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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前中国水库运行管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吴0钢00刘0磊00李0皓

!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 北京0#"""2*$

!摘0要"0近几年"水利部组织有关单位对全国部分水库运行管理情况和监督管理情况进行了现场监查% 依据督

查成果"分析了当前中国水库运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初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做好

水库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指导%

!关键词"0水库#管理#安全

中图分类号# !L-H+%%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H-)'$

Q43;@3345/5/A04/B>5918A35:;@>>8/6>838><54>5B8>0645/A0/0=8A8/6

4/V74/0 0/?;5@/68>A803@>83

a[,B56" L;[L?8" L;<B4

%B$%$;4)+-<=&4()>(;-.)3(;"-%;4).34$-% B&%&*(G(%4&%8 N.&2$4+0(3.)$4+"(%4()" @($A$%* #"""2*" "#$%&&

.936>0;6! ;5 G?E?5D@?BGC" f858CDG@4IaBD?Gb?C4AGE?C4G6B58V?CG?K?FB5DA58DCI4GC8D?85CR?ED845 45 4R?GBD845 QB5B6?Q?5D

B5H CAR?GF8C845 QB5B6?Q?5D85 C4Q?G?C?GF48GCBKK4F?GD>?E4A5DG@MT>?85CR?ED845 G?CAKDCC>4SD>BDC4Q?QB85 RG4OK?QC

85 EAGG?5DG?C?GF48G4R?GBD845 QB5B6?Q?5D85 9>85BBG?B5BK@V?H" E4A5D?GQ?BCAG?CI4GC4KF856RG4OK?QCBG?RG4R4C?H

RG?K8Q85BG8K@" D>?G?O@RG4F8H856E?GDB85 BCC8CDB5E?B5H 6A8HB5E?I4GIAGD>?GH4856S?KK85 G?C?GF48GQB5B6?Q?5DM

D82E5>?3! G?C?GF48G# QB5B6?Q?5D# C?EAG8D@

00水库作为江河上的控制性工程"利用其自身的防

洪库容"拦蓄洪水削减洪峰"在防洪减灾体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同时"在灌溉*供水*发电*生态环境等方面

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保障了社会稳定*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水库概况

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

(#)

"截至 !"## 年

年底"中国共有水库 ]*""! 座"总库容 ]2!21#! 亿 Q

2

$

其中"大型水库 $+) 座"总库容 $.]]1*+ 亿 Q

2

#中型水

库 2]2* 座"总库容 ###]12* 亿Q

2

#小型水库 ]22"* 座"

总库容 $"21+# 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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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情况

!1#0大规模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据统计"中国 $+e的大型水库*)$e的中型水库*

]"e的小型水库修建于 #]+*-#]$) 年(!)

$ 受当时历

史背景*经济条件*技术水平等方面限制"不少水库存

在工程标准偏低*建设质量较差*配套设施不全等问

题$ 因此"#]*"-#]]" 年"中央先后启动两批次病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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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除险加固工程$ 进入 !# 世纪以来"国家陆续投入巨

资进行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水库的安全

状况有了极大改善$

!1!0全面实施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关于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3!""!4.+ 号&"全国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改革正式

启动"改革涉及全国 .$ 万多职工的切身利益"影响深

远$ !""* 年"水管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并通过验收"基

本理顺了水管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职能"工程管理人员

基本到位"人员经费有了基本保障$

!120落实大坝安全责任制

各地按照+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号&要求"大中型水库落实了政府行政管理责任人*

水库主管部门责任人*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明确了各

类责任人的具体职责"将责任落实到人"并实行责任追

究制$ 小型水库也基本落实了管护责任主体"设有专

人看管$

!1.0工程管理条件有所改善

各级政府能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工程管理

的硬件*软件建设"尤其是除险加固*体制改革*人员培

训*信息化建设等工作的不断推进"工程安全状况*经

费保障*管理设施配备和人员业务水平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工程管理条件有所改善$

$%当前运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全面了解水库运行管理情况"促进水库工程规

范运行*安全运行*良性运行"充分发挥水库工程的综

合效益"水利部建立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督查制度"对

全国已建的水库*水闸*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开展监督检查$ 从 !""] 年开始"至 !"#) 年年底"共督

查水库 2$" 座"其中大型水库 #2$ 座*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 座$ 覆盖了部直属单位*全部流域机

构以及除西藏以外的 2# 个省%市*区&*计划单列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水库$

通过查看工程现场*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及与管理

人员座谈交流等形式"对水库管理体制*两项经费落

实*大坝安全责任制落实*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调度

运用*蓄水管理*安全鉴定*日常巡视检查*工程观测*

维修养护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检查$ 经过对督查成果统

计"可以看出水库运行管理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和普

遍的问题$

21#0水管体制改革未完全到位"维修养护经费

不足

00近些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了水利工程维修养

护经费的投入力度"但是仍有很大缺口$ 督查时发现

部分地区水管体制改革不到位"有些地区出现反弹现

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一些市县管理的水库

工程维修养护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维修养护经费来源

没有固定渠道"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维修养护经费

难以到位"或者是不能按批准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的

经费额度足额兑现"导致工程该修未修"年久失修$

21!0管理人员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力量薄弱

大多数水库工程由于地处山区"远离城镇"工作和

生活条件较为艰苦"招聘不来年轻的专业技术人员"经

过长期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业务骨干外流比较严重#

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安置人员等原因"许多不具

备水库管理专业知识的人员成为水库管理队伍的主要

来源"致使部分水库管理单位人员长期存在结构不合

理"专业人员匮乏"技术素质偏低"管理和责任意识不

强等问题"甚至个别水库不具有水利相关专业背景的

技术人员$

2120调度运行不规范"存在违规超蓄现象

部分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库管理单位对大型

和重要中型水库调度运用规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等规范要求不清楚"未组织

编制水库调度运用规程"水库调度凭经验"无计划#有

些水库虽然编制了水库调度运用规程"但内容简单"不

够全面"在水库库容*径流量*泄洪能力*下游河道安全

泄流量等特性指标发生重大变化后"未及时按照+水库

调度规程编制导则,%%L$")-!"#+&的要求进行修订$

少数水库存在严重的违规超蓄现象"给水库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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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上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潜在危险$ 究其

原因"一是部分干旱缺水地区的水管单位存在侥幸心

理"二是部分水管单位受经济利益驱使$

21.0安全应急管理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水库大坝安全应急管理包括应急预防*应急预备*

应急响应*应急恢复等四个阶段(2)

$ 督查发现一些水

库管理单位未编制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或者未按

照要求及时进行修订"编制内容不全面"未进行溃坝洪

水计算及溃坝洪水风险图绘制"也未报请有关部门进

行审批#预案重在落实"但是督查发现部分水库管理单

位未有效开展应急管理培训*预案宣传*突发性安全事

件应急演练等工作$ 究其原因"是部分水库管理单位

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和安全应急管理意识"存在侥幸

心理"安全管理人员应急管理知识匮乏"保障工程安

全*维护公共安全和防范与处置水库突发性安全事件

的能力较差$

21+0部分工程仍存在隐患"管理范围内存在违法

违规现象

00一是由于除险加固时地方配套资金未足额落实"

水库除险加固内容未全部实施"存在影响水库安全运

行的遗留问题$ 二是由于经费缺乏*技术力量不足等

原因"工程监测和水文观测*预警预报系统*防汛道路*

备用电源和通信等管理设施设备不配套或老化*损坏

严重"影响运行和防洪安全$ 三是部分水库管理范围

存在违法占用问题"个别水库违法占用性质恶劣"已严

重影响水库运行安全"如紧靠下游坝脚修建坑塘"长年

蓄水"抬高下游浸润线"影响大坝稳定$

督查发现"因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水库

管理单位执法偏弱"部分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

围内存在违法违规现象$ 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库区淹

没线内开发房地产"建设永久建筑物#库区管理范围内

进行违法采沙#坝区工程管理范围内私搭乱建房屋*违

规修建码头等"影响水库运行安全$

21)0工程巡视检查和安全监测工作未予足够

重视

00工程日常巡视检查和安全监测工作是保障水库安

全的一项重要手段$ 但是督查发现"部分水库日常巡

视检查流于形式"检查记录内容简单"工程存在的一些

安全隐患问题未在记录中真实反映$ 同时"工程安全

观测设施损毁*缺失严重"主要原因有
$

水库进行除险

加固时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未足额落实"删减初步设计

内容"未按设计要求布设位移*渗流*渗压等必要的安

全观测设施#

%

缺少维修养护资金"部分水库测压管*

量水堰等观测设施损坏多年"一直未修复#

,

管理单位

技术力量不足"开展的观测项目*频次*精度不满足规

范要求"未对观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甚至从未开展观

测工作$

*%进一步提高水库运行管理水平的决策

建议

.1#0深化水管体制改革"落实维修养护经费

督促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关于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3!""!4.+ 号&"深化国有水利工

程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好公益性*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基

本支出和维修养护经费"加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经费

的投入力度$ 进一步明确中央财政补助中西部地区*

贫困地区县级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向市*县

管理的大中型水库倾斜$

.1!0加强水库能力建设"提高管理人员技术素质

加强对水库现有管理人员的培训$ 一要大力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的业务培训"组织对水库行政管理*技

术管理*运行观测*维修养护等各类人员的专业技术培

训"不断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 二要内部

挖潜和引进人才相结合"既要努力培养年轻骨干"做好

管理队伍的梯队建设"也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

逐步建立起适应当前形势要求的新型水库管理队伍$

.120加强水库调度管理"杜绝超蓄超限现象

建议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管理单位按照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 +水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

等要求"进一步规范水库调度运用管理工作"编制*审

批水库调度规程*年度调度计划$ 结 $下转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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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坝 基 深 层 抗 滑 稳 定 计 算 结 果

设计组合

作用组合
作用类别

持久状况

基本组合

偶然状况

特殊组合

考虑情况
正常

蓄水位

设计

洪水位

冰冻

情况

校核

洪水位

施工

期

抗滑

稳定系数

计算值 21". 21!# 21"$ 21#. !1*$

规范值 #12" #12" #12" #1#+ #1#+

*%结%语

本文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了溢流坝纵向和横

向应力变化"计算了纵向和横向应力"确定了各主应力

工况的应力分布"引进材料力学方法对溢流坝抗滑稳定

安全系数和坝基面应力进行了计算"并获得了不同荷载

组合下的抗滑稳定系数和坝基面应力"根据应力计算结

果对溢流坝段结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可为

类似工程溢流坝结构设计和施工提供借鉴和参考$

#

参考文献

(#)0袁剑军M土石坝防渗墙黏土混凝土材料的工程应用初探

(d)M水利建设与管理" !"#2%!&! 22P2+M

(!)0吴瀚M截水环对涵管周围渗流场影响分析(d)M中国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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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何柱"刘耀儒"杨强M基于位移反分析的小湾拱坝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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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d)M金属矿山" !"#+"!$%]&! "+P#"M

())0於正芳"宫必宁"方传斌M非坝体水工建筑物结构抗震模

型试验研究(d)M水电能源科学" !""]"!$%+&! #".P#")M

($)0朱强"张硕"彭成山M基于 :\;3:的浆砌石重力坝三维有

限元分析(d)M水电能源科学" !"#."2!%$&! $.P$$M

(*)0孙从露"徐洪"杨建国M基于渗流计算的尾矿坝静力稳定

性分析(d)M矿业研究与开发" !"#)" 2)%)&! ###P##+M

(])0刘小生"赵剑明"王钟宁M土石坝及地基抗震若干进展及

规范修编(d)M水力发电学报" !"#."22%!&! #*+P#]!M

(#")0于程一"凌贤长"唐亮M辽宁?窝水库溢流坝段裂缝状态

地震反应分析(d)M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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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合工程实际"优化调度方案"提高运用

效率"充分发挥防洪*兴利等综合效益$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管理单位强化安全意

识"充分认识水库工程超蓄超限问题的重要性和危害

性$ 针对超蓄屡禁不止的问题"建议对个别超蓄历时

长*超蓄水位高的水库工程进行通报批评"引以为戒$

.1.0强化水库大坝安全应急管理

各地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主席令第 )] 号&*+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

导则,%%L$!"-!"#+&等有关规定"进一步提高风险意

识"重视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通过政府*社会

组织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紧密配合"加强水利工程

应急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建设"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

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针对性开展必要的宣传*培训或演

练"做到预防到位*未雨绸缪$

.1+0开展工程观测设施检查

管理设施不健全是制约工程运行管理的突出问

题$ 建议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库开展工程观测设

施状况专项检查"未按除险加固设计安设观测设施的"

要编制方案落实资金"限期完成$

.1)0推进标准化管理"开展达标考核

标准化管理(.)是进一步提高水库管理水平的重要

措施"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管单位应积极制定水库

标准化管理实施细则"开展达标考核"建立奖惩制度"更

有效地推进工程管理工作"全面提高管理水平$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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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杨启贵"高大水M我国病险水库加固技术现状及展望(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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