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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综述
李小明!占学道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 南宁!Q$#####

!摘!要"!质量是工程建设永恒的主题' 作为 "KJ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其建设

质量管理工作非常重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该工程的质量管理目标&体系建设&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为

大型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大藤峡(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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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9849=/3D0>E42< 5>3>195932/:F>2931G4> H>297I/3?978>3;<

I/327/EJ7/K9;2

&ES5*+751B# TUVWS;.=*+

":'+#,;)<+%-#,;)+ 5+%-&!"#$-&=+#(2!"#%&"1>&"8-(%<-=-1"?.-#%!"M# @%/M# A+##)#,# Q$##### !9)#+$

'@?27>;2! X;*>5-452-C..-./1*>-C.7.+8.1B51../51B0+12-/;0-5+1D)C.0+12-/;0-5+1 Y;*>5-47*1*B.7.1-<+/H +8Z*-.1BF5*

,*-./[+12./3*104[+1-/+>\/+G.0-C*2576+/-*1-25B15850*10.*2+1.+8"KJ <*-./2*351B*1= <*-./?2;66>47*G+/<*-./

0+12./3*1046/+G.0-2DX;*>5-47*1*B.7.1-+@G.0-53.2# 242-.70+12-/;0-5+1# 0+10/.-.*=+6-.= 7.*2;/.*1= *0C5.3.7.1-2+8

-C.6/+G.0-*/.7*51>4=.20/5@.= 51 -C.6*6./# -C./.@4*00;7;>*-51B3*>;*@>..F6./5.10.8+/0+12-/;0-5+1 Y;*>5-4

7*1*B.7.1-<+/H 51 >*/B.?20*>.<*-./0+12./3*1046/+G.0-2D

A9< =/7B?! Z*-.1BF5*% .1B51../51B0+12-/;0-5+1% Y;*>5-47*1*B.7.1-

$&工程概况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黔江

干流大藤峡出口弩滩上#距下游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黔江彩虹桥约 OMOH7#属于红水河梯级规划中最末一级%

控制流域面积 "IM%O万 H7

J

#占西江流域面积的 QOL%

大藤峡水利枢纽的任务是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

咸(灌溉等综合利用% 工程等别为 E等#工程规模为大

""$型% 工程正常蓄水位 O"M##7#总库容 $PMKI 亿 7

$

#

防洪库容 "Q 亿 7

$

#总装机容量 "O##9,#船闸规模

$###-级%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批复总投资

$QK$O"P 万元#总工期 I 年%

枢纽建筑物主要包括泄水(发电(通航(挡水(灌溉

取水和过鱼建筑物等#挡水建筑物由黔江主坝(黔江副

坝(南木江副坝组成% 泄水(发电(通航建筑物布置在

黔江主坝上#鱼道分别布置在黔江主坝和南木江副坝

上% 灌溉取水口及生态放流设施布置在南木江副坝上%

%&建设目标

大藤峡公司为贯彻&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

针#落实国家+质量振兴纲要,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按照水利部党组要求#践行&高标准(高质量(

高水平#精心组织(精心管理(精心施工'的建设理念#

将大藤峡工程打造成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的精品工程(

优质工程和水利行业的标志性工程#争创大禹奖(鲁班

)$)



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

-&体系建设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实行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

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质量管理

体系%

大藤峡公司建立了以质量部门监督(工程建设部

门保证的质量管理模式#设置质量分管领导#负责大藤

峡公司全面质量管理工作% 其中质量监督部门为安全

生产监督部#质量管理部门为总工办(工程建设部和资

产管理与设备材料部% 大藤峡公司还委托珠江委水科

院负责大藤峡工程的第三方试验检测工作% 委托设备

监造监理负责金结机电设备的制造监督% 同时牵头成

立了参建各方参与的质量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大藤

峡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有

关法规#确定工程质量目标#对大藤峡工程质量体系的

建立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考核#阶段性地分析(

总结和评价工程质量状况#督导重大质量问题和质量

事故的调查与处理%

大藤峡工程参建各方均按照质量管理委员会的要

求#完善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设计单位成立了现场

设代处#设计代表常驻工地#负责现场日常验收(设计

文件处理(问题协调等相关工作#为工程设计质量提供

保障% 监理单位均成立了现场监理部#实现总监负责

制#设置专门的质量部门#配置质量分管领导#建立试

验检测部门#采取旁站(巡视(平行检测(跟踪检测(见

证取样等模式#全面控制施工质量% 施工单位均成立

现场项目部#设置质量副经理#成立质量保证部#配置

足够的三检人员#开展质量过程管理% 同时设置现场

实验室#配置相应的检测设备(试验人员#所有常规试

验均在现场完成%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总站代表政

府进行监督#联合珠江流域分站在大藤峡工程设置项

目站#负责日常质量监督工作%

*&措&施

PM"!监督质量体系运行

大藤峡工程实行各参建单位准入管理#通过招标

投标工作#把关相应参建单位资质(体系设置和人员配

置等% 在工程开工进场后#对每个标段核实各单位人

员(设备进场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按照合同文件实行

违约处罚% 在体系运行过程中#每年开展 " NJ 次的质

量管理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发文

通报#并督促整改%

PMJ!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在施工质量管理中#大藤峡公司发挥了业主的主

导作用#以制度(办法进行规范管理#逐步编制和发布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已发布+广西大藤峡水利枢

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质量管理责任制, +大藤峡水利

枢纽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等质量管理办法(规定十

余部%

通过对制度办法的不断完善(修订#逐步规范参建

各单位(公司各部门的质量管理行为#提升质量管理水

平#进而提高工程质量%

PM$!启动创优工作

大藤峡公司适时启动了工程创优工作#通过组织

专项调研(学习#结合工程实际#编制了大藤峡工程创

优规划#各参建单位根据公司总体规划#分别编制并完

善了相应的创优实施细则#在过程中按计划开展了系

列创优工作% 积极申报质量管理 X[小组活动(水利

水电建设工法(专利等#积极开展各项重大科研项目

研究%

PMP!高度重视项目划分工作

大藤峡公司高度重视工程项目划分工作#工程开

工初期#组织各参建单位充分讨论#研究确定了主体工

程 "" 个单位工程(一期主体 ""O 个分部工程#同时对

二期工程确定了相应的划分原则% 过程中#跟踪检查

项目划分的执行情况#并根据工程实际变化及时调整#

保证了项目划分的准确性#促进了工程验收的及时性%

PMQ!制定切实可行的外观质量评定标准

为实现大藤峡工程创优目标#大藤峡公司在外观

评定标准的确定方面#异常严格% 通过反复对比(研

究#制定外观标准初稿#并申请大藤峡项目站组织专家

讨论#最终确定一套既严格合规又切实可行的外观标

准% 同时大藤峡公司制定了外观质量评定管理办法#

明确了外观质量评定的组织(程序(方法等#更加便于

外观检查及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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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扎实开展日常质量监管工作

在日常质量监督方面#公司重点关注监理执行力(

关注重点部位的施工质量监督#不定期组织开展专项

质量监督检查#下发质量检查意见书*并通过开展混凝

土一条龙检查(温控专项检查(灌浆实时监控系统(混

凝土智能温控系统(单元评定系统等一系列手段(措

施#强化日常监督*设备制造(安装方面#聘请专业监造

监理(专门的检测机构负责日常施工质量监督*定期组

织(配合质量监督站(监理(施工(检测等单位#开展各类

质量检查% 根据检查情况下发质量检查整改意见书(质

量巡查问题记录单等#并形成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每年

末#大藤峡公司根据全年质量工作#组织开展年度质量

检查考核#对参建各方的质量工作进行考核表彰%

PMK!组织开展全国质量月活动

每年 I 月大藤峡公司根据全国质量月活动总体安

排#组织各参建单位开展了系列质量月活动#各单位积

极策划(广泛动员(大力宣传(精心组织#营造了较好的

质量管理氛围*开展了质量教育培训(质量专项检查(质

量技能比武(质量主题演讲比赛(质量知识竞赛(质量专

题座谈会(质量月征文等丰富多彩的质量活动% 大藤峡

公司根据各单位活动开展情况#对活动开展丰富(积极

的单位#以及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发文予以表彰%

PM%!组织开展教育培训

组织开展质量教育培训#提升质量意识% 督促各

参建单位对员工特别是新入职(新进场和特种作业员

工进行质量教育培训*督促参建单位做好技术交底工

作#让作业人员充分了解工程特点(技术质量要求(施

工方法与措施#避免技术质量等事故的发生*充分利用

&质量月'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质量宣传#提升质量

文化氛围%

#&成&效

大藤峡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健全% 目前一期主体工

程全面进入混凝土浇筑高峰期#金属结构(机电设备逐

步安装并进入高峰#各项质量管理举措得到充分运用#

各部位工程质量受控#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经检查#用于工程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混凝土试

件等均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经过水利部建设管理与

质量安全中心质量监督检测#现场实体工程质量受控#

开工以来完成 $ 个分部工程验收#质量等级均为优良*

完成单元工程评定 $PJ# 个#合格率 "##L#优良单元

$"OQ 个#优良率 IJM#L% 其中重要隐蔽及关键部位单

元工程评定 OO" 个#优良单元 O#J 个#优良率 I"L% 开

工以来未发生质量事故%

L&结&语

质量是工程建设永恒的主题#提质增效是企业的

追求目标#大藤峡工程正值建设高峰期#质量管理工作

任重道远#各项质量管理措施需得到更好的运用推广#

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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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局部喀斯特地貌处理!若溶洞在隧洞地板#清

除杂物#使用 [$# 混凝土浇筑*若溶洞在隧洞侧壁及

顶#用钢筋混凝土封堵#在溶洞四周加设锚杆#接缝处

进行防渗灌浆%

BM地下水洞段% 地下水较大洞段#施工期要避开

水库高水位期#选择在水库枯水期进行施工#降低水位

影响程度*在厂房及闸基的来水一侧开挖截水沟及集

水井#设潜水泵进行抽排#截断来水向尾水隧洞渗漏%

爆破采用不受水影响的乳化炸药#开挖时采用边开挖

边打泄水孔#插管后把水引入主管道再排除洞外#然后

进行锚杆和编网支护%

$MPMQ!对建筑物影响的处理

尾水洞的爆破开挖均距离交通桥(体育馆等建筑

物较近#又坐落在喀斯特发育的石灰岩层上#且出口处

顶部岩层较薄#爆破施工对附近的建筑物造成一定的

影响#对此现状采取了石方洞挖进尺控制在 JMQ7以

内#降低装药量*合理调整起爆顺序#将洞内各孔炸药

分为 Q 段间隔起爆%

*&结&语

>M应用上述综合开挖支护技术#尾水隧洞工程顺

利竣工#使电站发挥了应有作用#增加了工程经济

效益%

@M电站的泄水解决了平顶山市湛河的多年淤积

问题#使昔日的污水沟#真正变成了水清岸绿生态水

系的主干道#为平顶山市打造生态城市提供了可靠

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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