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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灌区节水改造工程来讲,其与民生国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灌区水资源利
用效率,而且能够对农业生产水平产生直接作用。所以水利工程灌区节水改造势在必行。但是在实际改
造的过程中,会遇到一定的问题,这就要对施工管理措施进行重点研究,从而为灌区节水改造工作的有效
完成提供基础保障。本文对其施工管理措施进行重点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对节水改造的重要性有效明
确,为相关管理措施的顺利实施提供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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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water-saving reconstruc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rrig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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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irrigation district water-saving renovation projec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the livelihood of China, not only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use in the irrigation district,
but also can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transform
water-saving water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rrigation areas.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tual
transformation, some problems will be encountered,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a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effective completion of the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work in the irrigation area.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the importance of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is effectively clear, providing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management measures.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in irrigation area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前言

足以及工程老损等现象。(2)原有规划和当前灌区建设需求无法

水利工程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工程属于民生

保持一致性。受到资金规模的限制,原有规划的起点偏低,部分

保障工程之一,其能够对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但

灌区规划考量的重点仅仅是工程本身,对工程管理、配套设施等

是在当前背景下,水资源短缺现象不断加剧,甚至存在工程设备

缺乏合理考量,亦使得灌区的健康发展受到一定制约。(3)田间

[1]
老化等现象,导致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灌

工程缺乏配套性。对灌区节水改造施工而言,不仅仅包含重点工

区节水改造工作迫在眉睫。想要使该项工作顺利实施,要将相应

程的续建配套和除险加固等内容,还要在当地农业种植特征的

的施工管理措施当成重点来不断探究,为水利工程的健康运行

基础上,完成田间工程建设工作。但由于时间较长,各个农田作

提供基础保障。

物出现明显的变换和土地流转,从而使实际工程和农业生产之

1 大型灌区早期水利工程现状
对大型灌区早期水利工程来讲,其当前的现状为：(1)灌区

间无法保持协调性。

2 节水灌溉技术类型

水利工程存在明显的老损问题。早期灌区工程建设的面积相对

从相关调查研究中可知,传统农业生产时,农民为了使农作

较大,但投入相对较小。虽然一直实施节水改造,但由于面积较

物在水分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通常会采用沟渠灌溉的方式。但

大,导致工程量也相对偏大,从而依然存在灌区工程建设面积不

这种灌溉方式不仅会浪费水资源,同时水资源在流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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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明显的蒸发以及渗漏等现象。当对现代化灌溉方式有效

改造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应用之后,可以不断改善水资源浪费的现象,并使农作物吸收水

4.2水量问题

资源的效率明显提升。

水资源在利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使得大型河流

2.1喷灌

的数量出现急速下降,这对灌区的灌溉水量产生直接影响。当灌

喷灌方式在节水方面具有明显的效果,甚至可以将水资源

溉水量供应不足时,就会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下降,继而使得农业

利用率提升至80%。该种方式指的是将喷灌设备之间设置在农田

收入也随之下滑。虽然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不断高速发展的态势,

之中,农民能够使沟渠灌溉向种植用地进行全面转换,有利于大

但人工灌溉方式依然被大量应用,人工灌溉方式下的作业效率

[2]

幅度提升农业的产量 。

相对偏低,也会对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产生一定程度威胁,甚至

2.2田间灌水技术

水资源分配也出现不均现象,进而使水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目标

利用膜上灌、膜下灌等方式,同时结合相应的节水型灌溉制

无法实现。

度,来对土壤计划湿润层中的最大含水率进行降低,有利于避免

4.3节水改造进度偏慢

土壤渗漏现象的出现,以此来使土壤的湿润区域和深度得到良

水利工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具备一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

好管控,继而使得蒸发以及蒸腾耗水显著降低。

征,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但由于工程的工序相对繁琐

2.3滴灌

和复杂,同时改造阶段不可以出现停止供水的现象,从而导致灌

滴灌指的是在塑料软管的基础上,使得水源能够被直接输

区节水改造工程的进度要远远低于预期。

送到农作物的根部位置,以此来使灌溉工作得以完成 。该种方

5 水利工程灌区节水改造的施工管理措施

式在干旱地区的使用频率相对较高,不仅可以在水分蒸发现象

5.1构建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

中起到一定防止作用,而且可以明显加强农作物的吸收效果,甚

从水利工程建设的角度来讲,在施工的时候,需要达到有据

至能够使水资源利用率超过95%。除此之外,该种方式还可以同

可依的效果。建筑施工企业要构建科学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

步施洒液体农药,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基础条件。

并全面监督各项制度的落实状况,有利于全面保障灌区节水改

[3]

3 灌区节水改造的必要性

[5]
造施工的质量 。从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讲,要在当地施

3.1确保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工改造状况的前提下,合理优化改良对应的施工管理制度。比如

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用水大户之一,将农业当成

制定科学可行的质量验收制度、施工方案审批制度等,来约束施

切入点,来对灌区节水改造工程进行全面开展,有利于现存水资

工技术人员的行为,为水利工程灌区节水改造施工的质量提供

源的保护和利用。分析灌区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可知,农业灌溉用

保障。

水系数相对较低,并且水资源被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要

5.2加强施工过程动态控制

对节水改造建设加大力度,有助于水资源利用率的全面提升,为

施工过程动态管控涉及的内容相对复杂,具体包括以下内

水资源供需矛盾的缓解提供保障。

容：(1)管控管理人员要素。就灌区节水改造施工而言,一般会

3.2改良土壤、保护水环境的需求

对施工项目管理制度全面实施,同时管理人员需要具备较高水

对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建设进行全面实施,可以使节水灌溉

平和丰富经验。对其他施工管理以及安全管理人员来讲,需要具

的目的得以实现,不仅使渗漏或大水漫灌导致的土壤次生盐碱化

备相应的资质证书。在实际改造过程中,需要及时有效的更换或

[4]

现象得到避免,而且能够使地下水过度开采现象被有效缓解 。

[6]
调整人员,使得管理水平不足或具有渎职行为的人员被剔除 。

同时在补源的基础上,有利于提升地下水的数量,并对水质进行

(2)合理化管控施工队伍和班组要素。在开展节水改造施工操作

净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良土壤并保护水环境,有助于水资源

之前,要选择信誉和实力兼具的队伍或班组,同时在工程施工情

得到高效利用,这也是组成生态灌区的主要部分之一。

况的基础上,来制定规范化的合同。该合同中要对各方的权责等

3.3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

进行梳理,并明确各方的界面关系,甚至全面考量施工中的不确

对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将水利工程

定因素,通过这样方式来对施工队伍或班组实施科学有效的约

在粮食生产安全中的作用全面发挥,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经济

束。(3)管控材料、机械设备以及工艺等要素。根据施工进度来

收入,而且可以使粮食生产能力显著加强,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

整理施工材料,并在施工材料质量得到确保的前提下,利用分期

的安全性,从而为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助力。

和分批的方式来进行上报。但须注意的是,在节水改造中应用的

4 灌区节水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施工材料需要附带质量报告,如出厂合格证。在选择机械设备时,

4.1工程设施老化失修

全面考量施工安排规划期间的施工作业计划,并且要制定应急

大部分大型灌区都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左右,由于存在客

预案,从而来及时发现和处理机械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在操作

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工程设计标准相对较低,从而无法保障工程

规程的基础上,为机械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与此同时,在施工

质量。另外,工程老化和失修等问题相对严重,并且投入的资金

建设过程中,技术人员、施工人员以及质安人员通过三检制来检

量相对较少,导致工程的使用寿命被严重缩短,从而使灌区节水

测施工中的技术或工艺,并且完成施工工序控制和技术交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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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利于施工质量得到确保[7]。(4)管控环境要素。在建设

在当前的实际形势下,施工安全管理是该工程中的主要内

节水改造工程时,能够起到优化区域自然环境和改良农业灌溉

容之一。水利工程施工时,所涉及到内容和施工环境都比较复

条件的作用,以此来为生态水环境建设提供基础条件。虽然在建

杂。因此,施工企业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强化管理,重点完成供电

设过程中也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科学管理和

系统的管理,并完成相应的施工保护措施,从而使建筑施工所产

工程防护等操作之下,可以大幅度降低不良影响。(5)管控建设

生的影响被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无法对附近居民和建筑产生

资金要素。灌区节水改造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来提供支撑,施工

不良影响。除此之外,妥善完成安全施工宣传教育工作,强化施

作业条件的复杂程度偏高,并存在外界因素的影响。所在实际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为水利工程的发展建设提供助力。

工过程中,要对资金投入不断增大,最大程度的增加预算额度,

6 结语

这样当问题出现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利于提升灌区

从本文的论述中可知,灌区节水改造是当前水利工程中的
主要任务之一,通过对灌区节水的合理化改造,不仅可以使水资

节水改造的真正效益。

源利用率得到明显提高,而且可以确保粮食生产的安全性。想要

5.3提高技术应用水平,完善操作机制
在水利工程改造时,要对日常管理工作力度不断加强。由于
[8]

达到这样的目的,要对施工管理措施进行分析研究,让相关措施

部分工作人员的水平偏低,无法使管理工作得到全面落实 。同

能够推动灌区节水改造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为农业的健康稳

时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性不足,不仅导致当地人们的生存环境

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受到威胁,而且严重影响生态平衡。为了应对施工管理运行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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