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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和维护
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吴显仲

（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200）

摘　要　当前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传统的农田种植方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在此情况下建立机械化

的种植制度和便利的农业基础设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但当前在

进行这些设施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合理的设计、后期缺乏良好的养护制度，导致这些水利设施无法发挥

预想的价值。本文针对当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概念、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选择、当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问题

与解决措施等方面展开论述，希望可以为从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设计与建设的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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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小型的农田水

利设施发展，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当前小型水利

设施建设的技术还不够完善、水利设施建设标准不明

确、水利设施建设管理体系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小型

水利工程项目的工程质量较差。在此情况下，当前从

事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工作人员应该积极地提升自己

的专业素质，进而更好地制造满足现代化农业工作需

求的桥梁。

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概念与作用

1.1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概念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指在缺水地区通过建立引水

渠的方式将水资源引到合理的位置，进而解决人们耕

地灌溉、日常饮水等需求。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是

通过建储水库与引水渠动态结合的方式满足缺水地区

耕种的水源问题。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我国水利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着灌溉、蓄洪等重要的工作

内容 [1]。

1.2 小型水利工程的特点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2.1 群众性

小型农业水利工程的群众性并不是在某一个细节

处体现，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首先，群众性体

现在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是根据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需

求所规划设计建造的；其次，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群

众性体现在该工程的建立主体是群众，很多的小型农

业水利工程建设是由当地群众所主持建设的；最后，

小型农业水利工程是一项惠及群众生活的项目。

1.2.2 区域性

小型农业水利工程的区域性是指由于我国的环境

储水量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情况。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有效解决干旱地区的农业用水需求。我国的

小型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

1.2.3 小规模性

由于农业水利工程是为了解决区域内群众对于水

资源的需求，农业耕作用水的量不大，干旱地区水源

少等原因，农业水利工程在进行建设时的规模一般都

比较小。

1.2.4 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进行规划和建设

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进而致使小型水利

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建设的结果都较为复杂。

2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与维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初期工程质量差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应用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差。我国很多地方在进行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方面还没有制定专业的建设方案、

监督方案，直接导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大大降

低。在进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时，由于缺少建

设方案和监督方案，导致整个建设工程缺乏专业性的

施工以及施工结果的验收，最终致使工程项目成为良

心工程，即项目工程建设质量的好坏与施工队的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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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有关，由于缺乏专业的监管制度导致工程项目施

工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2]。

2.2 资金投入不足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难以达到预想的应用效果，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整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不足 [3]。资金

投入不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首先是在建设的过

程中资金投入不足，小型水利建设工程由于是现代化

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多地方进行这种小工程量

的水利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都比较少。由于建设资金

储备不足的原因，导致整个施工项目在进行建设时会

出现资金短缺等问题，施工人员在有限的资金下开展

项目建设工作就会导致整个项目建设工程的质量大打

折扣；其次是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后，人们忽视

了对于水利工程后期设备的养护，导致水利工程的设

备老旧造成水利工程运营困难的问题发生。当前我国

水利设施的维护资金主要是通过收取用水税收的方式

进行筹集，但是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资金筹集，就连水

利工程人员与设备的日常开销都难以维持，更无法满

足水利工程设备更新资金的需求。

2.3 农田水利工程招标方式不合理

农田水利工程是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

但是由于该工程存在工程量小、工程资金投入少等情

况，导致农村水利工程在进行施工队伍选择时，很多

情况下都未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同时随着我国

城市化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施工企业不

断涌现 [4]。很多施工企业存在着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

即一些拥有施工资质的企业通过招标会上压低投标价

格的方式来达到中标的目的，中标之后采用临时组建

施工队、将工程转让给一些不具有施工资质的施工队

的方式来从中牟利。由于这种情况的影响，导致很多

不具有施工建设资质的施工队参与施工建设，这种情况

的发生不仅会增大施工过程中危险性事故发生的概率，

同时还很难保证整个施工工程的质量。

2.4 缺乏前期规划

当前很多施工建设企业存在着纸上谈兵的行为，

即为了减少中标之前的资金投入，施工单位不会让施

工建设的勘测人员前往施工建设现场进行环境的勘察，

而是会依据以往施工建设经验对施工项目进行设计，

进而对施工项目的资金投入进行估算，之后将所得结

果作为招标价格参与招标。然而这种招标价格估算的

方式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实际施工经济投入数量与招标

价格出现偏差的情况发生。例如：在进行规划的过程

中，对于引水渠设计时是采用直线引水，然而在实际

施工过程中发现原来设计路线存在部分位置无法施工

的情况之后便只有通过修改水渠路线或是打基桩的方

式来进行水渠的建设，这就增加了水利工程建设的资

金投入。此时如果施工设计单位、施工建设单位、施

工甲方没有及时进行相关问题的对接和处理，便会导

致整个施工建设工期延长，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另外，

农田水利工程后期维护不及时也是导致水利工程应用

效果难以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

3 小型水利工程项目管理与维护的原则

3.1 因地制宜建设

水利工程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应该遵从因地制宜

的原则，水利工程的建设不应该生搬硬套其他地方的

建设经验进行工程的建设，而是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

情况设计合理的施工方案，在保证施工建设质量的基

础上最大程度地降低整个施工工程的资金投入。在进

行水利工程建设时，首先应该对农田的实际情况进行

考察，之后在通过明确施工环境、施工方法、施工技

术方案等方式，更好地提升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

例如：在气候湿润的地方进行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方

式与在气候干燥的地区进行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方式

是不同的，在气候干燥的地方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

采用将水利设施埋在地下进行引水的方式进行，如坎

儿井。这种农业水利运输方式在南方储水量充足的地

方却是不使用的。

3.2 综合管理

在进行现代化农业水利设施的建设时，首先应该

建立良好的施工工程氛围，之后通过了解实际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的环境，更好地统筹各方面资源配置，实

现水利工程的施工建设。

4 提升农田水利工程质量的措施

4.1 重视农田水利施工项目建设质量

提升农田水利施工项目建设质量的最佳方式是重

视农田水利施工建设质量，通过提升人们对于农田水

利施工项目的重视程度，可以为农田水利施工提供较

好的环境，进而有效促使水利施工项目可以快速有效

地进行。提升人们对于水利施工项目建设质量的关注

度，可以有效地提升人们对于前期水利施工规划的重

视程度，进而更大程度上提升水利施工项目环境勘察

力度、规范水利施工项目招投标制度。

提升水利设施前期环境勘察力度可以让施工设计

工作人员充分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在进

行水利工程的设计工作时可以更好地根据当地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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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设计，进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前期对于

当地环境不了解所导致的设计建设方案无法有效缓解

当地农田旱情的情况发生。例如：一些设计人员在进

行水利设施设计时使用地图来了解当地的水文情况，

而由于地质环境变化的因素使原本的水脉移位，导致

最终建设的引水渠无法引到水源，最终草率进行施工

方案的更改，这样不仅会导致施工的投入增大，更重

要的是可能还会影响到整个施工工程的质量。

在进行农田水利工程的招标时，应该采用公开招

投标的方式进行，同时还应该对参与公开招投标的单

位资质进行审核，只有确定单位具有参与招投标的资

质时才可以参与招投标，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

施工队的专业性，进而确保施工工程的质量。

4.2 改变工程项目资金结构

改变工程项目资金结构主要是指通过改变项目建

设时资金结构与改变工程项目后期资金筹集方式两种

方式进行。改变项目建设时资金结构主要是指在进行

施工工程建设时，如果政府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

下，可以采取公开募集、招募合作伙伴或是政府通过

优惠政策支持具有资金的人进行项目建设的方式，通

过政府与资金投入人员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工程施工项

目由公益建设项目转变为限期公私合营项目的方式来

实现资金的筹集，进而为农田水利工程施工项目建设

提供更多的建设资金，例如：在进行施工建设时，通

过号召有财力的人进行项目的资金投入，签订合同并

待施工项目建设完成后，参与施工建设资金投入的人

可以在规定年限内通过收入水利项目合法所得的方式

来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在后期项目维护时，可以通

过建立农村合作社的制度，鼓励需要用水的村民建立

工程维护组织，让他们通过自己筹集资金、自己维护

农田水利设施的方式进行，由于农田水利设施是否可

以顺畅地运行与农户自身的利益相关，政府应提供相

关的维护知识培训与制度培训，可以通过建立公益性

岗位等方式确定专人专责进行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

4.3 重视工程管理模式

农田水利施工项目虽然是规模不大的项目，但是

却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农田水利施工项目的

后期管理与养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进行工程管

理模式的建设时，首先就应该明确管理与养护工作分

离的制度，这是由于明确管理与养护工作分离可以更

好地实现水利工程透明化，水利工程资金透明化可以

方便政府了解水利工程资金投入以及应用情况，进而

使政府可以有计划地进行施工资金投入的增大，进而

更加有效地实现公共资源的利用；其次水利工程管理

与养护工作的难度不同，水利工程养护不需要专业的

技术人员，而水利工程的养护工作却是需要专业性的

人才进行，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养护技术人员，

就可以通过权责分明的方式让一队养护人员负责多个

农田水利设施的养护，进而有效解决技术人员稀少的

问题。

4.4 提升农田水利工程人才素质

提升工程人员素质主要是指提升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阶段水利工程建设人员的素质与农田应用阶段提升

水利工程管理与维护人员的素质。在水利工程建设阶

段，通过对水利工程建设人员的素质提升可以有效地

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减少后期水利工程应用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升水利工程管理与维护人员

的素质主要是指提升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和维护人员的

个人素质，通过提升他们的个人素质而实现他们的服

务能力与专业素质，使其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

也要加紧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养护服务队伍，通过

建立专业养护队伍的方式提升队伍的养护能力，进而

降低工程安全隐患和安全事故的概率，为水利工程管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现

代化农业产业正在蓬勃的发展，在此情况下积极进行

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我

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由于还处于初级阶段，导致基

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实际的农业生产需求。农田水利

工程是农业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应该积极地

提升建筑建设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后期养护方法的

方式，进而有效实现农田水利工程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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