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8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529-7821

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芳俊
四川信德建设有限公司
DOI:10.18282/hwr.v2i5.1285
摘

要：水利水电工程在我国的各项工程建设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水利工程的深入为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的施工又是该项建设中最为主要的环节,水闸的施工质量直接关系着整体工程的发挥效果。本文就
主要围绕水利工程中的水闸施工环节做具体阐述,详细分析其在工程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作出具体论断,提
出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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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与科技双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在

等结构物所组成。在其上下游及左右两侧分别为进、出口段

各项建设工程中, 水利水电项目成为便民利民的服务性工

及岸边联接建筑物。闸底板常采用水平底板式或溢流堰式。

程,是优化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水闸施工作为水利水

对于设计挡水位高于过流控制水位的水闸, 常设置胸墙,以

电工程的基础施工环节, 其完成度的好坏决定着该项工程

减小闸门高度。当胸墙较高时可做成 U 形槽墙,并在槽内填

能否发挥建设效果, 所以说水闸的施工就是整体工程项目

土以增强闸室的稳定性。为了适应上游水深大且变幅大的

的核心所在,其具有蓄水、排水以及电能转换等多项优势特

过流要求,减少单个闸门高度,有时可将胸墙做成活动的也

性,通过水闸的施工满足了当下人民的用水用电需求,同时

就是设置上下双层闸门。在水闸的施工过程中务必要严格

也加速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下面将重点分析水闸施工的在

执行操作任务,注意施工质量的管理,如果该部分施工质量

实际工程中的应用并探讨其重要意义。

出现问题,将会导致闸室承压上限过低,进而发生工程事故。

1 简述水闸施工技术及其在工程中的具体应用

水闸的连接区域, 在水闸的施工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

在目前的水利水电工程中, 水闸施工已经成为整项工

排水过程中水量极大且水压甚高, 在闸室与闸门间需要缓

程中的主体施工环节, 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关键组成

冲力将水压和水量控制到一定的范围, 所以就在两者间建

部分,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各项环节均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立起连接区域,将排出的水进行短时间储存,以此减轻闸室

通常而言,水闸按水闸承担的任务分为节制闸、进水闸、分

与闸门的压力,避免此两部分遭到破坏。进入闸门部分时,虽

洪闸、排水闸、挡潮闸、冲沙闸(排沙闸),此外还有为排除冰

然该部分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但其与水库并不相连,是水闸

块、漂浮物等而设置的排冰闸、排污闸等。按闸室结构形式

施工中的安全保护机制,在闸室部分发生故障时,闸门可以

可分为开敞式、胸墙式及涵洞式等。按过闸流量大小可分为

代其发挥排水的功能, 水量进入连接区后可以直接从闸门

大、中和小型三种形式。过闸流量在 1000m3／s 以上的为

出排出,解决水量拥堵阻塞的问题。(3)水闸的工作原理就是

大型水闸；100～1000m3／s 的为中型水闸；小于 100m3／s

利用闸门将水量及水压进行有效控制以此满足多方面用水

的为小型水闸。

和排水需求。在闸门处于闭合的状态时,此时其主要发挥着

本文以我国的都江堰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为例, 在该项

防洪、防潮及控制水坝上下游水位的作用,通过对此调控有

工程中,利用水闸提高了整体工程的建设质量,其多功能的

效解决农田灌溉、水利发电和人民用水等多方面需求；在闸

特性解放了劳动力,优化了生产流程,为人民和社会创造更

门处于开启的状态时,此时主要发挥着排水以及为河流、湖

高的价值,通过水闸在多项水利水电工程的广泛应用,可以

泊供水的作用。在一项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有挡水和

看出其对整体工程及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是时下社会经济

排水的工程需求, 而水闸的施工则有效满足了这项需求,加

进步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快了工程进度。也因为水闸的施工关系着整体工程的排水

由上述对水闸施工重要性的论述可知, 水利水电工程

与挡水问题, 所以说水闸的施工工艺及其管理质量扩展了

的从业者需要将焦点转移到水闸施工工艺当中来, 利用水

水利工程的功能特性, 使其克服多项技术难题满足人民所

闸技术完善水利建设的功能性, 使其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

需。在水利水电施工时,注意水闸施工技术的完善和该部分

展,成为功能完备的工程项目。下面将详细论述水闸的功能

施工进程的管理成为整体工程顺利进行的关键。

特点。(1)水闸施工技术大多被应用在河道、海口以及湖泊等

2 水闸施工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存在的几点不足

附近；(2)水闸包括闸室、连接区域以及闸门,这三部分就是

现阶段, 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已经成功转型并为人民

水闸施工的主体操作对象。闸室是设置闸孔及闸门以控制

的日常生活提供着便利,加速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从水

水流的水闸主体段。一般由闸底板、闸墩、启闭机台、交通桥

闸施工方面来分析, 在该部分水利水电工程仍然具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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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待改进,为了全面优化水利工程,增强其利用率,下面
将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材料是能够直接影响到水闸的使用效果和使用寿命
的, 也是能够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中的水利水电工程发展

2.1 工程材料的质量

的,所以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水闸施工的时候,首先应

在开始水闸施工之前, 需要针对工程需要进行材料的

该选取合适的材料,只有选取出更加优质可靠的材料,才能

采购, 而水闸施工工材料的质量就是左右水闸施工质量的

使得水利水电工程更好的进行发展, 也只有保证了水利水

主要外因。如今多数的水利水电施工团队在进行水闸材料

电工程的顺利发展,才能进一步使得社会发展的更好。

的采购过程中,忽视了材料质量的重要性,为了节省开销减

3.2 完善施工监管系统

少工程造价,大多选择质量不过关的材料进场使用,利用这

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施工的时候, 应该加强对

种劣质材料进行水闸施工, 导致多项环节出现安全故障,影

于施工过程中的一切事项进行监督管理, 这样才能使得水

响工程的正常进行, 给施工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为

利水电工程的发展受到影响, 这样也就能使得社会发展更

人民的生活带来不便。

好的进行。

2.2 水闸的施工技术

3.3 提高工程重视度

水利水电工程的水闸施工具有区域针对性, 即在不同

我国在经过几年的社会发展之后,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

地区开展水利工程时, 水闸施工要根据具体地区的特点选

水闸施工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有了一定的发展与以

择施工技术, 最具针对性的施工方法能够保证水利工程的

前相比也有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在这方

高质量完成,同时提高施工效率。但实际情况是目前的多数

面的重视程度降低,进而也就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水闸施工均不参照具体施工地点, 盲目选择水闸施工技术,
导致施工方法与工程项目不符, 水闸的作用功效不能正常
发挥,最终水利工程出现质量问题。

3.4 增强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
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施工的时候, 施工人员的
能力和素质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 如果不能保证施工人

2.3 施工人员的工作素养

员的素质就会在施工中出现施工人员消极怠工、玩忽职守

在进行水闸施工期间, 执行各项任务的施工人员同样

的现象,如果不能保证施工人员的能力,就会使得在出现问

影响着水闸施工的完成质量。目前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团队

题之后并不能及时解决,这样也就使得社会发展受到影响。

在工作人员的聘用方面管理不到位, 使得施工人员专业技

所以,应该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施工之前,应该对施

术能力不足, 对待日常的工程任务不能高质量高效率的完

工人员进行专业的能力培训, 还应该进行素质能力训练,这

成,且施工团队缺乏人员技术管理机制,不具备完善的业务

样才能使得水利水电工程能够更好的进行, 才能使得施工

培训系统,导致人员工作素养较差,安全施工意识淡薄,最终

人员在进行施工的时候能够严守施工岗位, 在出现问题之

水闸施工质量出现问题,工程不能如期完成。

后能够及时解决,保证社会的发展。

2.4 施工过程的管理

4 结束语

水利水电工程进入水闸施工阶段, 不仅需要注意施工

总而言之, 水闸施工是扩展水利水电功能性的主要手

技术的确定,该环节的施工监管也需要受到重视。在目前的

段,因为水闸施工的加入,使得整体工程向着更加长远的方

水闸施工阶段, 多数工程团队缺乏完备的工程监管系统,即

向发展, 加快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满足着时下居民的生活

使工程细节处出现问题也不会被及时发现, 最终工程不能

需求。故而为了提高水闸施工质量,就要从施工工艺和施工

顺利进行。

管理两方面入手, 让水闸施工发挥出最大功效进而推动水

3 解决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闸施工问题的对策
根据上文对水闸施工存在不足的具体论述, 可以发现
要想保证水闸施工的安全进行, 就务必克服现存难题从而
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在水闸施工时施工团队应该建
立一套规范准则, 详细注明工程注意事项并加强施工管理,
通过这一系列标准的制定解决水闸施工的问题, 促进工程
进步。下面将具体论述解决水闸施工问题的各项措施。
3.1 严格采购管理,提高材料质量

利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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