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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工程是重要民生工程,在解决地区农业灌溉问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本文运用调查法、文献法,对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影响因素,与建设、管理途径等展开分析探
究,重点就如何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提几点建议,希望能为相关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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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livelihood projec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nd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literature method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plain areas,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channels, and focuses on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complete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hoping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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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地区建设农田水利在地形、交通等方面具有一些优势,

使工程质量受到影响。

但工程建设活动依然会受到技术、人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

1.3管理因素

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滞后或建设质量达不到要求。下面结合实际,

农田水利工程项目是一项比较综合、系统的项目,在项目建

首先对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设期间容易出现各类风险与意外事故,因此工程必须要有非常

1 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健全完善的管理方案,以保证各项活动的顺利、有效实施。但调

1.1技术因素

查发现,当前有些项目的管理方案还不够完善,农田水利工程施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涉及的技术种类比较多,技术管理是一

工建设期间,相关的管理责任不够明确,一些工作无人管理、无

项比较复杂与困难的工作,在工程施工中,极容易因为技术用的

人负责,导致工程施工期间问题频出。具体如项目建设现场有一

不合理、不规范而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涉及

些临时用电设施,如果对这类设施管理不当就容易使人员受伤；

到土方开挖、坝基砌筑、设备安装等多项工作,有时需交叉作业,

项目施工现场会有控制箱、电闸箱等电气设备,这类设备如果管

所以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一个因

理不善就会引起触电事故。

[1]

素。

1.2人员因素

[2]

2 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关键技术分析
2.1材料技术

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人员也是影响工程建设质量与进

在进行平原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时,必须做好原材料选用与

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是一项比较复杂、系统

配合比设计工作。在水利工程中,快干水泥比较适用,另外为提

的工作,需要参与建设的各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与较高的

升材料性能,可于材料中添加适量的速凝剂。进行大体积混凝土

责任意识,且拥有相应的施工经验,对工程施工方案、施工工艺

施工时,可尝试使用混合水泥,有效降低施工过程中材料的水化

等比较了解,对施工流程有所掌握。但目前,一些工作人员的能

热作用对整个工程的影响。制备混凝土时,应提前计算好混凝土

力素质还比较欠缺,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如部分工作人员

温度,在计算温度时也将混凝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热损

对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方案不了解,对一些工艺流程不熟悉,最终

失考虑进去,确保温度合理,混凝土强度达标。混凝土配合比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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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混凝土配制强度及其它力学性能、工作性能、长期性能和

差不超过标准。钻孔结束后及时清洗孔,清洗到孔返出清水,然

耐久性能的设计要求。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工程施工工艺、施

后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正常后灌浆。

工环境以及混凝土构件结构特点等进行设计,混凝土配合比要

3 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问题分析

经过计算、试配与调整等多个步骤才能选定。搅拌混凝土时,

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主要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为主,其

采用专用设备,搅拌过程中对水胶比加以观测与控制,但禁止在

管护主要采取自管的方式,在自管的基础上,也开展了部分专管

搅拌的中途随意加水。混凝土搅拌时长都应有严格的设定,混凝

与群管工作。自管就是指在分散供水的基础上,由区域范围的村

土拌合物应颜色一致,质地均匀,不存有结块、泌水及离析等不

民自行维护水利程,相关部门定期到基层进行技术指导,政府给

[3]

正常现象。如果混凝土出现以上问题,不能将其用于工程。

予适当补贴。当前,水利工程建成后,一般由村民小组、村民委

混凝土使用专门的车辆按指定路线有序运输。运输前清洁

员会等组成管护队伍,对工程进行管护。跨村与整村集中供水工

运输车,车内不能有杂物,要防止混凝土受污染；运输过程中采

程的管护工作主要由村民委员会完成。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取必要的防护遮挡措施,防止混凝土温度快速下降,同时也防止

资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投入的资金较少。

混凝土外洒。

资金来源整体上比较单一,工程运行管护经费有限。

[5]

另外,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工作还面临着文

2.2混凝土施工技术
进行混凝土施工时,先开展混凝土试浇筑工作,试浇筑时

件材料少,工程产权不明等情况。一些地区存有一些历史遗物,

间、地点及方案等应当根据混凝土结构所在地的季节、环境、

由于管护机制一直不健全,所以对有关这类工程队的记录与资

空气温湿度以及结构自身特点确定。通过混凝土试浇筑工作,

料很少,从而无法确定权责主体。在水利工程管理权责界定不明

了解混凝土配合比是否合理,原材料是否过关,施工机具是否有

确、主体责任不清晰的情况下,运维管理就无人负责,水利工程

较好的适应性等,并对有代表性的混凝土结构内部温升过层进

得不到有效管理与充分利用。除水利工程管理职责不清晰外,

行测定,在施工前就发现各项问题并进行处理,避免农田水利工

农村居民参与水利工程管护的积极性也普遍较低。调查发现,

程的性能质量受到影响。浇筑过程中控制好浇筑速度与浇筑量,

在一些地区,“等、要、靠”的思想问题比较严重,一些人认识

避免出现浇筑不足或浇筑过度的问题。混凝土浇筑结束后,及时

不到水利工程关系到自身及其公众利益,不会积极主动地维护、

开展养护工作。施工人员要根据当时的温度采取相应的养护措

保护农田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度较低。

施。当外部温度过低时,及时覆草养护或采用隔热材料,将隔热

4 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完善建议

材料覆盖到混凝土表面,利用水泥水热化效应达到保温目的。如

4.1完善水利工程管理组织

果温度过高就需适当洒水,防止混凝土水分快速蒸发并出现裂

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管理原则构建管理组织,全面落

[4]

实各项管理工作。构建管理小组与管理体制时,以全新的理念及

2.3坝体防渗技术

思想为基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构建管理体制,提高水利工程

对水库工程中的坝体部分,可采用高压旋喷灌浆技术提高

管理水平。构建管理模式时,重点要提高农村群众参与工程管理

坝体防渗性,让坝体渗漏隐患得到有效预防与治理。在将高压喷

的积极性,有关部门可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全面系

射灌浆工艺运用于水库大坝工程时,主要是通过砂砾卵石地基

统的宣传教育改变群众错误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到农田工程对

中的钻孔向四周喷射高压水泥浆,砂砾卵石颗粒于水泥浆充分

农村及自身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管理农田水利工程的义务,进

混合且凝结硬化后形成具有抗渗作用的桩,将这些桩进行连接

而积极调动群众构建起专门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小组,切实提

就会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地下防渗建筑物,从而让水库大坝工

高工程管理水平。有关部门可利用村务公开栏对群众进行教育,

程的防渗性能大大增强。在运用高压喷射灌浆工艺对水库大坝

或者是定期在村内组织开展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相关会议与讲座,

工程进行处理时,需合理控制桩径与桩距,只有桩径与桩距合理,

不定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平台向农民群众普及农

高压旋喷桩才能充分发挥出作用。另外是施工时严格按照钻孔、

田水利工程管理相关知识。通过各项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群众管

下注浆管、旋喷提升以及成墙的标准顺序进行。钻孔时采用专

理意识,也提高农民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积极性与主

门的回转钻机,并在钻进过程中使用泥浆会孔壁进行防护。喷射

动性,从而打开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新局面。

缝。

过程中若出现孔口回浆、压力骤降或回浆量异常等情况就需要
及时查明原因并做出处理,防止问题影响扩大。

4.2明确管护责任
对于当前在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营管理存在的管理权责不明

2.4坝基防渗技术

确、各部门互相推诿责任、协调性不高等问题,应当严格按照国

水泥工程坝基部分可采用帷幕灌浆法进行处理。帷幕灌浆

家相关规定与要求,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建立起农田水利工程建

防渗,是从坝顶建造直达基岩的防渗墙,墙的两端与岸边基岩或

设管理责任制,按照有关规定对工程建设与管理责任进行细化,

防渗设施相连接,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防渗体系,从而让水库大

将各项管理责任具体落实到各部门、各人员,确保各项管理责任

坝的抗渗功能大大增强。进行帷幕灌浆施工时,要保证孔位合理,

都有人落实。在制定与执行分责制的过程中,应先对各部门的性

孔位应与设计图纸相符。钻孔时严格控制孔位偏差,确保孔位偏

质与职能进行调查,根据各部门具体的性质与职能做好权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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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与责任划分,让各部门都能各司其职。在对各部门责任进行划

各组织应立足同一个目标,将部门、组织之间的资源壁垒打破,

分界定的同时也要加快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加大各

根据实际的工作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平衡资源要素,充分发挥出

部门协作力度,推动各部门共同解决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营

资源的作用,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5 结语

管理问题,切实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综上所述,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容易受到技术、人

4.3完善水利工程管理保障体系
为确保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

员、管理等因素的影响,针对此,在工程建设期间就需多次对方

农田水利工程作用的发挥,确保“工程、经费、人员”的三个安

案进行评审,不断优化工艺,加强过程管理,确保农田水利工程

全,在工作开展期间要采取以下保障措施：①加强组织领导,确

建设质量达标。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管理组织不

保管理养护顺利实施切实做好管理养护项目管理工作,提高管

完善、管理责任不明确、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理养护水平,保证工作效率的发挥,成立以管理处处长为组长,

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思路,尽快完善管理组织、明确管理

有关业务技术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下设管理养护办公室,具体

责任、健全工程管理保障机制并建立公众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

负责对管理养护项目的全面管理,认真履行项目法人的职责,确

田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保管理养护项目的实施。②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责任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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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度。在建立长效机制时,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协同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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