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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使得农业逐渐成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至关重作的

位置。而灌溉工程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我国农业在进行灌溉过程中还存在水源浪费严重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就对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究,以期为农业灌溉工程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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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直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 对水资源使用有着较

1.1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规模问题

高的要求,而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面对此种情况,

现阶段, 相关人员在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过程中缺

相关人员需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使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乏对工程规模的研究, 使得所建设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不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证庄稼生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就对

是规模小就是规模大,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需求,具体主要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 并提出相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人员在建立高效节水灌

应解决对策,以期提升农业行业经济效益。

溉工程过程中缺乏对土壤、气候、农民种植习惯等因素的考

1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虑, 使得所建立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与农民种植习惯不一

于砼拌和能力低,对大体积混凝上抗渗要求不高的结构物；

而采用二次振捣,能排除砼因泌水在粗集料、水平钢筋下部

斜面分层法适用于平面尺寸较大但厚度较小的结构物。目

生成的水分和空隙,提高砼与钢筋之间的握裹力,使砼的抗

前在市政道路桥梁大体积砼建造中, 多采用一次性整体浇

压强度提高 10%—20%。

筑和全面分层多次浇筑。
4.2 降低浇筑温度

4.5 埋设冷却水管
埋设水管用连续流动的冷水可以降低砼的温度, 可以

降低浇筑温度可以降低温差从而减小温度应力, 其措

把砼块体冷却到稳定的体积。冷却水管大多采用直径为

施主要有预冷骨料和加冰搅拌等。浇筑时间最好安排在低

25mm 或 19mm 薄壁钢管或铝管,按照中心距 1.5～3m 交错

温季节或夜间,若在高温季节建造,则应采取减小砼温度回

排列,水管上下层间距宜为 1.5-3m,并通过立管连接。在浇

升的措施,譬如尽量缩短砼的运输时间、加快砼的入仓覆盖

筑开始水管覆盖一层砼后即应开始通水, 通水持续时间应

速度、缩短砼的暴晒时间、砼运输工具采取隔热遮阳措施

足以保证砼第二次温升不超过初次温升, 较小的大体积砼

等。对于泵送砼的输送管道,应全程覆盖并洒以冷水,以减少

当到达最高温度并开始下降时应停止通水, 要避免使砼开

砼在泵送过程中吸收太阳的辐射热, 最大限度地降低砼的

裂的大陡的温度梯度,冷却速度以每天温度下降 0.6℃左右

人模温度。在市政道路桥梁大体积砼的建造中比较实用的

为好。

措施是做好水泥散热工作、对骨料浇水冷却、采用冷却拌和
水和减小运输距离等。

5 结束语
大体积砼施工技术在一项技术中十分重要, 砼施工技

4.3 合理安排建造进度

术的好坏决定了工程的质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砼开裂

建造进度对大体积砼的温度的变化影响非常明显。特

情况是能够用上述的方式来进行预防、避免的。还要采取最

别应该注意的是分次、分层浇筑的间歇时间。选择上层砼覆

适宜的设计方案、材料、技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砼裂缝的

盖的适宜时间应是在下层砼温度已降到一定值时, 即上层

产生。

砼温升倒加到下层后, 下层砼温度回升值不大于原砼最高
温升。在每次浇筑中,又分几层,其层间的间隔时间应尽量缩
短。必须在上层砼初凝之前,开始浇筑下层砼。层间最长的
时间间隔不大于砼的初凝时间。
4.4 改善砼的搅拌工艺和采用次振捣,提高砼的抗裂性
大量建造现场试验证明,改善砼的搅拌工艺,采用二次
投料的砂浆裹石或净浆裹石的搅拌新工艺, 可使砼强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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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0%左右,相应地也提高了砼的抗拉强度和极限抗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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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无法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关人员人员为了快

措施,对工程施工设计图纸、施工人员施工技术等方面内容

速完成任务, 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盲目修

进行检查,并在工程现场施工过程中,对工程的主要施工环

建的情况,使得所建立的灌溉工程规模存在问题,不符合种

节进行重点监督,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其次,相

植要求。

关单位需要制定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现场管理制度, 对施工

1.2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验收工作缺乏

中经常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预防工作, 保证灌溉工程施工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完成后, 不能立即投入使用,需

质量。最后,相关单位需要加强对监理工程师的培训工作,将

要对工程进行验收工作, 确保工程质量合格后才可以进行

监理工程师的薪酬待遇与工程质量相挂钩, 激发监理工程

使用。但是现阶段,我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缺乏验收工作,具

师工作热情,工作过程中做到认真负责,从而保证高效节水

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工程验收工作是

灌溉工程建设质量。

施工方案中的重要环节,有着具体的制度要求,但是相关人

2.2 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投资力度

员并没有将此项工作落实, 在验收过程中也仅仅是做“表

由于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具有复杂性、涉及内容多特点,

面”功夫,走过场,不能将灌溉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现。

所以需要使用大量的资金才能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因此,面

另一方面, 高效灌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监理工作不到位,现

对此种情况, 相关单位就需要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投

有的监理工作人员缺乏对工程的了解, 所掌握的监理知识

资力度,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相关单位需

也不完善,使得监理工作无法发挥出应用作用,降低灌溉工

要大力引入企业支持,让企业、社会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进

程建设质量。

行投资,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相关

1.3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缺乏养护管理工作

单位需要加强与各级政府的联系, 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现阶段,部门地区在建立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后,单方

投融资机制,让投融资渠道多元化,保证灌溉工程有着充足

面的认为任务已完成, 缺乏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后期养
护管理工作,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使

的资金支持,可以顺利展开施工。
2.3 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后期养护管理工作

用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后,不对现场进行清理工作,造成现

养护管理工作是延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使用寿命的重

场混乱,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相关部门缺乏对高

要途径,因此,在此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就需要加强高效节水

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后期养护管理工作, 在炎热的夏天造成

灌溉工程后期养护管理工作,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展

灌溉工程中的缓凝土性能下降,寒冷的冬天管道、阀门冻裂,

开：一方面,相关单位需要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后期养护

影响灌溉工程使用寿命。

经费进行落实, 可以根据每一位农民对灌溉工程的使用情

1.4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设计水平低

况,对农民收取一定的水费,还可以向上级政府收取一定的

现阶段, 我国部分地区在进行高效节水灌溉工作过程

养护管理费用,进而保证养护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另一方面,

中缺乏合理的设计工作, 造成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节水性能

相关单位可以将灌溉工程的后期管理责任进行落实, 将灌

下降,与工程开展初衷相违背。通常情况下,高效节水灌溉工

溉工程按照区域进行划分,然后分块进行管理,对每一个区

程设计水平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工程

域都设置一个专门的负责人, 让其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进

设计人员所掌握的设计知识不全面, 在展开高效节水灌溉

行管理维护,从而延长灌溉工程使用寿命。另外,相关单位需

工程设计工作前期没有到工程现场进行勘察工作, 凭经验

要加强农民对灌溉工程的养护管理意识, 让其在灌溉工程

进行设计,在此种情况下,使得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设计方案

使用完毕后,及时将灌溉工程的各个阀门进行关闭,并对现

与实际要求不符合。第二,由于工程设计人员缺乏施工现场

场进行清扫,在灌溉工程阀门、管道上面铺盖一层防护层,从

勘查工作,使得施工过程中所采购的节水材料、施工设备都

而保证灌溉工程的阀门、管道在冬天不会发生冻裂,延长使

不符合工程需求,一旦这些材料在工程中被使用,就会造成

用寿命。

工程质量严重下降。第三,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将高效节水

2.4 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工作

灌溉工程的灌水定额、灌水时间定额数值较高,在此种情况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设计质量低是工程中存在最严重的

下,就会对相关设备有着较高的要求,使得高效节水灌溉工

问题,因此,面对此种情况,相关人员就需要加强高效节水灌

程施工成本上升。

溉工程的设计工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相

2 解决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中问题的对策分析

关人员需要聘请专业的节水灌溉工程设计人员进行图纸设

2.1 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

计工作, 并在图纸设计工作展开前期带领设计人员到施工

监督管理工作是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的基

现场进行勘察,了解施工现场土壤、周围环境等方面内容特

础,对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点,然后针对性进行图纸设计,保证节水灌溉工程图纸设计

因此,面对此种情况,相关人员需要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工作质量。第二,灌溉工程设计人员需要将工程施工结束后

的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监理

的维护管理工作纳入到设计方案中, 并根据工程的具体特

工程师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制定一系列工程安全保护

点制定针对性的维护管理方法, 并在维护管理方法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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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意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的依赖以及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作用,认识或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思想、情感、意志等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的总和。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一个认识水平、知程度；是人们为保
护环境而不断调整自身经济活动及社会行为,协调人和环境、人和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觉性。
[关键词] 环境意识；市政工程；环境保护
1 环境问题在市政工程建设中表现

响到人,那就会导致生活和健康质量的降低,容易出现环境

市政工程建设中, 很多的施工场所均在繁华主要街道

污染纠纷。在市政环境方面,施工水污染也是极为常见的环

和市场附近,施工周围的机关单位、居民住宅较多,人口密度

境问题,这些是施工现场的生活污水排放形成的；当然也有

稠,车辆行驶较多。况且,在施工现场往往会出现扬尘、施工

施工功底的地面冲洗水、流失的浆料等。这些被污染的水一

机械噪声大、施工水污染等有关环境问题十分普遍,这些环

旦深入到底下,会渗透到附近的水井或者输水管线,从而影

境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高度关切。我们都知道,施工工地

响到水质,增加了水体中的石油类及 COD 悬浮物等污染物

扬尘、施工用水污染、大型机械噪声,包括固体废弃物等是

的浓度,特别是一些河流长的水受到桥梁施工、施工固体废

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比如施工大气污染,这种污染主

弃物也会污染周围的水环境。市政建设中的建筑垃圾属于

要是指各类作业机械在施工当中将裸露在地表的沙土,借

固体废弃物,这些废弃物量大。而且清运处理起来也破费周

助自然风力而散发到空气中。道路扬尘、风蚀扬尘、拆除就

折,由于清运不及时,只好随意堆放在施工周围,其对水环境

有设施扬尘基本均属于施工扬尘。道路扬尘在施工扬尘中

污染也是不能轻视的环境问题。

占最大比例, 主要体现为各类运输车辆在施工现场或者道

2 市政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路上行驶而扬起的粉尘。如拆除旧式建筑、开挖地下管线、

2.1 施工废弃物污染

清理和平整施工现场、装卸土方和材料、筛选和拌合建筑材

市政工程施工涉及各个领域, 施工中难免会产生大量

料、土方复原回填等这些都会产生施工扬尘。随着风力的运

废弃物,例如废弃的建筑材料、生活垃圾等,若是没有对这些

动,这些施工所产生的扬尘导致大气环境污染,尤其是居民

施工废弃物进行妥善处理,就在施工现场随意堆放,就容易

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受这种污染会引发环境污染纠纷。施

产生恶臭味,进而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甚至也会对市政工

工噪声污染问题是长期引发环境纠纷的一个关键点, 噪声

程施工的顺利进行产生一定的阻碍。此外,施工废弃物还能

污染主要产生于施工现场各种施工机械发出的噪声, 同时

分为有毒废弃物和无毒废弃物, 无毒的废弃物必将容易处

还有建筑构件加工现场所产生的噪声源。这些噪声一旦影

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较小,而有毒的废弃物,不仅处理起

听取不同人员的建议, 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设计工作质

[1]何月娥.浅析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量。第三,相关人员需要加强施工材料的采购工作,严格按照
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材料采购工作, 并对所采购的材料进行
质检,保证施工材料质量。第四,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施工前
期对,需要组织施工人员对工程图纸进行分析,然后做好技
术交底工作, 对施工设计图纸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正,
保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设计工作质量。
3 总结语
资源的使用效率逐渐增加,在此种情况下,相关人员要想在
灌溉过程中减少水资源浪费,就需要创新灌溉方式,使用高
效节水的灌溉工程,从而保证水资源使用效率,做到水资源
节约,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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