常会出现调度数据出错或者是调度监控没有及时

进行数据反馈等方面的问题 [2]。在发生突发状况时，不能及

时进行应急调度等。这些都是人为因素在调度工作中存在的

风险，也是调度自动化需要进行弥补的地方。

3 运行调度中控室的系统

运行调查中控室的主要作用是及时接受和复核远程调度

指令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辖区内的风险和隐患，将一切可

能发生的危险管控在萌芽状态，便于及时止损。

3.1 闸站监控系统

运行调度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对数据进行监测，包括闸门

的调节数据以及储存的数据库的数据。各种数据监控有利于

在历史趋势图上直观反映出水域的变化，对直观反馈的水位、

流量等各种参数进行比较核实，保证相关参数能为后期的数

据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

3.2 日常调度的管理系统

日常调度的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区域内的水情管理控制，

调度管理控制以及值班考勤等管理。该平台不仅包括检测数

据变化的技术工作，也包括信息维护以及调度文件管理等行

政工作。为了将平台运行的调度数据和无纸化办公结合起来，

该平台在极力推进智能化系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值班人

员的工作效率，也减少了数据采集所用的时间，避免了工作

中出现的权责不明、任务交接不明等问题的发生 [3]。通过中

控室，上级部门可以直接对下属的工作进行时时监督和检查，

实现上下部门之间的垂直管理。

3.3 视频监控系统

中控室的纽带之一就是视频监控系统。作为安全技术防

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视频监控系统可以起到重要的监

测和防范作用。通过摄像机以及相关的辅助设备，可以直接

对区域内的一切情况进行远程监控，促进远程设备间联系矩

阵的作用发挥，及时发现风险，对突发事件进行系统化的应

急指挥和预警。

3.4 远程监控系统

通过现代通信网络和调度中控室所管辖的渠道来看，区

域内各建筑都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将这些报警系统进行远

程监控和受理，能让工作更加系统化。通过综合运用地理信

息系统以及数字视频等技术，可以对中控室对联网建筑物的

情况进行集中收集和处理，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解决问题，

将损失降至最低 [4]。

3.5 常规化的安全监测

安全监测的内容包括工程监测和水质监测，在运行期，

需要对各种建筑物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一旦发现有建筑物处

于非安全的运行状态，就需要发布警报，向安全监测系统发布

非正常状态的情况，以及做好安全监测的分析。为了保证水质

安全，在对水质进行检测时，需要通过水质监测和管理信息对

系统，并且对主干道的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并且每隔一段时间

形成一定的水质监测报告。在一些地区，由于河渠交叉、建筑

物众多，所以对沿线的水质监测时会有一定风险。[5]

4 运行调度中控室的运行要求

4.1 技术方案

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自动化安防系统中，可以通过声音

警告来进行安全性的监测和实现。声音警告通过音频服务器

以及动率放大器等构成。音频服务器主要是将音频信号精心

解析，将输出的声音放大最大而存在的。音频功能主要是为

了让危险发生时的预警能够及时影响监测者的注意，及时将

预警音频驱动到更远的地方。每一个摄像机上就可以安排扬

声器，根据声音波及的距离要求来决定安装的扬声器数量。

每一个摄像机上的扬声器应该安装在不同的角度，这样才可

以保证预警声音的范围更广。其次，在南水北调的整体工作中，

供电系统也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在调度工作中的电力需求量

较大，所以要保证电力的正常供应。调度工作的时间较久，

可以在重要关键的建筑管理区域内进行通信站以及闸站的建

立，在覆盖范围内可以设置专门的视频设备监控系统，保证

视频监控系统的电力维持。或者是采用太阳能供电等方式，

都是需要在重要建筑物的管理区域内进行设备修建的。

4.2 工作要求

调度中控室的工作人员在值班期间的要求较高，因为涉



及的技术以及重要性较重要。工作人员在值班期间需要严格

按照调度流程来执行工作，在接受信息时要进行确认，接听

电话时也要注意调度用语的使用。由于在日常的运行中需要

对相关数据的复核，所以需要对监测区域内的建筑结构以及

自动化系统设置和操作等，都较为熟悉。熟悉了各项基本的

系统和原理，才能在突发应急事件中及时作出应急管理。中

控室的值班人员要确保值班场所的正常，在进行交接班时要

确保数据的正确交接，确保每个工作人员了解到的数据都是

及时、准确的。在进行交接班工作时，如果设备出现了问题，

要及时进行沟通处理，保证设备运行的正常。虽然工作人员

之间的整体水平存在差异，但是一些基本问题也可以锻炼人

员的能力。对于一些重要的位置，可以进行值班人员的技能

培训和选拔，确保值班人员的综合素质都能满足日常工作的

能力要求。在对调度值班人员进行确定时，要注意专业对口

情况以及工作年限等，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加强对实践能

力的要求。

4.3 环境要求

中控室的运行需要设备的自动化和人为的监测等，所以

中控室人员通过自动化系统对调度现场以及设备的运行情况

进行了解时，如果出现相关数据无法传送等基本的设备问题

时，要有一定的常识积累，能够迅速通知维修人员进行设备

调度的风险确认。调度中控室的工作人员在执行相关工作时，

都会有一些制度规范，这些制度规范是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

所以需要严格遵守。对于一些应急工作的报告流程以及响应

流程等，员工的工作手册上应该都有明确规定，这些制度安

排都是一些经验总结，是确保中控室调度运行工作安全性的

重要依据，在严格遵守的同时，可以根据一些最新的经验或

是成功案例，进行修订和完善。中控室的自动化系统较多，

数据的精确度要求较高，相关的设备也较多，所以对中控室

的工作环境布置也要求加高，应该按照调度管理机构的标准

来进行统一标准化的安排。

5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跨流域长距离输水调度管理工作在全中

国范围内实属首例，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南水北调的

中线工程还是线性工程，调度工作尤其重要，不仅任务重、

要求高而且难度大。在运行初期，输水调度中控室的工作职

能一直都在不断摸索和完善，在不断进步中提高运行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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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engineering project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rural water quality and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 society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engineering and ensure 
that rura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can meet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s through scientific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is paper foc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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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直接关系着农村的水质以及农村人口的生命健康，社会需要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重视，
通过科学的管理策略，保证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能够满足标准要求。本文主要针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进行探究，并指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保证农村饮水工程项目建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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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直接关系着民生以及社会经

济的发展，随着农村产业化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

不仅需要保证农村具有充足的灌溉资源，提高农业的灌溉水

平，同时还需要保证农村居民饮水的安全性及品质性。因此，

需要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建设，及时发现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用现代化

和智能化的管理模式促进水利工程项目的持续稳定发展。

2 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

2.1 缺乏对水源的科学保护

农村乡镇政府为了更快地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

时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也使得农村乡镇政府对农村经

济发展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深化，放宽了企业进驻农村周边的

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水源污染环境污染的进一

步加重。有的工业企业不具备系统完善的环保体系和污水处

理机制，相应的生产环保理念比较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

生大量的废水和废气，没有经过科学的处理便直接排放到大

气环境以及水源环境当中。这些污水流入到周围的田地和河

流当中，不仅会对地下水资源带来严重的危害，也会影响农

作物的正常种植，对土壤环境带来持续的污染。农村饮用水

的安全问题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完全不足的，涉及到多种

主体，需要充分结合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建设的各方力量，

保证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管理能够持续稳定的推进 [1]。

2.2 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以及制度约束

建立系统完善的农村饮用水安全监督体系是保障农村饮

用水工程项目管理能够顺利稳定开展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但



是，从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实际情况来看，有的

农村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过度关注农村

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并不重视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忽视了项目的管理及项目的研究，未能

充分认识到水资源监督管理的重要意义，导致执法过程中存

在执法人员执法不严与及相关执法人员不具备专业的检测能

力和专业素养的问题。甚至还有的执法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

比较多，难以将全部精力放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以

及管理过程中来，相关的执法队伍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地区的

执法需求，存在执法期间信息不透明及不公开的问题，难以

保证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

2.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不到位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通常涉及到的人员较多，工程分

布比较散乱，参与的乡镇和村落也比较多，零星工程项目繁杂。

很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在原有的工程项目基础之上进行改

造的，建设地点比较多，而且实施的面也相对比较广，导致

在实际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难度大的问题，无法全部覆

盖监控范围以及建立范围，相应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比较少，

难以有效熟悉全面的施工业务以及施工流程，导致现场缺乏

监管人员以及施工人员队伍素质较差的问题，影响后续工程

项目施工的对接以及验收。实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存在

大量的后期漏水道路、土方回填不合格、水表安装不牢、水

表不走表以及混凝土路面坍塌问题 [3]。

2.4 饮水工程产权不明确

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使用模式为集体使用，

这与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形势的特殊性有关，同时安全饮水工

程项目也存在一定的公益性特征，是中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建设资金的最主要来源。由此也可以将此类工程的产权归为

国家和集体。但是，在实际工程项目建设与管理的过程中，

为了进一步方便农村居民的取水与用水，需要改造原有的工

程项目，这就会存在饮水工程项目不明确以及产权定位不标

准的问题，影响安全饮水工程管理项目的顺利稳定推进 [4]。

2.5 工程建设成本较高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健康安全意识越来越高，对饮用水的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

程度也逐渐加深。但从当前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实

际情况来看，虽然很多农村地区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开展

得如火如荼，但是由于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建设用工

材料以及施工材料价格较高，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涉及到的资

金较多，相关建设材料的成本采办也比较高，这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了偏远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的有序开展。

水质处理费用的提高容易导致国家拨给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

目建设的补助并不能够全面覆盖整体工程项目建设的费用，

存在一定的资金不足以及资金周转风险和危机，同时，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涉及到的流程和环节比较多，建设体

系相对比较严格，结构复杂，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环节、工程

设计环节、开工实践环节、建设环节、验收环节以及竣工环

节等多种环节。在每一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缓解项目建设过

程中，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应的程序及标准来进行，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会导致施工费用的大量提升，加大了饮水工程项目

建设的难度 [5]。

2.6 水资源污染严重

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逐渐加

快，农村水资源的质量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和制约农

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首先，当前很多农村地区仍然没

有认识到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意义，甚至没有意识到水资源污

染对自身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安全用水方面的知识和

常识，无法对饮水工程进行系统科学的管理，从而影响用水

的质量和用水的效果。其次，农村地区工业水平不断提升，

在增加了农村整体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农村地区的水资源

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导致农村地区水资源污染严重的突

发性事件，影响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另外，农

村地区的工业企业缺乏对污水处理活动的重视，导致生产污

水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

水资源的污染问题。农业生产过程中难免会用到大量的农药、

化肥等含有有害有机物的材料，这些污染物施用到农田当中

会通过降水渗入地下水河流土壤当中，不仅会加剧恶化生态

环境，也会污染农村地区的水源 [6]。

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管理的策略

3.1 建设多元化饮用水管理体系

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建设对于农民身体健康的

维护和保护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直接关系着农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和相关执法人员必须要

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视，加强对

水资源安全管理整体活动的建设程度，并将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项目建设质量以及建设效果划分到政府工作业绩考核体系

当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还

需要加强农村饮水项目供水管网的投资和管理，应用先进的

制水技术、制水工艺使得水资源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农村的民

众。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员需要积极引导集体农民和企业，有

效参与到安全用水项目建设过程中来，资金筹集的方法可以

通过合伙股份制以及融资机制来实现。同时，还需要加强对

融资机制的建设和管理，加大对乡镇企业的约束，通过优惠

政策以及鼓励政策加大企业污水治理的力度，鼓励企业进行

安全绿色生产，实现企业对废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废水

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另外，还可以与当地银行企业贷款

挂钩，建立企业评价机制，严厉打击存在违法排污排水的企业，

优化农业种植体系，推广农村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科学施肥，

有效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周围环境造成的破坏。

3.2 优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计

在进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设计以及建设过程中，需

要结合实际需求以及目标要求对设计进行优化和改善，相关

设计人员在设计工作开展之前，需要对现场环境进行充分的

调研，明确供水的长远规划以及规模指标，保证供水量能够

满足用户的需求，最大程度的满足用户的实际要求。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项目一般采取深层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的水源，供

水的模式是集中供水厂的供水方法，需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供水，保障供水质量。同时，也需要优化设计供水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尽量缩短供水线路，使得配水管网能够合理均匀

地分布到整个用水区域，适当加大配水管的管径，布置成树

枝状的管网。针对水表老化以及计量不精确的问题进行针对

性的优化和升级，为了便于后期管理活动，需要在农村一定

区域集中设置水表池，保证供水的效率能够达到 95% 以上。

3.3 明确产权归属

农村饮水工程项目产权归属不明确的问题是导致安全管

理活动难以顺利开展的关键问题，所以需要确定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项目的产权主体，结合市场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

建设产权分级管理模式。在应用产权分级管理模式的过程中，

需要分部划分供水工程项目，将设施的产权归属于国家，可

以委派相关的管理组织以及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入户的供水

管道的产权属于农户，明确产权归属可以为后续管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严重影响农村

饮水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及建设质量，需要加强对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存在问题的探究，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

解决和规避，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建设的水平和建设

的效果，充分发挥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作用和价值，确保工

程项目可以长期稳定有效的运行，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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