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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国家履行经济建设职能的重要体现，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关系到水利工程价值的发挥，关系到水利工
程的使用寿命。水利工程大部分都建在人野稀少交通条件不变的荒郊野外，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条件较差，建筑材料运
输线路较长，各种工程施工排水情况复杂，建筑成本高，
相对建设工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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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现场施工管理的问题分析

计、
建设及维护等方面都需要跟进。但是，
由于技术管理等

1.1 监督力度不够

方面的原因，
不能及时跟进，
造成一些重大水利工程施工现

一直以来，
我国都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
但却忽视

场管理难度大，
工程竣工后无法维护到位，
设计修复和技术

了工程施工的监管，在技术的应用过程和施工现场的监管

把控缺乏相应力度，
施工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不高，这些都

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首先，
存在诸多的监管漏洞，
在施工现

会影响工程的功能发挥和工程寿命。

场，
施工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不强，
很多施工企业都缺乏专

2、
施工过程的管理工作

业过硬的技术人员，
施工技术工艺也不够先进，
使用的施工

2.1 施工过程质量监控的作用与目的

设备比较落后，
并且明显缺乏技术创新性。
在技术管理方面

施工过程的质量监控是整个工程质量管理的重要环

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许多施工技术不能准确的应用以及施

节，
有力的质量监控能使工程质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能控制

工过程中的数据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现场施工需要做好监

工程质量达到预期的目标，有利于降低工程质量通病的发

管方面的工作，
应该根据施工现场的特点来做好监管。
由于

生，
提高工程的整体质量水平，
降低工程施工成本。

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和监督制度，造成工程施工存在不同

2.2 施工过程质量监控的范围及重点

程度的偷工减料，
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同时，
施工现场也缺

在施工过程中质量监控的范围较广，从设计图纸、原材

乏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技术监管人员。技术施工人员由于专

料到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每一个分界都不能忽视，
熟悉和掌

业技术水平有限。技术施工人员不能根据实际施工状况制

握监控的范围及重点，
有利于事前采取措施，
使质量处于预

定科学、
合理的方案，
也不能很好的监管施工人员的操作是

控状态，
在一般情况下质量监控的范围及重点为：

否规范，
极易造成各种施工问题，
进而引发工程安全事故。

（1）学习机会审设计图纸是质量监控的首要环节。图纸
是施工的主要依据，因此，在施工前必须认真阅读，了解设

1.2 技术管理更新慢

计意图，
还要考虑是否有为保证施工质量，
需对设计进行适

每个水利工程都有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当优化，
以保证工程质量符合规范的要求。
（2）对原材料、
半

水利工程施工不只需要一些常规技术，还需要一些先进的

成品、成品的质量监控的关键环节。不仅要检查进场实物，

技术，
甚至还要根据工程施工需要采用新技术。但是，
不少

还要检查质保书，看它的型号、规格、性能等是易碎、易潮、

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现场施工管理相对落后，不能做到及时

易变形、
易污染的物品，在运输、
堆放、
安装过程等环节。
（3）

跟进。
在施工过程中有些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出来，不仅能

分部、分项工程质量是单位工程质量的基础，
因而质量监控

够提高施工速度，节约施工成本，还能够保障施工的质量;

工作应把它作为主要环节来抓。在按图施工和使用合格的

现场施工管理过程当中，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能够提高工

原材料、
成品、
半成品的前提下，
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抓规范、

作效率，
增强工程质量。不少企业不能做到与时俱进，
不能

规程、规定施工，
在施工过程监控应贯穿于施工全过程。

够及时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的管理模式。①施工技术和

2.3 施工过程的具体监控方法

现场管理涉及众多领域，
专业性较强，
现场施工环境较为复

质量监控对施工现场来说一般有事前监控、施工中监

杂，
需要不断更新组织管理结构，
需要对各种技术和工艺进

控和分项完成的监控。如对对设计图纸、
原材料、半成品、
成

行综合量化分析。由于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涉及

品等的监控，
应在有关分项施工前进行，这样能更好地实现

众多的部门和人员，
关系到多方的利益，不少技术和管理方

事先控制。对于在施工中容易产生的质量问题，
则应重点加

面工艺方法不能及时改进，
严重影响工程施工的质量。②我

强过程中的监控，做到随时发现随时纠正，
真正做到把资料

国重大江河水利防护工程以及水利综合开发应用工程在设

问题消灭在施工过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应实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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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控的方法和手段，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会越来越完

（4）抽检：随机检查，灵活，不受时间条件限制，容易发现问

善，
逐步走向系列化、
科学化。然而当前我们应充分发挥传

题，发现问题早，
整改方便，提验频率也不受限制，是监控的

统和现有技术、质量管理方法，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工

有力手段。

程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达到监控目的。在实践中应抓好下列
几项工作：
（1）技术复核。重点放在定位、
引测标高、
轴线、
各

2.5 质量验评管理
检查要细、面要广是正确评定质量的基础，
质量评定过

层标高、
成品、
本产品的选用。
（2）隐蔽工程验收。是监控的

程中要细，
就是要逐项对照检查，
不能走马观花，
不求深入。

主要手段，
凡属隐蔽项目，
必须进行全数监控，
如地基验槽、

面要广，检查覆盖面要大。在施工班组操作中必须全数检

桩基、钢筋、地下混凝土、
地下砖墙、
防水层、
平顶吊筋、保温

查，质量部门检查时抽查面要大，不能低于评定。

层、
暗埋、
管线、
电缆、
下水道等。（3）材料试验。对钢材、水

结束语：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

泥、防水材料，除应坚持出厂合格证外，尚需按固定抽样检

人员，
必须各方面都要先行一步，
要考虑好每个环节和方方

验。砖可坚持出厂合格证或试验报告，
其它一般材料检查出

面面，
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按照国家水利工程建设规程和

厂合格证。
（4）抽验。随机检查不受时间条件限制，容易发现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紧紧抓住每一个环节，
严格把好各

问题，发现问题早，
整改方便。

道关口，力争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消除一切不利因素，不留

2.4 施工过程控制的手段
（1）技术复核：
重点要放在定位、
引测标高、
轴线、
成品、

任何工程质量隐患，确保周围和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不收到人威胁和损害，
早日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为改

本产品的选用等方面；
（2）隐蔽工程验收：是监控的主要手

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

段，凡是隐蔽项目，必须进行全程监控，如地基验槽、钢筋、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混凝土、
地下防水层、
保温层、暗埋、管线、电缆。隐蔽工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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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按照有关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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