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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保障之一,其工程项目建设质量,不仅关系着水利设施
的安全,同时也关系着区域水资源的合理运用。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加强设计阶段的优化管理,从而发挥
设计对工程施工的引导作用,以此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建设质量。基于此,本文对水利工程设计对施工过
程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通过阐述水利工程项目设计阶段对施工造价、安全以及质量的影响,并提出相应
的设计优化策略,为以后类似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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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Design on Construction Process
Dongxia Liu
[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sic guarantees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rational use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trengthen the
optimal management of the design stage, so as to give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design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simila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by elaborating the impact of
the design stag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n construction cost, safety and quality,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design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hydraulic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desig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fluencing factors; research
analysis
引言

建设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样,针对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其影

在我国大力推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背景下,逐步实现了

响因素较多,如若在设计阶段进行逐一优化,能够有效的提升施

区域水资源平衡与洪涝灾害的降低。但是水利工程作为一项复

工水平,帮助施工企业提升施工管理质量,为企业的社会效益与

杂的工程项目,其施工量相对巨大,在施工过程中也容易存在一

经济效益提供保障。因此,在现阶段的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当中,

些隐患。如何在设计阶段加强施工期管理策略的覆盖,以提高水

需要重视设计阶段对施工过程的影响,对施工设计进行优化,确

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效率,为水利工程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保

保基于工程勘探、设计、施工的一体化设计,从而实现严格的施

障。基于此,本文针对水利工程设计阶段,对施工造价、施工管

工管理与质量控制。同时,在工程设计上需要重视气候、民生以

理、安全施工以及施工质量等层面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逐一优

及建设价值等因素,对工程施工的影响,从而将施工阶段存在的

化,以提升水利工程建设水平。

隐患能够扼杀在起点,以此提升水利工程的建设价值,为我国水

1 研究现状

[1]
利工程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

在现阶段的水利工程相关研究中,建设单位将把其主要的

2 研究价值

研究内容和精力集中在施工阶段的管理上,对于施工质量、施工

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重视前期设计阶段对施工过程的

造价、施工安全以及施工信息协调等层面的高度重视,导致施工

影响,加强对施工造价、施工管理以及安全施工等层面的优化,

过程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施工设计以及设计对于施工影

有助于提升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价值。如,在设计阶段,设计人

响的研究较少。由于缺乏对工程设计影响施工过程诸多要素的

员的勘察工作开展的深度越好,则设计就能够符合实际的地质

有效把控,从而消弱了整体的施工管理与质量,不利于水利工程

与水文情况,从而保障施工阶段的相关条件符合设计,实现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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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质量与施工投资的有效把握。同样,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安全

创新,通过新的设计细化理念进入实际工作,以确保实际设计工

施工作为施工阶段的核心管理内容之一,不仅需要相应的安全

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重视设计理念需要总结以往经验,在

管理模式的有效覆盖,同时也需要加强动态的安全管理。但是前

原有创新的基础上,如水利工程相关结构设计的安全耐久性,需

期设计单位对于设计阶段的安全施工的分析力度不足,导致部

要采用新的施工技术和检测技术应用,综合评估不同工程结构

分施工过程的潜在安全隐患得不到关注,进而影响整体的施工

的风险,通过设计分析,确保有效提高水利工程设计的耐久性和

安全实效。而施工安全的一些问题主要反映了设计不合理,由于

[4]
安全性 。同时,在设计上重视施工投资的精细化管理,在设计

一些不足的地方没有及时纠正,施工单位的相关施工方法不当,

初期对地质勘察提出相应的要求,并派人进行监督,从而保障后

施工安全管理不当,造成施工事故的发生。因此,在水利工程项

续设计工作的准确,规避设计投资与施工投资之间较大差异情

目建设上,重视设计阶段对施工过程的影响,加强基于设计的施

况的出现。在设计理念的创新中,加强对施工成本、施工安全以

工成本、施工安全以及施工质量的优化,严把设计质量关卡,不

及施工质量等因素的管控,并加强对勘察设计、施工技术与施工

断改进设计上存在的问题,推动我国水利工程设计领域的健康

安全的监督管理,选择资历好业务强的设计单位来保障整体的

[2]
发展 。

工程项目设计,通过提升设计理念与设计质量,从而为后续的施

3 研究要点
在水利工程设计对施工过程的影响中,当前主要的研究内

工过程提供保障。
4.2完善设计方案评估体系

容涉及到以下几点。其一,施工成本要点。在水利工程施工图设

针对水利工程设计对施工过程的影响,需要保障最终的设

计阶段加强施工成本的控制,不仅需要再次对地形与地质进行

计方案能够符合实际的施工情况。即水利工程设计方案考虑了

实地勘察,还需要在符合相关规范的条件下进行相应的设计外

施工过程的难度和应用价值。在水利工程设计中,需要对设计方

业作业。如果设计单位为降低成本而减少相应的的勘测工作,

案进行评价,确保设计方案不仅对施工方法和施工质量进行综

会导致设计与施工之间的偏差,将直接影响后续施工成本。若施

合评价,还要考虑到机械和人员在施工现场的应用。完善的设计

工过程中发现,实际情况与设计之间存在差异,可能造成施工过

方案需要考虑具体的施工细节。改进设计方案评价体系需要对

程的工程量增加,从增加施工成本。因此,针对工程项目设计对

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进行精细化分析,不仅需要对施工设施与

施工成本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提升水利工程设计水平,确保在能

施工材料进行覆盖,同时也需要对施工周期与进度进行评估,认

够实现结构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又能实现经济合理,从而推动水

真考虑实际施工材料和施工要求,通过加强设计方案各细节的

利工程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其二,施工安全。施工安全作为水

设计,确保工程施工过程的有序发展,为水利工程建设企业的健

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重点管理的内容之一,在各级各部

康发展提供保障。同样,在水利工程设计评估体系的优化上,需

门高度的重视情况下,开展了相应的建设安全检查督导工作,而

要实施相互促进水利工程建设方案和经济方案的设计投标体系,

针对一些施工过程的安全隐患,需要进一步提升设计的完善性

优化水利工程造价设计,最大限度地合理调整造价。水利工程建

与合理性,加强施工安全防护措施与相应的施工方法设计,确保

设单位应通过设计和招标工作,选择科学有效的设计方案,为提

在设计源头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在水利工程设计阶段,

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节约开支,需要优化施工资源配置。完

需要在完善勘测的情况下,考虑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对

善设计方案的评估体系,可以有效地提高水利工程设计单元的

关键的安全问题做好充分准备,加强相应的安全事故预设工作,

设计水平和设计方案,工程成本也能发挥有效的控制作用,从而

从而加强对事故安全的保障作业。同时,使施工单位能够反馈施

降低设计成本,保证工程设计的经济性和合理性,从而使整个水

工过程中设计不足的问题,及时纠正,消除设计不足造成的安全

[5]
利工程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

事故；其三,施工质量。施工质量作为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内容之
一,质量问题的出现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由于设计不合理,

4.3基于BIM技术的设计分析
针对水利工程设计对施工过程的影响,需要合理运用BIM技

导致实际施工难以进行,二是存在施工缺陷,导致实际施工与设

术。即借助模型分析在水利工程设计阶段的运用,精确分析地质

计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质量问题。例如水利工程的人行板桥设

水文条件,模型分析优化潜在安全风险设计,确保设计下的现场

计,如果设计人员采用简支结构进行设计,设计的下桥面受力不

施工,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以虚拟技术对设计下的模

均匀容易出现质量问题,在施工过程中,该类设计问题引起的施

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严把施工现场的安全性,缩短工程造价成

工质量问题较为常见,如何针对此类问题在设计上进行细节优

本,通过对施工各个细节进行设计分析,确保设计下的水利工程

化,规避各类设计失误出现的质量问题,从而保障水利工程的整

项目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同样,将BIM技术运用到设计方案的

[3]

体施工质量 。

分析当中,能够以虚拟技术与模型理念来对施工过程的各项细

4 水利工程设计优化策略

节进行逐一优化,以此提升设计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借助BIM技

4.1重视设计理念的创新

术运用到设计阶段,能够基于多跨度相关因素的设计分析,让施

针对水利工程设计对施工过程的影响,需要在设计阶段融

工过程存在的安全隐患能够在设计源头上得到扼制,从而保障

入新的设计理念。通过改进设计理念,使水利工程设计工作不断

[6]
水利工程的最优化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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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提升设计人员综合素质

的工作中,需要考虑前期设计对施工过程的影响,通过勘察设计

针对水利工程设计对施工过程的影响,需要注重设计师的

施工的一体化建设,从而提升工程项目的建设实效。同时,在水利

综合素质。因为设计师的综合质量影响了实际的设计水平。为

工程设计上基于经济性、技术性、创新性原则,将施工过程存在

了保证水利工程的实际科学、合理的设计,必须通过适当的创新,

的问题在设计上进行优化,从而提升工程造价、施工安全以及施

注重设计人员的水平和综合质量,从而将新技术与新理念运用

工质量的管控水平,为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到工程设计当中,汲取以往的相关经验,从而保障设计阶段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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