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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施工中的质量控制与管理措施
郭 亮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21）

摘 要 近年来，水利工程施工规模不断扩大，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但在现实的水利工程建设中，总

会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产生水利工程建设质量问题，不仅会影响水利的正常工作，而且还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

患，因此，人们应该主动采取有效的工程质量控制措施，以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水平，并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的

顺利完成。本文将分析影响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因素，在掌握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探索提升水利施工中质量管

理的思路，分别从健全施工质量管理办法、完善施工安全质量检测手段、注意提高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处理好

施工工艺与环境的关系、全面落实好施工监测工作等几个方面做要点概述，以期对保障水利工程建设更好更快的

稳定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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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基建项目，影响到社

会经济生活问题的方方面面，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好

坏，直接关系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关乎未来水

利工程的功能发挥。

水利工程建设在我国城市发展中肩负着重要的使

命，其工程的核心任务是科学地控制与调配自然环境

下的水资源，从而实现除害兴利的目的，为人们提供

良好的水源需求。在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水利

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应用的技术水平也比较

复杂，投资较大、施工周期较长，都为水利工程的施

工质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当前水利工程建设

中，相关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施工流程进行，并严格

遵循相关标准 [1]。

1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特点

1.1 质量影响因素众多

由于我国当前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流程十分复杂，

其中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参与人员众多，

比如在水利工程施工中会采用许多先进的施工工艺、

施工设备、建筑材料，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

施工人员的影响，这些因素都是直接影响水利工程施

工质量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针对那些水利工程项目由

多家企业共同承建的，质量受到影响的因素也会同步

增加，影响形式也会越来越复杂 [2]。

1.2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波动较大

现阶段城市水利工程建设往往需要很长的施工周

期，同时施工中包含了众多环节，因此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了改变，都会对整个水

利工程的施工过程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水利工程的建

设质量，对整个工程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水利工

程施工质量具有较大的波动特点。

1.3 终检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由于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位置具有固定特性，不

能随意更改，因此在完成水利工程建设后进行质量终

检，就很难对水利工程的质量进行解体检验，这也为

水利工程的终检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导致水利工程存

在许多隐蔽工程，质量问题也很难被发现，很容易留

下安全隐患 [3]。

2 影响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主要原因

基于水利工程的施工特点来说，在实际建设中也

会消耗大量的材料，同时除了内部因素以外，还会受

到外部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水利工

程施工质量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往往水利工程建设中

的一个质量问题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引起的，但是虽然产

生水利工程质量问题的类型不同，但是通过分析归类，

可以将水利工程常见的质量因素整理成以下几个方面：

2.1 违反水利工程建设规则和流程

水利工程施工程序是整个项目顺利推进的重要因

素，如果在水利工程施工中没有严格按照程序操作，

就会导致施工混乱的局面，很容易产生施工质量问题。

比如在没有全面勘察施工区域的地质情况下就草草施

工；没有完成全部的水利工程设计工作就开展施工，

同时一边设计一边推进施工；没有合理地控制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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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施工周期；没有严格按照水利工程图纸进行施

工；没有做好竣工验收工作等等 [4]。此外，如果存在违

反法规等行为也会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造成影响，比

如施工单位缺乏设计和施工资质；水利工程招投标不

公平，存在低成本中标现象；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非法挂靠施工企业。

2.2 工程勘察不仔细，设计质量不足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如果施工的勘察与设计机构

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或者对施工地段的勘测设计操作

不规范、不认真，也将使得最后产生的勘测设计报告

不正确，或者无法真实地表现出施工区域的实际地质

状况，从而对水利工程的设计工作质量造成一定的影

响，导致水利工程设计方案工程质量不高，给后期的

施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实际施工中往往会产生

沉降不均、混凝土结构开裂的现象，影响了水利工程施

工品质，有时甚至会发生施工结构的失稳和坍塌等事件。

2.3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水平不足

因为在我国的水利工程施工中设计专业面相当广，

所以在进行水利项目管理工作时，一定要建立健全的

设计管理制度，才能够合理管理水利施工质量 [5]。但就

当前的水利项目管理工作而言，仍面临着不少问题，

比如无法达到实际工程建设标准，水利工作人员和管

理者的综合素质不高，而且管理工作也没有科学性，

技术应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而且领导对项目管理的

重视度不高。

2.4 水利工程施工材料和设备应用不合理

施工设备和材料是整个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如

果材料和设备使用不合理，也会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产生影响。比如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力学性能不符合实

际应用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就会出现荷载能力降低，

进而引发脆断的现象，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造成严重

的影响，甚至引发安全事故。其次，水泥材料不达标，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还会引发结构开裂问题。最后，

砂石等骨料配比不合理，也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和抗

渗能力。此外，施工设备应用不规范也是造成水利工

程施工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比如电气设备质量不达

标，就会引发短路，轻则影响施工质量，重则引起现

场火灾，对施工单位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3 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和控制对策

3.1 构建完善的质量责任制度

为了有效控制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首先要构建完

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强化企业内部人员的质量意识，

同时严格落实水利工程施工质量责任制度，加强水利

工程准备环节、施工环节和验收环节的质量控制力度，

制定完善的质量验收流程。在构建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责任体系中，还要提高全员的职责意识，明确水利工

程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性，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共同努力提升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3.2 施工设施、设备、仪器质量检测

工地试验室需经过有资质试验室进行授权、使用

仪器进场后需经过市级计量局进行计量认证（率定），

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6]，并且一年一次。仪器包括：水

泥胶砂震实台、水泥胶砂搅拌机、凝结时间测定仪、

电动抗折机、标准养护箱、顶击式标准振筛机、针片

状含量测定仪、雷氏沸煮箱、高温电阻炉、电热鼓风

干燥箱、负压筛析仪、30吨和 200吨试验压力机、钢

筋拉力试验机、电磁炉、微波炉、烤箱、电子天平、

含气量测定仪、核子密度仪、游标卡尺等，以上试验

仪器在每次使用完后必须清理擦拭干净，进行日常保

养维护。如：压力机的液压油油位、各种仪器电线是

否有破碎，使用完仪器拉闸断电等，并做好仪器使用

记录。混凝土试件标准养护室做好温度、湿度等使用

记录。混凝土抗压、抗冻、抗渗试模，砂浆试模在使

用一段时间后进行自检自校。工地自建拌和站需经过

市级计量局进行计量认证（率定），检测合格后方可

使用，并且半年一次。拌和站在运行中需要一个月一

次的磅秤自检校正，在拌和混凝土时，如发现骨料下

料不均匀或计量电脑出现多次称重误差报警时，要及

时进行磅秤自检校正，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

3.3 加强水利工程施工材料的采购与检验

在进行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建筑用材的好坏对

于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假如在水利工

程施工中所使用的是低劣建筑材料，将会直接影响水

利工程施工质量，并给水利施工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7]。

所以，为合理控制水利工程施工质量，首先应当坚持

材料优先原则，做好施工原材料的采购把关，挑选优

良材料供货商，合理把控供货渠道，同时做好工程材

料的验收。

3.4 严格控制水利工程施工工序

首先要合理地控制工序的作业条件，满足实际施

工质量需求。其次要做好工序的作业效果质量控制。

工序质量控制可以采用数理统计模式，利用样本工序

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有效判断工序质量的可靠

性，并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工序质量

控制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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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格遵循施工规程。在施工过程中要遵守施工

操作法规和依据。

2.做好工序作业效果的质量检验，如果发现问题

要及时纠正处理。

3.设置工序质量控制点。质量控制点指的是对水

利工程施工质量影响较大的环节，应该重点关注和控

制，提高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控制水平。

4.加强质量检测。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测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因此，检测工作也要列入工序质量控制中。

此外，由于混凝土作为整个水利工程的核心部分，

要特别注重混凝土施工质量检验。工地拌和站在开始

搅拌混凝土时，由试验控制人员根据有资质试验室所

出具的配合比报告，根据工地拌和站料仓的砂（含水率、

细度模数）、碎石（含水率、超逊径）调整后，开具

混凝土配合比单，并及时检测坍落度，看混凝土和易性。

及时用含气量仪检测含气量，看含气量数值是否在试

验室所出具的配合比报告中的含气量值之间，以便能

知道混凝土抗冻性能。

对混凝土浇筑过程质量控制如下：

1.拌和楼每班称量前，对称量设备进行零点校验。

2.含水量每 4h检验 1次，雨雪后等特殊情况加密

检验。

3.超逊径、含泥量每 8h检测 1次。

4.在混凝土拌和生产中，对原材料的配料称量进

行检查记录，每 8h不少于 2次。

5.混凝土拌和时间，每 4h检查 1次。

6.混凝土坍落度每 4h检测 1次。

7.混凝土扩散度每 4h检测 1次。

8.混凝土的含气量每 4h检测 1次。

地基处理技术的应用也是重点施工内容，应该根

据水利工程建设规范，对工程区域地质和水文条件进

行全面勘察，制定最优化的技术方案，满足施工过程

中的经济和质量要求。工程开工以后，需要按照工序

要求展开帷幕灌浆，既要保证制浆系统设计符合规范，

又要确保灌浆设备满足施工要求，对于补强灌浆工艺

的运用也需要全面考虑 [8]。遵循“先固结基础，后展开

灌浆”的原则进行施工，逐渐增加灌浆密度。防渗墙

施工，如果施工平台实际高度超过 2m，应该在施工期

间按照清渣、制孔以及混凝土浇筑等流程施工。通常

而言，防渗墙内部槽孔长度不超过 8m，但应高于 5m。

除此之外，土石坝施工技术运用也是要点。应该

根据水利工程周围气候条件，结合地质分析结果，对

于土石坝施工方案详细制定，按照工程降水量、水资

源和温度、气候等条件，分析土石坝材料是否会影响

施工质量，并利用自卸车完成材料运输，利用压实设

备，对于材料的摊铺厚度进行合理设计，配合现场试

验和工程类比多种方法控制施工质量。面板可以一次

辅助施工，如若坝坡的长度在 120m以上，那么可以分

两次进行铺筑。除此之外，针对沥青混凝土板，还需

要采取加热处理措施，注意水平缝的施工质量。如果

选择纵向辅助施工方式，那么需要注意铺筑宽度控制

在 3~4m之间。

4 结语

水利工程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为人们的生活工作提供良好的水利资源，对新时代当

中社会的进步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实际施工的时候

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利于水利工程施工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水利工程建设水平的

不断提升，满足了人们的水资源供给需求，同时也符

合现代城市发展需求。对于水利工程施工来说，质量

控制与管理是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全面提升水利工程

施工水平，首先要明确当前水利工程施工中影响质量

的因素，并结合实际水利工程施工采取有效的质量控

制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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