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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水利工程对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对黄河水利工程做好
相应的管理和养护,保证其质量安全。在实际管理和养护的过程中要抓好大的保护,使用协同治理的方式,
做好黄河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只有有效的提升黄河工程功能,使得其能够得到有效发挥,才能够保证
沿岸经济和生态环境更好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对鄄城段黄河工程管理与养护做了简单的探讨,以供相关
人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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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很大的阻碍,使得黄河经济严重衰减,且

要做好黄河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保

自从黄河治理以来,党中央的带领

为大家日常的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埋下了

证水利工程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但是

下,我国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

很大的隐患。

黄河水利工程在运行过程中进行管理和

很大规模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大量的水

1 黄河水利工程管理养护的重
要性

养护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物力

关概、供水以及发电为一体的水利工程,

黄河工程建设对于黄河沿岸的生态

水利工程养护和管理的状况,同时也会

这些水利工程能够抗旱防涝,却要沿岸

环境以及地形地貌的维持都有着非常大

对黄河水利工程的使用期限产生很大的

经济和生态环境得到稳定发展。但是,

的作用,所以在黄河工程在管理和养护

影响。黄河水利工程管理养护的状况对

随着当前我国水利体系的建设,黄河水

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黄河水利工

黄河水利工程运行期间所产生的经济效

利工程养护经费的欠缺,导致黄河工程

程在建设过程中,通常都有着很长的建

益以及后期的社会效益都有着很大的影

管理和养护工作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就

设周期,为了能够使得黄河水利工程发

响。对于水管单位的工作状况也是一大

当前状况来看,我国黄河水利工程在管

挥出自身最大的效用,延长黄河水利工

考验,为了能够使得黄河流域健康的发

理过程中还存在缺乏管理体制、管理机

程所使用的期限,需要对黄河水利工程

展,在黄河流域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

利固定资产,建成了很多以防洪、排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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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力的状况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黄河

制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状况,这些问题

做好养护方面的工作 。为了能够更好

过程中,要根据实际状况使用一些先进

对黄河水利工程维修和养护工作产生了

的满足黄河防洪和泄洪过程中安全,需

的管理技术,加大对黄河工程相关基础

精度,对数字提出了“四舍六入,逢五奇
进偶舍”的处理要求,同时还限制了相应
的有效数字位数,以及对不同数值范围
内的数据又有不同的规定。VBA编程语言

3.3对表格进行合并等规范相应处
理(见图3)
3.4将原始数据表内数据读入三、四
等水准测量表并进行相应计算(见图4)

可轻松实际对“四舍六入,逢五奇进偶
舍”的处理要求。首先编写一个“四舍
六入,逢五奇进偶舍”的子程序,便于后
期调用,过程见图1。后期调用命令即为

3.5对各数据进行取至位数处理(见

4 结论
本程序可实现对电子水准仪EL03数
据的一键式处理,最终形成规范的数据
格式,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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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养护,提升养护的水平,从管理

13道坝、郭集控导23道坝岸。

黄河水利工程养护工作进行监督,根据

的层面对养护的工作进行协调,保证养

2.4顺堤行洪防护工程

实际状况对计划进行安排,并上报,对工

护和管理能够发挥出自身的效用,保证

鄄城有顺堤行洪防护工程一处,为

程技术进行研究,加强新技术的使用,对

黄河水利工程能够更加健康的运行,保

刘口顺堤行洪防护工程。黄堤桩号

工程质量进行评价,且对维修养护的合

证沿岸人们的生命安全,有效的起到防

269+400-271+700,共计2.3公里堤防。

同签订进行监督管理,对于维修和养护

[2]
洪,防旱,发电以及供水的作用 。黄河

1976年、1983年和1996年均发生不同程

的单位来讲主要的工作职责是维修和养

工程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主要有着以下几

度的顺堤行洪,该段共修筑防护坝12道。

护,做好工程的检查工作,确保工程中所

个方面的作用：(1)在社会方面主要表现

每年汛期该处险点险段均被山东黄河河

有的设备都能正常稳定的运行。在黄河

在社会效益方面。能够有效的提升黄河

务局列为黄河防洪重点防守堤段。

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的过程中使用管养

沿区域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沿岸人民生

2.5水闸堤防工程

分离机制能够有效的提升管理和养护的

活得安全和质量。(2)对水资源有着很好

鄄城全段共建有引黄水闸2座,分别

水平,提升工程的经济效益,使得工作人

的分配作用。通过对黄河水利工程的管

为苏泗庄引黄闸和旧城引黄闸,设计引

员在工作中变得更加得积极和主动,发

理,可以根据沿岸人们用水的状况,对黄

黄总流量100立方米每秒,设计灌溉总面

挥其在水利工程中得作用,使得我国黄

河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对水资源进

积110万亩。

河水利工程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

行充分的利用,避免出现浪费水资源的

3 鄄城黄河现行水利工程管理
与养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4 改善黄河水利工程管理与养
护措施

状况,确保黄河工程区域经济 的发展。
(3)有着很好的经济效用,其主要体现在

3.1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活

4.1黄河水利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经济效益方面,黄河工程中的所有功能

黄委会基层管理单位在长期的计划

做好黄河水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的

都只能够在使用过程得到体现,因此,在

体制和治黄实践中形成了集修、防、管、

安全管理,对相关的机制进行不断地完

黄河水利工程运行期间做好黄河的管理

营于一体的管理体制,但在机构性质、职

善,能够帮助企业在当前状况下,更好的

和养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

能定位等方面仍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

适应当前的劳动力的状况以及生产的方

黄河整体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

影响和制约了治黄事业的发展。(1)是机

式,使得企业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在黄

提升整体的经济效益。

构性质定位不明；(2)是管理体制不顺,

河水利重做好相关的安全管理工作,能

2 鄄城黄河水利工程的主要
分类

政、事、企不分,三种职能相互交叉,相

够更好的保证黄河水利工程顺利完成,

互制约,难以分开,“身份”职能的不相

确保黄河水利工程在候去能够稳定安全

鄄城黄河防洪工程主要包括：堤防

适应,使事业单位难以履行行政职能；(3)

的运行,对大家安全以及财产都有着重

工程、险工、控导工程、顺堤行洪防洪

是黄河主管部门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

要的保障。在安全管理重使用先进的安

工程、水闸等。

难以做到依法行政。所以存在管理职能

全管理念,并根据实际的状况建立相关

2.1堤防工程
鄄城临黄大堤位于黄河右岸,各类
堤防总长度98.019公里,其中设防大堤

[3]

与法律地位不明确的问题 。
3.2投资渠道不畅、维修养护经费严
重不足

的体系,做好一系列的安全管理工作才
能够避免在黄河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出
现不安全事故,确保工程在交付之后能

在我国对黄河防洪工作来讲一直是

够非常稳定安全的运行。做好黄河水利

个公益性的工程,在此种状况下管理和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2.2险工

运行生产的是综合性的效益,其中社会

根据工程的实际状况制定施工的方案以

鄄城全段共修建险工3处,坝、岸、

52.139公里。不设防大堤45.88公里,包
括南金堤35.88公里和其它堤防10公里。

效益占据一大部分,从以前的经验来看,

及安全管理方案,对工程周围的自然环

垛70道,工程长度7183米,护砌长度7328

我国在黄河工程管理方面投入的资金

境进行分析,编织适合工程实际状况的

米,坝岸均为乱石裹护。其中苏泗庄险工

一直比较少,且没有一个固定、稳定的

施工组织,使得黄河水利工程在施工过

16道坝、营坊险工34道坝、桑庄险工20

资金来源,一些专业队伍的薪资都得不

程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在对安全管理

道坝。

到有效的保障,使得管理人员一个人干

制度进行完善的过程中,要根据工程的

2.3控导工程

多 个 人 的活,使得管理队伍非常不稳

要求,对完全措施 进行完善,做好工程

鄄城全段共修控导工程7处,坝、岸、

定。从而不同程度的影响都了黄河工程

的安全控制,保证黄河水利工程施工安

管理工作。

全。做好专业方面的培训,把生产过程中

垛112道,工程长度14738米,护砌长度
12169米,坝岸均为乱石裹护。其中苏泗
庄上延控导15道坝垛、苏泗庄下延控导6

3.3黄河新型的水利工程管理与养
护模式

安全管理进行提升,制定更加科学合理
的生产规范。在工程运行过程中要认真

道坝、营坊下延控导23道坝、老宅庄控

推行管养分离是水管单位体制改革

的展开安全防范的活动,相关人员在工

导36道坝岸、桑庄控导1道坝、芦井控导

的重要工作之一。其管理工作主要是对

[4]
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把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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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落实到工程中,第一是要在思想上提

理与养护水平

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对管理养护工

升重视度,对参与施工的人员加强安全

使用先进的技术,使得黄河水利工

作进行规范,使得管理养护工作变得有

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并对工程中存在的

程管理和养护工作更加具有现代化,对

法可依。保证黄河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

安全隐患进行预测,提前预防。为了在工

于水利工程安全保障是很有必要的,对

工作顺利进行,加强管理养护人员得法

程中做到防患于未然,可以在还没有开

于水利工程部门来讲做好黄河水利工程

律意识,提升管理养护得水平,促使我国

始施工之前就做好相关的预测,对工程

管理养护工作是基本的任务。根据当前

黄河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工作变得更加

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进行研究

的状况俩看,大多的黄河水利养护部门

得正规化。

和分析,为参与施工的人员提供一个更

在养活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都还比较落

5 结束语

加安全的施工环境。

后,且养护的水平比较低。对黄河水利工

总而言之,在我国,对于黄河水利工

程的安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降低

程管理和养护工作来讲,一直都比较复

4.2转 换 水 利 工 程 管 理 和 养 护 的

了黄河水利工程效益。根据以往工程经

杂,为了能够有效延长黄河水利工程使

在黄河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投入使

验来看,要想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用得期限,要从多方面对黄河水利工程

用后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管理和养护的工

使用更多的高科技,对管理和养护的技

进行管理和养护,根据实际状况制定并

作,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管理和养护的观

术进行提高,促进管理养护技术的现代

完善维修和养护体系,并对管理和养护

念进行撞边,以保证黄河水利工程把管

化。经过仔细地分析,要想更好的做好黄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理养护的中心转变到决策方面,这对于

河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工作,需要对

从而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保证我

黄河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非常重要。

相关部门使用高科技的意识进行提升,

国黄河水利工程能够更加稳定、安全的

在黄河水利工程养护过程中,相关的部

并是他们意识到管理养护的重要性,加

运行。

门以及管理养护的体系都要以黄河水利

大管理养护方面资金的投入,根据实际

工程为基础。为了能够更好的对黄河水

的状况制定管理养护计划,再使用更为

利工程进行管理和养护,提升工程的整

先进的高科技,使用新材料以及新设备。

如何做好黄河下游水利工程管理与养护

体效益,需要对黄河水利工程管理养护

对于比较重要的技术为题方面,需要组

[J].科技信息,2012,(29):471-472.

工作加以重视,根据实际状况使用一些

织相关的人员进行仔细深入的研究。

观念

更加先进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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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进行管理养护的过程中必须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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