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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难点及施工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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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农田水利

工程施工技术的进步。因此，在农田水利工程发展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专注于研究技术，同时掌握相关的技术要

点。监管人员应该在工程建设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工作，以持续改善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满足农业发展和

新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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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以农业发展为重点，持续增加了农业

发展和建设的投资。但是，在农田水利工程过程中，

由于信息、管理、系统、应用、技术等的制约，农田

水利建设难度有一定的增加。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

必须处理好建设质量与建设期的关系 [1]，在有效确保工

程质量的基础上适当削减建设，但由于建设期有限，

必须注意不能忽视工程的整体质量。另外，农田水利

工程的具体建设需要科学合理利用各种建设技术，制

定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关键点，严格按照实际建设的

规格要求进行 [2]。

1 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难点分析

1.1 农田水利工程在总体上存在的施工难点

在建设管理方面，农田水利工程更加注重混凝土

建设的建设流程，但疏于工程管理，没有对建设序列

混乱的工程各种建设技术、建设人员、施工机械进行

科学合理的管理，影响了整体建设质量。如果投资建

筑设施，那会花费很多资金，但不会得到较大的利润。

设备维修有很多困难，无法有条不紊地进行定期维护，

使得工程机械无法满足工程技术的需要。此外，水利

结构的运营有明显的缺陷，技术更新发展受到严格管

制，建设技术落后不仅会对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产生

不良影响，还会大幅降低工作效率，影响工程进度，

并使得工程存在许多潜在的安全隐患。

1.2 农田水利工程在分项施工中的难点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也存在困难，这将对水利工程

的总体建设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农田水利工程中，

经常会遇到沟槽、斗渠及其他建设与设计要求矛盾的

问题。另外，沟槽的填筑结构经常有崩塌现象，沟槽

的深度大多不满足要求。在实际的混凝土建设中，水

利工程的建设需要人才的支持，但目前水利建设队伍

缺乏专业人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建设技术和手

段明显改善，技术人才的老龄化仍然是一个问题，此外，

新技术的普及也有很多困难。农田水利工程一般位于

交通和通信方面非常不便的偏远山区，许多优秀的大

学生不愿意在此从事基层阶层的工作。由于技术人员

对新技术不十分了解，不能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建

设工作，严重影响了农田水利工程的整体建设效率和

质量 [3]。

1.3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经验不足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比较分散，且地形不同，使建

筑工地的地质条件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农田

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之前，有必要在该地区进行全面

的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建设计划。但是，目前我国

部分机构组织的建设技术经验亟待加强，因此在实际

的水利工程建设技术管理中，所选建设技术不适合水

利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经常发生。另外，在引进新的

水利建设技术时没有经过验证，建设人员没有相关的

技术经验，很难确保符合水利工程的建设要求。

1.4 施工组织和管理力度的不足

建设施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无论是设备投

资、成本预算还是工程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都必

须以严格的组织措施为基础，以确保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的科学合理规划。此外，在农田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

所有建设环节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监督和管理，

以确保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率得到进一步改善。

材料质量管理的效率是影响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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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且各种建设材料都将参与水利工程的建设，

为了保证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加强建设材料

采购的现场检查工作。但是，在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

由于存在许多中间环节，还伴随着材料供应商、买方

等的利益，增加了建设材料质量管理的难度 [4]。

2 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技术

2.1 基坑开挖防护技术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技术是基坑开挖的

保护和处理技术，基坑开挖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地

保护农田，防止基层土壤质量受到影响，更能有效地

保护农田，防止农田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流失，促进作

物更好地生长。在建设中，农田水利工程的基坑建设

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标准和相应的建设指导方针进行。

为了保障基坑的稳定性，满足建设的必要性，也可以

用其他技术方法处理基础。一般来说，软质土基可通

过更换方法来进行处理，挖掘出原有松软的土壤基，

然后用砂、砾石和其他材料填充，形成稳定的桩体，

完成软质土壤基的加固。在沟槽挖掘中，为了确保沟

槽挖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挖掘过程中必须尽量不要

接触电缆和钢丝等危险设备。由于地下挖掘中存在很

大的风险，因此一般来说，主要用机械设备进行挖掘 [5]。

但是，有时机械会失去控制，使地下土壤在挖掘工序

中被破坏。为了避免农田土壤破坏，必须在合理的范

围内管理挖掘机械。在挖掘的同时，监管部门还需要

加强对沟槽的检查，进行相关的记录。只有在所有工

作按需执行并由相关人员签署和确认后，才能顺利地

进行整个基坑地挖掘工作。

2.2 土方工程施工技术

挖掘基坑时，必须正确评价土壤层的影响，计算

土壤渗透系数、水压、最大耐压，并根据不同土壤层

的挖掘结果进行有效的调整。之后，需要用土壤材料

逐步进行铺设和填充，同时需要充分掌握方向以避免

倾斜现象。碾压操作中，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范围内，

选择压实良好的土方材料，根据建筑结构和土壤特性，

判断压实程度是否符合标准。另外，在挖掘调查过程中，

基坑底部或多或少会发生沉积，因此有必要报告情况，

及时应对突发情况，采取迅速阻止损失的措施，随时

监督跟进情况的发展。只有在监督确认取得资格后，

才能实施后续的工作程序，保证基坑开挖的保护效果。

作为农田水利工程的基础方面，土工已成为工程需要

注意的主要方面。由于建设标准的不同，干填碾压式

已成为目前广泛使用的建设技术。土工工程质量标准

高，满足建设标准的强度。堤坝稳定性良好，防水性

能得到提高，能提高农田水利工程整体质量。在建设

过程中，必须先选择材料，然后检查详细情况和质量。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加强现场管理，建设组织和计划

必须充分完善，同时建立建设责任体制，从而提高土

方工程质量。

2.3 混凝土施工技术

为了促进混凝土结构建设质量的持续改善，在农

田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混凝土材料的

比例，以确保混凝土建设表面的平整度满足水利工程

建设的质量要求。在加固工程建设中，必须严格按照

设计的要求进行测试，以达到促进农田水利工程经济

效益稳步改善的目的。除了上述建设技术点外，保温

板和混凝土的建设也是需要注意的内容，需要确保砂

的铺设工作已安全完成。其次，为了确保混凝土结构

质量，必须特别注意灌注和振捣，全面掌握所有细节，

准确把握振捣时间和速度，不仅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

而且有效地减少混凝土内部中空。根据现场管控条件

进行合理分析，采用合适的建设技术。在混凝土施工

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应力因素和温度因素对工程的

影响，以尽量减少内部损伤的可能性。在实际使用中，

还需要注意确定水位的最大位置。在建设过程中，为

了满足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需要，加快工程质量的提

高，必须采取合理的混凝土施工技术。为了加强混凝

土的温度控制，减少混凝土水合现象，确保搅拌均匀

的混合物和混凝土的建设质量，有效地防止裂缝，需

要做好维护工作。另外，在钢筋混凝土工程建设方面，

钢筋焊接之前，应对对钢筋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进行

检测，并尽可能与合格、声誉好的钢筋生产供应商进

行合作，必须检查产品证书和其他有效证书。在混凝

土浇筑过程中，混凝土的混合质量必须首先得到控制，

以确保混凝土性能的均匀性和稳定性。整体的浇注工

序需要一次完成，如果不能保证浇筑的连续性，混凝

土的均匀性和稳定性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建设质量。

此外，在混凝土灌注过程中，为了避免气泡或者泥浆

流失，必须严格控制模板之间的间隙。在准备浇筑混

凝土时，要有效处理施工中形成的结构接合部，并进

行粗糙化处理，在上层铺设精细骨料混凝土或水泥砂

浆，确保混凝土建设效果。

2.4 水泥浆砌施工技术

水泥浆砌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关键和难点。

在农田水利工程过程中，为了确保水泥石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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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步改善，建设材料的密度和强度必须严格按照要

求进行控制。此外，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水

泥浆砌工程的宽度和厚度要求较高，不仅对建设技术

的使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切实完善了建设质量，

降低了农田水利工程渗漏的可能性。防水结构对农田

的水利护结构极其重要，在开始砌石之前，从石头中

去除污垢和杂质，使堆石的表面保持潮湿状态。如果

砌石过程有暂停，且砂浆初始设置时间已过时还未继

续建设，则必须要在满足预制砂浆的强度要求满足施

工要求之后，才能开始建设工程。铺设时，需要使用

铺设砂浆的方法，砂浆的铺设宽度必须控制在 20mm~ 

50mm的范围内。

2.5 灌浆施工技术

灌浆是水利结构的常用施工技术。在该技术的实

际应用过程中，必须首先在建设区域进行灌浆实验。

只有试验结果满足钻孔结构的技术要求和规格后，才

能开始水利建设。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钻孔灌浆结

构技术必须根据要求严格控制灌浆的黏度，以确保灌

浆结构的顺利进行 [6]。另外，灌浆工程中使用的材料较

为普通，不仅可以降低工程成本，还可以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高压填充式喷浆灌浆可以提高液压工程基础

的轴承能力，防止地下水的渗透。同时，具有较高的

施工效率和覆盖范围广，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容

易的漏喷、工程机械复杂、建设地质条件苛刻等。

3 农田水利工程中施工技术的应用方法

3.1 农田水利工程在总体上的技术应用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好地促进水利工程建设，

需要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整体计划。应该深入分

析不确定因素，监督和引导水利工程发展，完善建设

技术概念。必须通过分析建设意见和原则，尽可能降

低风险和偏差。有必要深刻认识到水利事业的构建是

一项长期的工作，为了确保质量管理的有效性，从经

营角度看，控制建设质量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完善的监

督机制，明确不同部门的责任和权限。在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过程中，施工企业要想有效改善工程建设效益，

提倡精细建设，就必须加强成本管理。建设工程为了

切实控制建设费用，须从预算成本计划开始，避免建

设资源浪费，改善工程经济效益。建设单位必须对建

设人员提出严格要求，以确保建设人员的技术水平不

断改善，将先进的建设技术用于持续改善建设质量。

政府要做好领导工作，加强政策支持，把农田的水利

作为产业投资的重要工作。政府应提供有效指导，保

证政策支持和引进技术人才，以增加农田水利建设专

项资金，确保农田水利建设顺利开展。企业经营者要

引导生产安全，改善生产安全管理，及时纠正生产安

全的不规则，及时有效地引导生产安全，确保建设效率。

3.2 农田水利工程中分项施工的技术应用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时，应重视沟渠、斗渠、混凝

土等各种建设技术的有效应用。在沟渠建设过程中，

水利工程的建设规划和方案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科学

合理地设计，有效地确保沟渠建设的整体质量。在斗

渠施工过程中，为了固定斗渠的稳定性，必须在回填

土和垫层之间设置模板。在混凝土的实际结构中，必

须采用有效的振捣技术。基于确保混凝土结构符合相

关规范和要求，从目前的发展角度看，应从水资源维护

的长远发展出发，提高混凝土建设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4 结语

一般来说，建设进程需要注意连续性和全面性。

建设单位必须按照相关国家规范采用新技术、新设备、

新工艺，遵循人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的原则，合理规划，

少占用农田、耕地，保护植被不受破坏。因此，在农

田水利建设的具体构建中，为了能为农田生产发展提

供增值服务，有必要在确保工程质量、提高农田水利

建设灌溉能力的基础上，引进各种先进的建设技术。

另外，为了有效促进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应该增加

建设技术的研究，提高水利工程的建设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 孟红 .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难点与施工技术探讨
[J].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6(04):220.
[2] 杨文贤 .浅谈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难点对策及技术
[J].农业与技术 ,2015(16):72.
[3] 崔春善 .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难点及质量控制
分析 [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6(15):226.
[4] 宋清英 .浅谈农田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难点及质量
控制 [J].四川水泥 ,2016(06):201.
[5] 王振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浆砌石施工技术分析 [J].
科技展望 ,2015(20):109.
[6] 位辉 .农田水利工程给排水施工技术的质量管理
[J].科技与企业 ,2015(24):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