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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县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施工
管理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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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供水工程施工管理是确保供水工程建得成"建得好"长受益的重要前提# 本文以江西省新建县石埠

镇集中供水工程为例!浅议农村供水工程的施工管理技术要点# 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严格的

施工进度管理"施工方法选择及施工质量管理!坚持+施工进度服从建设质量,的总体原则!工程取得较好的效果!对

农村供水工程施工管理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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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事关亿万农村居民的民生福祉"经过

两个五年规划的全面实施"显著改善了我国农村居民的

生活饮用水条件"为农民提升生活品质%全面奔小康和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做出了积极贡献
0$1

( 受限于我国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两个五年规划的实施均以兴建供

水工程为主的单维度解决农村饮水问题
0"1

"并且存在工

程建设标准总体偏低%施工质量把关不严的现象( 为进

一步确保农村供水工程建得成%建得好%长受益"农村供

水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尤为重要( 本文以江西省新建县

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为例"浅议农村供水工程的施工管

理技术要点(

*%工程概况

新建县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位于新建县石埠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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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峰水库为水源"一期设计供水规模 "####8

O

QA"水处理

工艺为混凝沉淀常规水处理(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取水

泵房工程%原水输水管工程%净水厂厂区工程和配水管

网工程"其中取水泵房建设在新建县肖峰水库取水口

处"净水厂位于石埠镇柯里村( 原水输水管采用bXK##

球墨铸铁管"配水管网主要采用球墨铸铁管和 U_管(

结合所设计的水处理工艺"净水厂厂区主要建筑物有反

应沉淀池%清水池%滤池%送水泵房%污泥池%污泥脱水机

房%加矾加氯间%综合楼和门卫室等工程(

新建县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施工周期 $' 个月"按

照#强化管理%技术先行%严格监控%确保工期%优质安

全$的总体原则"施工过程中进行了施工进度%施工方法

和施工质量管理(

"%施工进度管理

按照#施工进度服从建设质量$的总体原则"施工进

度管理技术要点主要包括!优化施工总体布置%确保通

信设施布置%做好安全防护设施布置%严格施工进度过

程控制等方面(

"M$!优化施工总体布置

施工前优先开展施工总体布置工作"优化资源配

置"减少施工干扰"确保工程进度"降低临建工程施工用

地和费用(

根据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的各单项工程布置情况

以及各项目施工内容情况进行施工分区布置"施工区划

分为办公生活区%构筑物工程施工区和建筑物工程施工

区( 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以及施工总进度的安排"确定

水%电%通信系统"施工道路"生产辅助临建设施"办公及

生活福利设施布置等( 一切临时设施的布置与工程施

工顺序和施工方法相适应"供水%供电系统应性能可靠%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M"!确保通信设施布置

确保施工进度的前提是确保项目部%业主%监理%设

计等单位之间的通讯畅通( 工程施工过程中采用无线

移动通讯%有线程控电话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工

地通信网络"确保信息传达及时"为保障施工进度奠定

良好的基础(

"MO!做好安全防护设施布置

施工过程的安全防护至关重要"是确保施工进度的

重要前提( 工程施工过程中编制了各工种及工序的详

细安全操作规程( 安全防护设施的布置主要包括施工

区域周边安全防护布置%施工区域内信号设施布置和环

境保护设施布置"确保施工安全"从而有效保障了施工

进度(

"MN!严格施工进度过程控制

施工进度过程控制是有效确保施工进度的重要手

段( 工程施工过程中首先对施工方案预先策划"结合工

程实际情况对供水工程进行分部施工"编制工程进度计

划"紧抓关键工序%关键线路"制定目标工期( 施工过程

中"对分部施工进行分阶段控制"切实执行工程进度计

划"如有特殊情况"进行适时动态调整( 利用阶段进度

确保施工总体进度"利用施工总体进度确保施工目标(

+%施工方法选择及管理

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施工方法是施工管理的重

点"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是降低施工成本的重要

手段(

OM$!施工方案选择原则

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的施工方案选择原则主要有

以下几点!

:M坚持#经济合理$"首先对供水工程本身%周边施

工环境%设计图纸%技术资料等进行详细调查研究"获得

准确的基础资料"优先比较施工方案的经济合理性(

DM坚持#技术可行$"选择施工方案前"认真研究

工期%质量%工艺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合目前农村供水

工程施工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技术可行的施工方

案( 同时要与时俱进"依靠科技进步"大胆采用新工

艺%新设备%新材料"真正做到少投入%高效益(

<M坚持#安全第一$"在供水工程施工方案选择

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任

+('+



何一种施工方案必须制定安全保证措施"确保安全

施工(

FM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在供水工程施工

方案选择时"正确处理好质量%进度%成本三者之间的

关系"始终把质量放在首位"以优质工作质量保证优良

的工程质量(

OM"!分部施工方案选择及管理

结合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的施工方案选择原则"

针对供水工程施工所涉及的分部施工方案逐一进行综

合评估选择( 结合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实际情况和设

计方案"分部施工方案主要包括施工控制测量%基坑排

水%雨天施工%基坑石方开挖%基坑土方开挖%现浇混凝

土施工%构筑物满水试验%混凝土路面施工%管道施工

和机电设备安装等"主要方案要点如下!

:M施工控制测量方案!严格进行平面放线%局部

放线%高程放线"平面放线采用全站仪"高程放线利用

水准仪(

DM基坑排水%雨天施工方案!基坑排水方案利用

明渠和水泵进行排水( 如遇雨天"做好充足的施工材

料准备"并安排专人负责疏通排水沟保证地面积水不

能流入基坑(

<M基坑石方开挖方案!采用 U1""# 挖掘机爆头分

层打碎岩石"再用挖掘机汇聚成堆"自卸汽车运走( 开

挖过程中严格做好基坑边坡稳定性的观察(

FM基坑土方开挖方案!运用#自上而下"分段%分

层开挖$的原则"采用推土机或反铲挖掘机等机械分层

开挖"注重施工期排水工作(

2M现浇混凝土施工方案!按照具体分部工程实际

情况"依照&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4HK%%-"#$N*的

有关要求进行施工( 主体结构现浇混凝土按设计缝的

布设进行分块"底板与侧墙结合部作为分层面"底板不

分层(

;M构筑物满水试验方案!主要试验程序为水池注

水
&

水池水位观测
&

蒸发量测定( 注水分 O 次进行"

每次注入为设计水深的 $QO"相邻两次充水的间隔时

间不少于 "N2(

@M管道施工方案!按照设计要求明确沟槽底部的

开挖宽度%沟槽支撑%沟槽边坡最陡坡度%管材堆放高

度%管道基础标高%管道敷设%闭水试验%回填等重点

方案(

3M机电设备安装方案!主要包括水泵及电动机安

装%地脚螺栓和灌浆%试运转检查等内容( 机电设备安

装应重视试运转检查"确保符合要求(

G%施工质量管理

施工质量是供水工程的生命"石埠镇供水工程施

工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施工质量管理"从组织%制度%

技术%检验检测%物资设备等各方面开展全方位%全过

程的质量管理(

NM$!建立组织岗位责任制

石埠镇供水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法组织

施工"由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项目领导和一批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项目经理部"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质量第

一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将施工质量目标逐级分解

并落实到各职能部门及责任人"签订责任状"明确各自

的质量安全生产责任制"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为确保

施工质量提供组织保证(

NM"!健全技术方案交流制

技术方案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 石埠镇供水工

程施工过程中定期组织技术人员%质检员学习设计文

件%施工规范和技术标准( 在施工中进行层层技术交

底"做到切实了解和掌握工程的要求和施工技术标准"

在施工中严格按照程序及规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达

到要求(

NMO!建立施工质量三检制

石埠镇供水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三检制$

及质量奖罚制度"每道工序均实行由施工班组初检"现

场施工员复检"项目部专职人员终检"三级自检合格

后"按规范要求填写工序质量评定表"报请监理人员验

收"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签证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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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形成了完善的质量管理网络"使工程全过程%

全方位处于质量受控状态(

NMN!健全物资设备合格制

石埠镇供水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物资材料的

质量( 所有物资设备的采购"均进行质量%信誉%供货

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价"物资管理从进货%检验%试验%

进库%登记%标识%出库%使用等各个方面层层把关"确

保材料质量( 针对所采购的设备"进场前均进行检验

和认可"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设备操作规程和维修保

养规定"确保正常运行使用(

$%结%语

新建县石埠镇集中供水工程的施工指导思想明

确"坚持#施工进度服从建设质量$的总体原则( 施工

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施工进度管理%施工方法对比%

施工质量管理"在保证施工质量的情况下加快施工进

度"坚持优化施工总体布置%综合评估施工方案%控制

施工进度过程%执行质量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设计要求

及规程规范进行施工"成效显著"对农村供水工程施工

管理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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