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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思考
马登珠

!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青海 西宁!M#$$$##

!摘!要"!近年来"通过水利设施建设资金的不断投入"青海省大部分水文测站%水文巡测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得

以加强"测报手段%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为大江大河防洪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保障$ 但青海省

地处青藏高原"各类因素影响水文基础设施的建设$ 本文提出了青海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问题"并提出了

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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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水利工程建设投资力度的加

大#水文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但以前的水文建管模式

有待完善&规范化( 因青海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解决

青海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改进建管理念

和模式#将有利于投资效益最大化#对青海省水文事业

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青海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

#Q#!受海拔&气候因素影响较大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海拔 JJ$$?以上#冻土现象

普遍存在( J$#T 年 M 月 #T 日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青海省气象局发布的青建设,J$#T-JM$ 号文件)关

于发布青海省市"县$标准冻深值的通知+中#地处青

海省海东市的乐都区为省内市&县标准冻深深度值最

低的地区#标准冻结深度达到了 RO7?#最大冻土深度

达到了 ML7?( 地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野牛沟

地区为省内市&县标准冻深深度值最高的地区#标准冻

结深度达到了 JM#7?#最大冻土深度达到了 K$$7?( 同

时埋藏较浅的地下冰在人为活动的影响下#特别是采

.'$.



暖建筑物下#容易形成融化盘#造成建筑物的不均匀融

沉#导致建筑物变形#出现裂缝0#1

( 如!长江第一水文

站***沱沱河水文站所处地理位置常年为冻土区#很

大程度影响该水文站房屋建筑的质量安全#从而影响

其使用寿命(

青海地处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常年平均气温在

$f以下#黄金施工期一般为 T*M 月#施工期短影响施

工进度( 低温的气候环境不仅会影响水文建筑混凝土

等建筑材料的强度#而且会影响水文设备的调试和运

行#严重影响水文设施的建设(

#QJ!水文设施建设点多&面广

青海省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地理位

置为东经 MOcK"dV#$Kc$Rd#北纬 K#cOdVKOc#Od#全省东

西长 #J$$多 P?#南北宽 M$$多 P?#总面积 LJQJK万 P?

J

#

列全国第四位( 青海省共设水文站 KO 处#其中#专用

水文站 # 处#巡测站 R 处#水文测站分布在全省 T 州 #

市 # 地 JR 县( 按流域划分#黄河流域 JJ 处#长江流域

T 处#澜沧江流域 J 处#内陆河流域 O 处/按测站等级划

分#国家重要水文站 #K 处#省级重要水文站 #K 处#一

般站 O 处#专用站 # 处#巡测站 R 处#群众雨量站 OK

处#水质监测站 M# 处#报汛站 J" 处#其中中央报汛站

#R 处( 全省大部分测站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工作生

活环境艰苦( 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水文站位于唐古拉山

腹地#距西宁市 #K$$P?#海拔 RT$$?(

可见#青海省虽地域宽广#但水文站点分布偏少(

除青海省东部地区水文站点分布相对集中外#其他大

部分地区尤其青南地区的水文站呈现站点偏少&密度

低&分散&面广的特点#建设管理难度大&材料周转周期

长&运输费用高&施工人员劳动强度高(

#QK!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专业人才不济

青海省水文局目前职工人数已达到 K$$ 多人( 人

员和技术力量分布不均匀的问题比较突出#条件比较

好的机关和东部地区的人员和技术力量比较富裕#地

区比较偏远&条件相对较差的测站人员和技术力量不

足( 专业结构较单一#电子机械&计算机&通信&信息

化&经营管理等方面人力资源较少0J1

( 现有水文人员

绝大部分都是水文水资源&地下水&水环境专业人员#

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专业人员( 加之现代水文理念的

不断进步#水文基础设施也将迎来新技术&新设备&新

规划的革新( 水文事业大发展#首先要进行水文基础

设施的建设#而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稀缺(

#QR!水文基础设施运行维护复杂&维护费用高

近年来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对提高水文监

测能力水平&防汛减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作

用( 但青海省水文站站点分散#路途遥远#项目涉及土

建&金属结构&电子信息&卫星传输等多领域#运行维护

复杂( 虽然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落实了运行维

护费用#为基础设施正常运行#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运行维护费用还未纳入省级

财政预算甚至未形成长效机制(

#Q"!水文传输终端通信质量不佳

遥测站采用三种通信方式#其中短信和网络通信

质量的好坏取决于网络运营商提供的公网质量#但青

海省部分地区公网质量得不到保障#因此网络通信不

畅#个别站点昼夜温差大#湿度大#造成 Z]/卡变形&锈

蚀和损坏#存在维护中未能及时登记更换信息等原因#

造成到报率不达标#以及通信费用增加(

大多数采用北斗卫星通信方式的设备故障频发(

通过近几年观测发现#采用北斗卫星终端传输的站点

发生故障较多( 故障主要集中在设备设置自动恢复成

出厂设置&通信模块自动断电&受天气影响传输数据不

及时或不全等方面(

#QT!公益性任务重大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

业#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可

可西里的申遗工作#青海水文担负的责任也愈加重大(

近年来对可可西里重要湖泊水文水环境进行的考察#

使水利工作者初步认识了可可西里河湖的一些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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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为今后保护可可西里#为全面认识可可西里奠定较

好的基础(

#QL!特殊性

水文设施虽属于水利工程的范畴#但涉及水利工

程量极少( 水文设施工程按项目属性分为水文基础设

施&技术装备&业务应用与服务系统三类0K1

( 一个建设

项目中通常包括房建&机电&电子信息等多种专业领

域( 如近年来实施的青海省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建

设项目#建设内容除生产业务用房建设外#还包括观测

道路&水文缆道&缆道房建设和自动监控及数据采集终

端&报汛通信设备&水情预报软件&北斗卫星通信终端

以及雨量计等设备配备( 水文基础设施项目呈现实施

内容复杂&各个专业领域交叉的特点(

#QM!社会影响力小

长期以来#因水文事业的社会定位和行业特点#对

社会影响力较小( 水文行业的社会影响力仅仅局限在

驻守断面&测洪报汛&收集水文资料&从事基础工作(

社会民众对水文行业的工作性质&工作范围&工作能力

知之甚少( 在水文基础设施建设中实施征地&拆迁等

工作时#社会民众容易将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与

县级水务局视为同一单位#对%水文'概念模糊不清#

影响建设项目的有力实施(

#QO!参建单位的专业能力不一

受海拔高&站点偏远以及交通不便等影响#经验丰

富&资质优良的施工单位很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标#参与投标的单位往往只有几家#而且施工能力参差

不齐( 再者#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

水文仪器设备生产与安装厂家屈指可数#行业竞争小#

特殊设备的生产和安装对厂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思考与对策

JQ#!注重建管并重

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在建设初期成立项目

建设管理办公室( 各现场项目部在项目建设办公室的

领导下#对项目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工程合

同管理&资料档案管理&项目验收等进行全过程管理/

同时成立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监管组#负责项目建设的

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开展重大问题调查研究#督促和

推动项目建设进度#不定期开展对各现场项目部的建

设专项检查工作#统计&编报项目进展情况#督促整改&

跟踪落实项目在专项检查&稽查中存在的问题等有关

工作(

JQJ!强化质量安全管理

工程开工建设前积极开展质量监督备案工作( 建

设过程中认真配合监理部门开展工作#专门抽调技术

骨干派驻施工现场#做好%三控两管一协调'工作( 要

求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技术员&安全员&质检员&资料

员&预算员等全部到位( 在原材料的使用上严格进行

质量检测#要求出厂合格证明材料齐全并响应招标文

件#工程建设中严格按照初检&复检&终检和甲方验收

的%三检&一验'制度#要求各类资料与工程建设同步#

同时要求并监督施工单位完善各类安全防范措施#杜

绝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JQK!注重资金使用管理

严格遵守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在现有财

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确保

资金安全#无挪用&挤占&截留( 账务处理上#严格按项

目标段进行核算/结算工程&设备价款时对用款申请资

料进行多方签字审核#确保材料真实&完整( 建立完整

的会计档案#会计原始凭证&账簿完整( 开展内部审计

工作#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JQR!加强培训工作

随着水文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水文设备日新月异#

安装调试工作技术含量较高#开工建设前应组织技术

骨干进行仪器设备安装和调试的培训工作( 从教材编

制&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践操作等方面进行周密安

排#确保培训工作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为

项目的早日建成并发挥效益提供技术 %下转第 "M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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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压应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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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的最大和最小压应力#PF+/

U***底板面积#?

J

/

'

F***荷载对底板形心轴的力矩#P(.?/

'

(***底板载面系数#?

K

(

经计算#基底最大应力
'

?+@

mJJTPF+nJ"$PF+#基

底最小应力
'

?*.

mM"PF+( 基底最大&最小应力均满足

要求( 通过抗滑稳定及其基底应力分析计算#堤防工

程均可选择砂卵石基础(

'(结(语

平溪河李树至洞坪段经多年水流冲刷#部分临河

护岸难以发挥防洪功用#急需河道治理工程设计( 本

文依据平溪河禾滩水文站 #OTT*J$## 年的实测流量

及水位观测资料#对工程区进行水文分析计算( 统计

水文站长系列数据#判定平溪河洪水 "*L 月出现概率

最大#并采用地区综合频率曲线法对禾滩站设计洪水

进行计算( 根据支流汇入及集雨面积沿程变化情况#

选定 M 个控制断面#分别求得各控制断面设计洪水(

根据断面实测成果#采用水面曲线法#推求各断面设计

洪水位( 根据面积比的 JNK 次方将禾滩站设计洪水搬

移至工程河段各控制断面#求得各控制断面相应时段

的分期设计洪水成果(

治理工程设计基准年为 J$#K 年#根据)堤防工程

设计规范+"%b"$JMT*J$#K$#选定堤防&护岸工程级

别为 " 级( 本文重点对治导线布置&提防方案选定&重

力式浆砌石挡墙断面设计等河道治理工程设计中的核

心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可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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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RO 页& 保障#也为青海省水文发展提供技术

和人员力量(

JQ"!严格执行%四制'

严格执行%四制'#即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

制&建设工程监理制&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建设项目

合同制( 在项目的实施方案编制&建设实施&项目验

收&生产运行等各个环节#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和项

目%四制'管理/在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咨询公司对各单项工程进行招标控制价预

算#如此即可满足工程量清单招标的需要#还可有效控

制项目投资#最大限度节约建设成本/在合同管理中#

除签订承包合同外#还应签订相应的廉政责任书和安

全生产责任书#如此既保证了项目的建设合法&合规#

又明确了合同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杜绝安全事故和腐

败现象的发生#确保项目建设工程安全&资金安全(

%(结(语

青海省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制约着

水文基础设施的建设( 梳理青海省水文基础设施建设

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予以解决将有利

于青海省水文基础设施的建设( 贯彻实施国家水文事

业大发展的背景下#结合青海省水文实际特点#形成具

有青海省特色的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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