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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凝土是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最重要原材料,并且水利工程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而且水
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管理与质量控制有效性,能够保障水利工程的顺利开展及其施工质量控制。就
水利工程的顺利开展而言,在水利工程实际的混凝土施工管理时,需要充分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及明确
相关部门与从业人员的职责。同时在混凝土施工管理时,必须严格审核水利工程的设计图纸、招标文件
以及合同等,确保相关文件的科学合理,从而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就施工质量控制来说,由于
混凝土施工及其管理工作涉及水利项目工程的全过程,做好混凝土施工管理工作,可以防止相关因素对
其施工质量的影响,并且可以减少建设成本,使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质量得到合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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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rete is the most important raw materi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the main cont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oreo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s far as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concerned, in the actual concret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preparations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practitioner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anagement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review the design drawings, bidding documents and contra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ensure
that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s far as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s concerned, since concrete
construction and its management involve the whol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oing a good job in
concret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an prevent the impact of related factors on its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an
reduce construction costs and mak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asier. The quality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is reasonably controlled.
[Key words]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ncrete construction; key points; management; content;
quality control; measures
水利工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正常生活具有重要

的主要原材料与工程内容,但是在其实际的施工过程中,由于不

的联系,是基础设施的主要内容,其不仅可以合理配置水资源,

同因素的影响,使其容易产生塑性收缩裂缝、干缩性裂缝以及沉

还能够防洪抗旱、发电、灌溉等,并且对于水资源的科学利用具

陷式裂缝等,因此需要合理对其进行管理与质量控制,从而确保

有关键作用,所以需要保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从而确保水利工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及其顺利进行与可靠运行,所以为了发挥水

程的安全可靠运行,使其应用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并体现水利工

利工程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水利工程建设时,需要有效开展

程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而混凝土材料及其施工是水利工程建设

混凝土施工管理与质量控制。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7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1 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要点

工程实际,合理选择施工工艺。浇筑振捣施工作业时,其拌制材

1.1勘测设计。勘测设计工作对于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

料会出现流动现象(比如粗骨料之间的挤压以及水泥砂浆等),

土施工顺利进行起着关键作用,其能够为水利工程项目的科学

能够有效填补混凝土工程的间隙,并且工程内的空气会以不同

设计、施工方案的合理制定等提供准确的信息资料。所以水利

形式被挤出来,这样不仅能够增强混凝土工程的强度,还能够有

工程混凝土施工前,必须依据项目实际(比如施工条件要求、环

效确保整个水利工程质量。

境要求以及经济方面的要求等)与相关规范(比如水利工程等级

1.7混凝土养护。由于混凝土是水利工程项目的主要原材料,

要求,施工作业规范等),通过专业的从业人员,对所作业区域的

所以水利工程通常对其强度等相关参数有严格的标准要求,使

地理、地质等开展科学勘测,确保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时不会破

得水利工程混凝土养护作业非常关键。在实际的养护作业时,

坏环境,并且可以在结合实际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施工工艺,减

需要结合项目实际,合理选择养护技术方法,从而保证养护作业

少建设成本。

开展的有效性(比如夏季养护作业时,通常运用浇洒水的形式；

1.2混凝土材料配比设计。混凝土材料配比设计的科学性,
是保证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其实际的配比
设计时,需要结合水利工程实际,选择水化热低的硅酸盐水泥与

如果在冬季开展养护作业,需要结合具体的温度实际选择养护
方法,如涂刷养护剂或铺设麻袋等)。

2 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管理内容

外加剂等。具体的配比设计内容为所选择的水泥与石灰配比、

2.1质量管理。混凝土施工质量管理是确保水利工程可靠运

熟料矿物配比以及水泥粗细配比等,使配比的相关参数都可以

行的关键举措,在实际的水利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管理过程中,

满足工程建设要求。并且在配比设计前,需要对所采购的原材料

必须检查所采购的原材料质量、控制混合料的配比以及加强拌

质量开展检查,确保原材料符合水利工程建设需要。

制材料的运输控制等,保证混凝土的相关参数符合水利工程建

1.3模板施工。水利工程混凝土模板施工时,需要对其基层
进行有效处理,从而保证模板施工的顺利开展。因此模板施工时,

设要求。在浇捣作业时,必须结合标准要求,规范开展作业,从而
保证混凝土施工质量达到水利工程建设要求。

需要做好基层的处理工作,并保证模板能够与基层紧密相连,同

2.2成本管理。水利工程建设通常是由国家投资,其需要巨

时需要封堵其存在的空隙,防止其漏浆现象。而且为了在水利工

大的人力物力成本,而混凝土原材料及其工程施工都是水利工

程完工后,方便模板的拆卸作业,需要在混凝土浇筑前,摊铺隔

程的主要内容,所以为了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有效性,必须加强

离薄膜,也可以涂装相关的隔离剂等,这样不仅避免浇筑漏浆问

其混凝土施工的成本管理。其成本管理涉及到混凝土原材料的

题,而且能够增加混凝土工程的美观性等(比如没有蜂窝与麻面

采购、设计方案的原材料用量、施工规范作业的防止浪费等内

等问题),以及保证水利工程的强度。

容,因此在其实际的成本管理时,必须结合水利工程实际,在确

1.4拌制施工。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拌制施工时,需要依

保质量、安全等前提下,加强混凝土施工成本控制工作。

据科学的配比设计单开展拌制作业,必须遵循相关要求(比如拌

2.3技术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要求与相关细节

制作业时的液态外加剂,在其称量后,给搅拌筒注入原材料时,

非常多,涉及到很多的技术方面内容。并且其在实际的施工过程

把外加剂直接注入到搅拌筒等)。结合笔者实践工作经验,认为

中,都需要结合不同施工要求,合理选择相关的施工技术进行作

混凝土拌制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计量不准确；以及没有依据

业,从而确保混凝土施工质量,所以在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

砂石骨料中的含水率不同做好配比计算工作；上述因素对于混

工时,必须加强其技术方面的管理工作,对不同施工要求需要的

凝土的相关参数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强度、粘聚性以及密实性等

施工技术开展分析,从而保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及其顺利实施。

参数)。拌制作业时的原材料注入顺序需要结合其是否加入混合

同时在其施工作业前,需要严格设计图纸的审核以及要求做好

料与外加剂(比如不用加入混合料时,其原材料注入先后顺序

技术交底工作,从而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技术管理

为：石子、水泥、砂；如果需要加入混合料时,其注入先后顺序

水平。

为：石子、水泥、混合料、砂)。此外在拌制作业过程中,不能

2.4计划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计划管理,对于

随意增减原材料,随时对拌制材料进行检查,确保其颜色、均匀

保证水利工程建设进度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在实际的施工作业

度以及流动性等都符合要求。

时,首先需要明确工期、质量等目标,其次需要依据相关目标以

1.5摊铺施工。水利工程混凝土摊铺作业时,一般是把运到

及结合水利工程实际,科学制定相关计划。在具体的计划管理时,

施工现场拌制好后的混合料,倒入模板槽中,如果存在显著的离

必须以实际的水利工程项目为基础,在确保进度、质量、安全以

析现象时,必须对其进行拌制。摊铺作业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工

及经济效益等前提下,做好计划管理工作,使得制定的计划能够

具(比如大铁钯子、方铲等)开展施工,严格控制其出现蜂窝与空

得到贯彻执行,确保计划的可执行与符合实际的水利工程建设

洞等问题。摊铺作业间歇通常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存在作业

要求。

间歇,需要把连接部分进行耙松,再开展摊铺作业施工。
1.6浇筑施工。水利工程混凝土浇筑作业时,必须做好其相

3 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管理及其质量控制
措施

关指标参数的检查工作(比如坍塌度以及泌水度等),然后结合

3.1健全相关管理制度。(1)加强质量管理,建立质量保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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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加强质量管理要贯穿于水利工程全过程,首先,加强设计过

3.5定期开展检查。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工时,需要实

程质量控制,健全设计文件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工程设计

时检查混凝土凝结后是否存在深层裂缝、贯穿裂缝等,若发生存

要符合国家及水利行业有关工程建设法规、工程勘测设计规程、

在此类现象,应采取针对性解决措施。深层裂缝可通过将其钢筋

技术标准的要求；其次,在工程施工时要做好“三控制”、
“两管

去除,重新进行浇筑铺设；表面出现裂缝可直接进行浇筑。应对

理”、“一协调”,用经济手段制约建设各方,确保工程质量达到

混凝土凝结全过程进行实时关注,根据实际状况进行科学养护,

优质；再次,改进监控方法,提高检测水平；最后,要加强对全体

混凝土凝结初期,其强度通常较小或无强度,可适当增加湿度,

水利项目职工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知识的培训。(2)创新管理模

以提升其内部拉应力,确保内外拉应力统一,通过适当增加水

式。加强管理模式的创新,是推动水利行业整体水平提高的重要

分、铺设塑料薄膜,以实现保湿目标。此外,对裂缝形成应加以

手段；要加强对国内外管理方式的引进和学习,并结合水利业的

控制,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1)温度裂缝控制。根据施工实

总体发展趋势,把握好水利行业管理方面的发展方向及其热点；

际状况,布设相应的保温装置,针对易出现裂缝的部位,通过增

如PDCA循环管理、三全管理、三阶段控制原理等,结合自己的实

加相应的钢筋加固,减少内部拉应力值差距。(2)干缩裂缝控制。

际情况,加强管理方式的改革。

控制材料配合比,浇筑完成后应观察凝结状况,适当给予水分确

3.2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为了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混凝土施

保湿度,根据相关标准实施填埋、压实等,对混凝土进行二次抹

工管理水平,必须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施工原材料及其

压。(3)塑性裂缝控制。主要以浇筑进程中振捣为核心,确保振

质量准备、机械设备性能及其维修等、相关技术准备等。比如

捣质量。

施工原材料及其质量准备,必须确保其符合水利工程建设要求,
做好其检查工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建设的原材料主要是混凝土原材料,对

3.3加强施工设计与规范施工流程。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结合

其开展有效管理与质量控制工作,可以发挥水利工程项目的功

实际状况,依据相关标准及规范,对混凝土进行设计,形成完善

能价值。所以为了确保水利工程质量及其安全运行,需要对其勘

的施工流程,保障混凝土施工质量。在具体设计进程中,应全方

测设计、材料配比设计、模板、拌制、摊铺、浇筑以及养护等

位掌握项目环节全方位掌握,将其施工中各个环节及薄弱环节

施工要点,以及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质量管理以及成本管理等

加以管控,对易出现裂缝部位加强关注及防治措施,提前管控将

内容进行分析；同时在其实际的施工时,需要加强对水利工程建

影响混凝土产生裂缝因素,减少混凝土结构出现裂缝。应对其结

设的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采取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做好相关准

构进行加固钢筋设计,根据施工实际状况,对其施工技术进行科

备工作、加强施工设计与规范施工流程、严格混凝土生产质量

学设计,明确加固流程,减少低配钢筋对混凝土拉应力的影响,

控制以及定期开展检查等措施。

降低混凝土出现裂缝概率。
3.4严格混凝土生产质量控制。混凝土的强度往往对水利工
程的综合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混凝土生产的过程
当中,要严格的控制其自身的生产条件以及相应的工艺需求。在
混凝土混合和生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其配比,根据
骨料的粗细程度,外加剂的种类以及水泥的强度来进行细致的
设计,严格的控制混凝土,各种原材料的配比,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让混凝土的强度更好的满足水利工程建设的需求。在混凝土
进行混合的过程当中,不单单需要考虑到混凝土拌合物的性能,
同时还要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来进行细致的考虑,通过这样的
方式来对配比进行适当的改变。还有就是在混凝土混合的过程
当中,一定要注意水的应用,例如水是否是纯净水,并且没有其
他的一些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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