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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为了提升水利工程建设方案

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确保水利工程的质量,促进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保证所获取的相关资料信息的准确性。
将水文水资源管理工作运用于水利工程中,能够为水利工程项目的开展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资料,促进水利工程的平稳可靠运
行。本文根据水文水资源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有效对策来促进和提升水文水资源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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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文工作对于水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

2 水文水资源管理在水利工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1 控制废水的排污标准,实现水文水质动态同步监测对

2.1 资金投入不足,水文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不够系统化一

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是关键,对于水资源进行保护性管

方面,水文水资源管理在水利工程中的致命性缺陷就是资金投

理更是关键,水文监测能够对生活以及生产污水的排放形成

入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研究课题与项目的深入进展及科研成果

实时监测,保证可用水资源不受到污染和破坏,保证自然水体

难以有效的发挥,还不利于及时的解决水利工程中关于水文水

的安全,进而保证公众的生活用水质量能够达到相关的执行

资源的问题。投入资金不足主要表现在各项经费的不到位、不

标准。水文管理部门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污

重视水文水资源管理的工作、研究领域过于狭隘等,希望国家

水排放标准,保证自然水体不发生继发性的污染和破坏。另外,

注重对该领域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我国某些的偏

不容忽视的是,在我国的很多地区居民的用水质量都无法达

远地区,对于水文水资源的研究欠缺吸收先进的指导经验,况

到相关的水质标准,但是由于水资源的局限,只能继续使用不

且起步较晚,发展进程也比较的缓慢,所以要一步一个脚印的

达标的水体,这些原因的出现大多由于人类的污染所致,对水

向前进步。总之,相关的专业人士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增

文实行动态的监测,能够有助于保证居民的用水安全。

加资金的投入,逐步完善水文水资源的知识,使其更加系统化。

1.2 水文资料和水文实时检测对于水资源用量控制管理

2.2 水文水资源管理意识淡薄

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渐加快,对于水资

由于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属于国家公益性事业,应严格

源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水资源短缺或者生活用水资源

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程序进行。但是我国多数地区的水文机

的质量不过关问题却普遍存在,很多地区是由于天然因素导

构管理体系中普遍存在地区保护主义思想,导致水文水资源

致某些矿物质含量超标不能实现水质达标,而更有些地区则

建设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和不平衡性。除此之外,许多项目并

是由于人类生活生产超标排放造成的自然水体污染,这样便

没有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查,在建设过程中采取粗放式的管理

导致合格的水资源更是少之又少,只有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

模式。上述问题均是由于水文水资源管理意识淡薄所造成的,

置才能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浅薄的水文水资源建设及管理知识导致管理工作不到位。

2.5 实际样品分析(见表 2)

测定地表水中 Cu、Pb、Zn、Cd 的方法检出限更低,抗干扰能

为检查方法的实用性,对实际样品进行平行测定和加标

力更强,分析效率更高,能满足地表水监测技术的要求,可作

回收率测定,并与原子吸收法进行比较。从测定结果

为地表水、地下水、生活污水、低浓度工业废水中铜、铅、

看,ICP-MS 测定结果的精密度比原子吸收法更好一些。

锌、镉的分析使用和推广。

-1

-1

原子吸收测定结果/mg·L

ICP-MS 测定结果/ug·L

样品名称

X1

X2

X3 平均值 回收率%

X1

X2

X3

平均值 回收率%

某地表水中 Cu

0.81 0.83 0.85 0.83

99.5

0.001 0.001 0.001 0.001

92.3

某地表水中 Pb

0.91 0.95 0.96 0.94

98.3

0.001 0.001 0.001 0.001

99.6

某地表水中 Zn

2.28 2.20 2.22 2.23

95.3

0.02L 0.02L 0.02L 0.02L 101.2

某地表水中 Cd

0.05 0.06 0.05 0.05

95.0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103.5

表 2 实际样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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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利用 ICP-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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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项目专业融合性较强,空间跨度较大
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多个

的控制和谋划工作。
3.4 合理划分工程标段界面,有效融合各专业

专业的内容：水文测站、水文测绘、数据中心以及水情分析

为更好的处理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空间跨度大的问题,

等,以上四点内容也是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和水文的信息共享

可以进行合理的标段界面划分,以项目所在地区的河流流域

系统建设的内容,同时完整的流域监测系统、布设水文测站

地区为划分标准,明确各标段的权利和义务,做到项目管理

也涵盖了上述内容。其次,水文水资源管理工作涉及土木工

流程明确,责权利界面清晰。除此之外,由于水文水资源建设

程、流域监测系统、水文信息共享系统等多个学科,专业的

项目涉及的专业面较广,因此在前期的决策阶段,应充分考

融合性较强。但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的地点并不固定涉及的

虑到各专业之间的衔接界面,并进行模块化建设,将各专业

流域范围十分广泛,具有很大的空间跨度,因此具有很大的

合理的衔接起来,以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

管理难度。
3 水文水资源管理在水库加固工程中的应用分析

3.5 严格控制立项审批程序
通过进行专业的培训和学习,让水文水资源管理的有关

3.1 调查搜集资料信息与计算结果分析

人员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程序,加大立项和审批管理力度。对

调查搜集资料信息就是指的初期的调研准备工作,主要

与不符合立项和审批程序的项目坚持不渝立项,并加强对投

有下列几个主要步骤：登记信息以加固档案信息、计算水库

资计划的管理。其次,应建立健全水文水资源管理体系。首先

的主河道河流特征资料、必要的野外实地勘测复核、技术设

应根据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的整体效应作为体系建立的立足

备的及时检查与更新等。计算结果分析有三种,一是将计算

点,其次进行全过程、全方位、全员的质量安全管理；其次,

结果与传统数据进行比较,二是水位的适宜性能够最大化的

应根据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再

折射出工程设计的满意程度,三是对周围已经评审通过的水

次,应调动每一位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质量安全意识。

库设计资料等进行借鉴学习,如有任何异议要进行二次评

3.6 合理划分工程标段界面,有效融合各专业

审。总之,调查搜集资料信息与计算结果分析二者都能够科

为更好的处理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空间跨度大的问题,

学合理的保证工程设计的可行性,有利于水文水资源在水利

可以进行合理的标段界面划分,以项目所在地区的河流流域

工程中充分发挥出水库的灌溉、防洪等各种作用。

地区为划分标准,明确各标段的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由于

3.2 对水资源进行信息监测

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涉及的专业面较广,因此在前期的决策

为能够及时检测出水情和旱情,采用信息监测技术以及

阶段,应充分考虑到各专业之间的衔接界面,并进行模块化建

预警技术来及时掌握水资源的实际情况,适应的水资源分布

设,将各专业合理的衔接起来,以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

情况。在进行水资源信息监测过程中应逐步引进科技化的监

4 结语

控系统以及信息采集系统,并大力推广使用精度较高的远程

综上所述,将水文水资源管理工作运用于水利工程中具

监控设备,科学使用水文信息监测设备,进而实现大范围的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此,必须不断建立健全水文水资源管

远程控制水文和水资源。

理制度,提升工作的规范性,充分的发挥水文水资源管理工

3.3 建立项目法人制,明确建设主体权利和义务
为进一步明确水文水文水资源建设项目的主体,可以通
过建立项目法人制度,明确建设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行
全过程、全方位的项目管理。通过设置专门的建设管理机构,
加强组织与协调,有效处理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设置项目法人机构时应该具备有关经济、技术、法律、财
务以及合同管理等技术的专业人才,并通过调动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可以把与项目法人的目标管理有关的制度在项目中

作对水利工程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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