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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水泥，挖机重卡，繁忙的前坪水库工
地似与高科技无缘。但记者深入采访，却发
现这里闪耀着科技光芒，饱含着创新锐气。

记者在前坪水库工地看到，碾压机轰隆
隆地来回碾压数次，砂石料逐渐变得紧致密
实，大坝一点点增高。

让人惊奇的是，重达26吨的碾压机，驾驶
室内空无一人，它却进退转弯，灵活自如。

这是前坪水库建管局与清华大学从2015
年起合作研发的“智能碾压技术与监控系统”。

“传统的大坝碾压施工，由人工驾驶碾压
机，施工的精准度和碾压效果容易受到人为因
素的影响。这套系统对摊铺厚度和碾压遍数、
速度、轨迹、激振力等碾压过程参数可进行实时
监控，并具有实时、连续、自动、智能、高精度、高
效率等特点，能实现对大坝工程质量的有效控
制。智能辗压筑坝技术是国内首次研发使用，
无人驾驶智能碾压机器人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前坪水库建管局总工程师皇甫泽华说。

研发智能碾压操控系统是前坪水库创新
精神的集中体现。

前坪水库与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合
作，以“工程安全、运行高效，居高望远、引领
发展”为科研指导思想，为优化设计、建设管
理、运行管理提供科技支撑，努力打造中国大
坝建设4.0技术高地。

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郑州
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等合作，引导并推进《前坪水库土石坝施工智能
化系统》《前坪水库坝体协调变形与渗流稳定关
键技术》等10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

聘请水利部水规总院及水利高端专家提
供咨询服务，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进行专家会诊、提出解决方案。

前坪水库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打造了
全生命周期及高度融合的综合信息化平台，
该平台是国内首个应用于土石坝建设期的信
息化管理平台。

工程建设实施全信息管理。构建IT+三端
（网络端、移动端、PC端）覆盖工程建设全面信
息的管理平台：包括大坝、溢洪道、泄洪洞、输水
洞、电站、退水闸、灌溉闸、前后方营地等的全面
建设信息，平台由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建管、质量安全监督等部门全员参与。

工程项目实施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从前期设计、施工建设、后期运行维护管理的
全生命周期，对工程进行可视化信息化管理、
数字化移交，在国内实现枢纽工程全生命周
期信息化管理的探索。

回望过去，硕果累累。新年伊始，前坪水
库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2018 年，前坪水库建管局依旧重任在
肩，将继续瞄准‘建设优质工程、打造美丽前
坪’的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力以赴、克难
攻坚，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张兆省表示。

群山大河构筑成的巨大舞台上，治水兴
水的前坪故事正不断演绎出新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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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高长岭

世代荒僻寂静的河谷，如今成为巨

大繁忙的工地。走近它，总会感觉到个

人的渺小，更能体会到人类的伟大。

新年伊始，记者再次来到前坪水

库。刚刚过去的 2017年，前坪水库工

程破难题、勇创新、抢工期、控质量，建

设步伐铿锵稳健。截至 2017年年底，

大坝已填筑至350米高程,大坝基础混

凝土防渗墙完成 100%、帷幕灌浆完成

100%，超额完成累计下达的27亿元投

资任务，圆满完成了各项节点任务。

一座新水库正在快速生长，一个安

澜之梦正在变为现实。这里决不是只

有冰冷坚硬的钢筋水泥，更有炽热的奋

进激情，在北汝河上交织成一曲澎湃激

荡的现代治水之歌。

超
前
谋
划
筑
牢
理
念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网
络建设，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前坪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支流北
汝河上游，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
利工程之一，将对淮河安澜、水资源配置利
用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反复证明，筑牢根基才能行稳致
远。越是重大的工程，越需要一套明晰科
学的建设理念为指引，确保工程建设蹄疾
步稳、顺利推进。

“前坪水库一开始就树立了‘科学统
筹、超前谋划’的建管理念，确立了‘建设优
质工程、打造美丽前坪’的建管目标，不忘
初心，全力推进。”前坪水库建管局局长张
兆省说。

具体的建管思路，在前坪水库被精炼
表述为“12345”。

“1”，就是锁定一个目标：锁定“建设优
质工程、打造美丽前坪”的建管目标，始终
把这一目标作为建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2”，就是弘扬两种精神：弘扬“水利行
业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大力弘扬两种
精神，是实现建管目标的精神动力。

“3”，就是坚持三个结合：一是坚持永
临结合，积极谋求临时设施的永久使用。
如施工期的 35kV临时供电线路、各项目
部的施工临时建筑，都实现了永久利用，符
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大政方针。二是坚持远近结合，规划
既有近期的，也有远期的，但都超前谋划、
统筹考虑。三是坚持建管结合，水库建设
期间即对运行管理后的情况超前谋划。

“4”，就是倡导“四真”作风：一是求真
的科学精神。二是认真的工作态度。三是
较真的业务本领，想较真必须得有过硬的
业务技术本领。四是动真的无畏勇气，无
私才能无畏。“四真”作风为工程建设提供
了保障。

“5”，就是落实“五优”要求：一是优秀
的参建团队，决定一切工作成败的因素是
人不是物，通过招投标精挑细选优秀的参
建团队。二是优化的设计方案，这是建设
优质工程的基础。三是优良的建设环境。
四是优质的枢纽工程，把前坪水库建成优
质工程，是建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是优美的生态景区，前坪水库未来要成
为山清水秀、景美宜居的休闲养生胜地。

在前坪水库大坝一侧的山体上，醒目地写着“374.4”
几个大字。无声的数字，凝结着前坪水库建设抢工期保
进度的心血汗水、智慧担当。

工程进度是前坪水库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如期完
成各项目标。

2015年10月正式开工以来，前坪水库建管局采取多
种措施，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开展劳动竞赛、严
格奖惩督查等，实行年、季、月进度计划制度，实行“碰头
会、周例会、月调度会”制度，实行施工日报、周报、月报制
度，克服地质状况复杂等多种技术难题，不断加快工程进
度。

2016年10月，前坪水库建设迎来重大节点——大坝
截流成功，主体大坝开始填筑。

工程主坝采用黏土心墙砂砾(卵)石坝，坝顶长 818
米，坝顶高程 423.5 米，最大坝高 90.3 米，坝顶宽度 10
米。另外，施工围堰是主坝坝体的一部分，主坝工程施工
要跨三个汛期，其中2017年、2018年汛期主体工程施工
均要在围堰保护下进行。

按照上级批复，2017年前坪水库工程度汛标准为20
年一遇。当发生此标准洪水时，北汝河最大入库流量为
3720立方米每秒，洪水位将达到372.6米高程，考虑风浪
爬高、安全超高等因素，2017年汛期前大坝围堰应填筑
至374.4米高程。

如期填筑至374.4米，成为前坪建设者心中绷得最紧
的一根弦。接踵而至的种种困难，却在不断考验着建设
者的智慧与勇气。

大坝截流后，近10天阴雨连绵，11月又突降暴雪，恶
劣的天气一度让建设者感到窒息般的压力。但是，全体
施工人员不畏艰苦，日夜奋战，提前一个月完成了上游围

堰左岸的开挖施工，通过了建基面重要隐蔽工程验收，并
开始上游围堰填筑。

压力就是动力，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他们抓紧做
好征地工作，解决料源极其紧张等问题。项目部生产经
理谢俊国现场指挥，20多台挖掘机在上游河道修路，在
河中取料，既要保证填筑量，还要保证料源。从开始填筑
的第一天，现场施工就昼夜不停，分班作业。

轻伤不下火线、领导坚持一线、后勤保障前线，成为
工地上亮丽风景。起早贪黑、人停机不停、昼夜轮班、放
弃一个个节假日，成为建设者的常态……

2017年4月25日，上游围堰高程填筑至374.4米，提
前完成节点目标。

泄洪洞如期完工也是一项硬任务。
2017 年汛前，前坪水库大坝上游围堰要填筑至

374.4米高程，如遇20年一遇洪水时，导流洞和泄洪洞可
形成“两翼”，实行联合泄洪度汛。如果泄洪洞不能按期
保质完成建设任务，直接关系整个工程及下游的安危。

超前谋划、科学组织成为泄洪洞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的秘诀。

针对洞身特点，项目部采用流水线施工组织，同时开
展了上台阶开挖及支护、下台阶开挖及支护、洞身衬砌钢
筋制安、衬砌混凝土浇筑共6个作业面，实现各作业面齐
头并进。

2017年汛前，泄洪洞如期完成洞身分部工程验收，
满足通水条件。

截至2017年底，前坪水库工程进展顺利，大坝已填
筑至350米高程,大坝基础混凝土防渗墙完成100%、帷
幕灌浆完成100%，超额完成累计下达的27亿元投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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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工程的生命，质量责任重于泰山。
前坪水库建管局始终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抓好重点工程实体
质量和外观质量，精工细作，精益求精，将前坪水
库建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工程。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制，狠抓源头和过程质
量细节管理，确保工程质量优良。先后制订了《前
坪水库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等质量管理制度。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前坪水库强化质量责
任，落实质量措施，强调全员、全过程、全时段的质
量管理，每天坚持深入到作业面了解每道工序、每
个环节、每个部位的工程质量，使质量受控。

为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建管局与各参建单位
分别签订了质量安全目标责任书。项目法人对质
量安全负全面责任，参建单位按照合同及有关规
定承担各自相应工作质量安全责任。各参建单位
逐级分解责任，把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参
建者身上，形成人人有压力、个个有责任的工作局
面。

去年7月，大坝防渗墙开始施工。防渗墙是大
坝的核心，质量必须百分百保证。防渗墙施工负
责人董建功告诉记者，为确保防渗墙质量，在地质
断层部分，要增加深度。浇筑时更要注意质量，必
须一次性完成浇筑，最后还要做CT检测，确保万
无一失。

提高质量管理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从
源头抓起，加强对上坝料、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
的抽检检测频次，把好材料入场关，充分发挥工地
试验室的作用，利用常规或高科技检测手段，加大
对工程质量可疑点抽检力度，提高质量的预控和
预判能力。

狠抓验收评定工作，确保不留死角。严格执
行工程质量“三检”制，层层把好质量检验关，把质
量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对重要隐蔽、关键部位、
重点工序、薄弱环节，实行扩大化的四方联合验收
制。对质量检查发现的问题，立即纠正或下发整
改通知，确保质量隐患整改到位。

狠抓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也为工程质量增
加了一条牢固安全带。

泄洪洞工程进水塔为大体积混凝土施工，为
解决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难题，项目部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合作，采用光纤测温技术，利用分布式光
纤对大体积混凝土内部温度高度敏感的特性，采
用数据采集与传输一体化的技术，对核心部位混
凝土温度进行在线监测，确保了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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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坪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颍河
支流北汝河上游，是一座以防洪为
主，结合供水、灌溉，兼顾发电等综合
利用的大（Ⅱ）型水库，总库容 5.84
亿立方米。总投资446251万元，总
工期为60个月。前坪水库是国务院
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水库建成后，可使北汝河防洪标
准由 10 年一遇提高到 20 年一遇。
配合已建的其他工程，可使漯河以下
沙颍河干流防洪标准由20年一遇提
高到50年一遇，有效保障流域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可灌溉
农田50.8万亩，每年向下游城镇提
供生活及工业用水约 6300万立方
米，水电站装机容量 6000千瓦，多
年平均年发电量约1881万千瓦时。

2015年10月8日开工以来，国
家和部、省对前坪水库的历次检查
中，建设管理、质量、安全、进度均获
得较好评价。荣获水利部、淮委及河
南省水利厅“文明工地”，荣获省水利
安全监督管理先进单位，荣获省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先进单位，在水利部
年度建设质量考核中成绩优异，被河
南省政府表彰为“2013-2016年度
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先进集体”等，当
选“中国水利记忆·2016有影响力十
大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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