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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工程管线布置及管道施工研究
叶全胜

（韶关市利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广东 韶关 512000）

摘　要　本文以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镇供水管道改造工程为研究对象，在对工程的基本情况、地理特征、供

水现状及工程建设价值进行分析探讨的基础上，结合工程的具体实际情况，对供水工程管线布置要点进行了研究，

并从供水工程设计控制、管材控制、安装控制三个方面对供水工程管线施工质量控制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提升供

水工程管线布置及施工质量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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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基本概况：本工程地处乳源瑶族自治县大桥镇，

是一项供水管道改造工程。其工程级别为 IV型，供水

规模为W=330m3/d。其建设内容主要有：1座清水池；

3座取水陂头，1套一体化净水设备，3座粗滤池，新

建 250m3清水池 1座，输配水管网总长 48.31km。

防洪标准：设计洪水标准为 20年一遇，校核洪水

标准为 50年一遇。

水量标准：水量满足最高日的需水要求，保证率

要满足 24小时供水要求，供水保证率为 95％，本次工

程供水保证率取为 95%。

水质标准：经县卫生检验中心的检验，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要求，其水质

满足饮用水水源的卫生要求 [1]。

水压目标：最小服务水头：单层建筑物为 10m，

两层建筑物为 12m，两层以上每增加一层增加 4m。消

防栓设置处的最低水压不低于 10m，用户水龙头的最

大净水压不超过 40m。

2 供水工程现状及工程建设价值

2.1 供水工程现状

本工程涉及自然村 19个，村民 2665人。目前，村

民的饮水方式主要是通过引山溪水至各个村庄。这种

引水方式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供水规模小，覆

盖范围小，水质差；二是每到枯水期有的村庄就会出

现没水用的情况；三是由于建设标准低，目前，管网

已经破旧，管内结垢淤塞严重，过流逐年减少，群众正

常用水无法得到保证；四是没有水质净化、消毒设备 [2]。

2.2 供水工程的建设价值

从供水现状来看，改造供水工程已迫在眉睫，迫

切需要建设集中供水工程。通过规范化管理及集中处

理，提高村民用水保证率，使村民用上安全的饮用水。

供水工程的实施可以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关系到

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解决供水范围内村民生

活用水的迫切需要 [3]。

3 供水工程管线布置要点

根据供水工程施工战线长、建筑物分散、施工干

扰小的特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将整个供水工程

的管线布置划分为三个施工段。

3.1 第一施工段为水源点至输水主管线布置

本改造供水工程有 3个水源点，均位于小河支流

石坑水上，在小河上游的壁背坑及其支流上分别新建

水陂 1座，分别为 A-1以及 A-2，水陂陂顶高程均为

980m。在作陂坑新建水陂 1座，为 A-3，水陂陂顶高

程均为 990m，陂前各设置粗滤 1座。其中：水陂 A-1

后为 dn200；A-2及 A-3后均为 dn160；水陂 A-3至 A-2

的输水管为 dn160，至原水源点为 dn200，并配 20t/h

一体化自动净水设备 1套及配套管理防护措施 [4]。

3.2 第二施工段为输水主管至配水管线布置

该施工段共配水主管 BJ，BN，BK三条。其中 BK

包括分岔口，上窝，腊子窝，出水池，主管段全长 1.4km，

管径为 dn63。BN供水主管段 BN长 1.66km，主管管径

dn75。BJ供水范围为 5个自然村，主要沿 939和 717

乡道布设，BN主管段全长 6.16km，管径为 dn110，沿

线在各 N沿线的各个自然村入口的道路都分别设置支

管进入各村。

3.3 第三施工段为配水管至入户管线布置

各个自然村的内巷管道结合各自的地形，都分别

采用 dn40，dh25的管道进行敷设，每家的入户管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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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m给予考虑，其中表前按 15m进行考虑，管径为

dn25，每户的表后按 5m考虑，管径为 dn20，并给每

户安装闸阀 1个，止回阀 1个，水表 1个，锁阀 1个。

4 供水工程管线施工质量控制

4.1 供水工程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控制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控制的主要内容有：工程设计

控制、施工资质控制、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控制、

施工材质控制。

4.1.1 设计控制

设计主要控制两个方面：一是要按技术规范、规

程和地方政府相关文件进行设计。本工程的设计依据

主要有：水利部颁布的 SL252-2017）《水利水电工程

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水工设计手册》；SL310-

2019《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104-2015《水利工

程水利计算规范》。国家颁布的 GB50332-2017《给水

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015-2019《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标准》以及 GB50069-2016《给水排水工

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和GB50201-2014《防洪标准》。

再就是《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做好全域自然村集中供水

工作的通知》（粤水农水农电〔2019〕8号）。二是按

实际用水量进行设计。主要有几个因素，即：设计水

平年；设计用水量。

4.1.2 施工资质控制

施工资质控制关系到供水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能

否得到保证，是施工单位能否进入该工程施工的准入

证。施工资质的审查内容包括：单位施工资质证书、

单位施工营业执照、项目经理证书、技术负责人专业

职称资质和聘书、特殊工种人员的岗位证书等。报审

程序是：首先由施工单位填报相关资料；然后报项目

工程经理部审批；最后经项目工程监理机构审批后，

才可申报开工。

4.1.3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控制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主要内容有：工程概况（含：

工作量、开工起止时间等）、施工举措（含工程进度、

工程质量的控制）、施工资料报验、项目机构的人员

组建、安全施工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的申报程

序是，首先由工程项目部拟定，经项目总工签字认可

后上报项目监理机构审查；然后经项目监理机构审批

同意后实施。

4.1.4 施工材质控制

管材材质控制从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遵循选材原则。主要有：一是要具有较强

的抗腐能力，能承受外载荷和内压；二是在使用性能上，

要施工方便，维修工作量少，而且要做到质量符合标准，

管道卫生，安全；三是在使用年限上要长；四是管道

内壁光滑无阻，能长时期的保持输水能力基本保持不发

生变化；五是能适应本地实际情况和本地的地质条件。

第二，按验收规范要求进行复检。本工程使用的

管材主要有金属管材、塑料管材、复合管材三种。其

中金属管材包括：镀锌钢管、无缝钢管、铜管、铸铁管等；

塑料管材包括：PPR管、PE管、UPVC管、PVC管等；

复合管材包括：衬塑铜管、衬塑钢管等。对这些管材

的控制，可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由工程项目监理机构，

检查出厂合格证和出厂检测报告；二是由工程项目监

理机构，实地对照检查其规格、外观和管壁的厚度等；

三是抽样送质量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四是项目监

理机构见到检测机构的检测合格单后，才能允许在施

工安装中使用。

4.2 在供水管道安装施工过程中进行控制

4.2.1 按供水管线布置原则进行施工

主要有六项：一是选择线路要短，沿路要交通方

便，以便工程开展施工和日后便于维修；二是要尽量

避免减少与河流，公路和铁路相交叉；三是管道施工

要避免不好地质情况，比如沼泽地，雨水冲刷地区，

和有高地下水位的地方；四是管道线路在单管布置时，

对长距离的输水管道要适当增大管道调节的容积。如

果工程规模较大，那就按双管进行布置，但是，此时

则应设置检修阀和连通管；五是要注意在管道凸起点

的地方，一定要设置自动进 (排 )气阀，如果管段长距

离水平，没有无凸起点，那么就每隔一段距离设自动

进 (排 )气阀；六是管道铺设的地方处于低凹地区，就

必须加设排空阀。

4.2.2 坚持分项验收，控制施工过程

在供水管道安装过程中，必须坚持分项工程验收，

上道工序施工以后，必须要经过工程监理验收通过后，

才能进入下道工序施工。比如，管槽开挖以后，工程

监理要对沟槽的深度、宽度、标高要进行复核验收，

只有验收通过后才能进行管道垫层的施工；当管道垫

层施工以后，必须再次经监理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

管道安装，以此类推，总之，每道工序都必须经过验

收合格后，才能进入下道工序的施工。

4.2.3 开挖、回填沟槽按施工规范要求进行控制

本工程应采取防止配水管人为破坏及冻坏等防护

措施。

第一，要按设计要求开挖沟槽。一般沟槽的深度

不小于 0.7m，沟槽底部的宽度不小于 0.7m，如果沟槽

局部有超挖的情况，要按验收规范要求对原土进行分

层夯实。如果沟槽底部有岩石或半岩石，就应该将其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8期 (下 )总第 505期 工业技术

39

挖除至设计高度以下 0.15m～ 0.2m处，然后再铺上砂

或土，经过夯实整平后再敷设管道。详见图 1 。

第二，要按设计要求回填沟槽。当管道敷设安装

以后，要及时进行土方回填。土方回填时要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一是管道下部不能有空隙，必须用土方填实；

二是管道接口前后要留出 0.2m的宽度，不进行回填，

以便进行管道试压和验收；三是管槽回填要按设计要

求分层夯实，每次分层的厚度小于 200mm，夯填密实

度要达到验收规范的要求；四是管道两侧及管道顶部

以上的回填土不得含有砖块、碎石、垃圾等杂物；五

是水压试验经验收合格后，要及时回填接口处的土方。

详见图 2 。

第三，如遇特殊地基情况，如软弱地基采用换沙

基础或其他特殊地基视情况处理，穿越（或跨越）河

道、桥涵等构筑物时，按实际情况确定，或从底穿过，

或钢管架空跨过。

4.3 供水管道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控制

供水管道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的程序有三：一是自

检，二是资料，三是现场检查试验。所谓自检就是施

工单位按照施工图纸和验收规范的要求，自己先进行

检查，在确认没有质量问题的前提之下，再填报资料，

申请对供水管道工程进行验收，然后，项目工程监理

机构根据施工单位的申请，检查各施工分项的报验资

料是否齐全，在确认工程资料完备之后，项目工程监

理机构再通知建设单位，对管道工程进行验收。验收

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检查资料是否在施工过程中形

成，真实度如何；二是到施工现场实地检查和进行试验。

只有在以上检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供水管道改造工

程才能验收通过，批准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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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沟开挖标准断面图

图 2 过公路破路标准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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