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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实践
Brief discussion on practic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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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家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应当立足于科学发展观念，确保各项基层工作的落实效果达到预期目标。水利
水电工程建筑设计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秉承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从创新与实践两方面
着手，强化基层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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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grassroots work meet the expected goal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roceed from both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to strengthen
grassroots work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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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水利工程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

1.1 统筹规划基本原则
众所周知，水利水电工程涉及诸多要素，是一项工程任
务量繁重，体系庞大的建筑工程。为此，在推进建筑设计
的过程中，要着眼于长期发展，秉承统筹规划的基本原则，
优化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
1.2 和谐共生基本原则
从长效发展机制的角度来说，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
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要保持和谐平衡的发展关系，具体体
现在如下几方面：水利水电工程功能与建筑景观设计的协
调性、改造工程与新建工程的协调性、新建工程与区域生
态环境的协调性、水利工程建筑与建筑基础管理设施、构
造形式以及外观风格体系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协调性。
1.3 突出地域文化特征基本原则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是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有机
结合体，是凸显建筑创造者艺术内涵的载体，为此，每个水
利水电工程都应当作为继承传统水利工程艺术，彰显现代
水利工程艺术的工具，进而优化调水沿线区域功能，弘扬
工程建设历史文化，突出地域文化体系特征。

2 简述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的主体内容
2.1 总体布局规划设计
水利水电建筑的总体设计不仅包括主体建筑物的，还
涵盖基础配套设施、泵转、堤坝及闸口等。其中，工程配套
设施主要包括管理人员生活用房、日常活动场地等。传统
的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建设存在整体布局规划混乱、功能区
布置不合理等问题。在建筑布局规划的过程中，要确保基
础功能区分化的明确性与布局规划的合理性。针对内部交
通方面，应尽可能的保证交通运输的安全性与通畅性，且各
功能区在确保区域独立的基础上，能够保持信息互通。再
者，建筑设计需综合考量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增强整体建

筑的协调性。
2.2 工程建筑材料应用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整体造型与所采用的主体材料息息
相关，具体体现在建筑质感与颜色上。材料选择要综合考
量多方面影响因素，如耐用性、延展性与稳定性等，而这也
是由建筑区域环境所决定的。对建筑物来说，耐脏性仅针
对于外部结构，因此，在外部结构材料选择上，应当优选大
理石、铝塑板等不易着灰、耐脏且抗冲击能力较强的材料。

3 深度剖析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存
在的突出性问题
纵观国内水利水电工程项目规划设计发展概况可知，
其中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性问题，极大的制约了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
经济可持续增长。其具体问题如下所述：
3.1 总体工程设计缺乏与业主方的深度探究
在水利水电工程总体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实
际需求，完善后续工程建设。在执行工程设计时，不能单
纯依赖于设计师所提出的设计方案，还需综合考量多方面
影响因素，与涉及工程建设的各组织高效互动，进而更加
准确的了解业主的实际需求，突出设计的人性化特征，增
强核心市场竞争优势。此外，业主可针对建筑结构布局、
居住舒适度与美观性提出合理化建议。总而言之，在水利
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过程中，促进业主与设计师的沟通交流
是新时期背景下推进行业发展的关键。
3.2 成本控制不到位
在建筑结构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不仅要以实用、美
观作为设计标准，还应充分考虑建筑物的基本特征与实用
价值，根据业主提供的经济预算适当调整设计，尽可能的
节约成本，确保建筑设计经济效益最大化。在设计环节，
设计人员要秉承经济性原则，加大成本控制投入力度。例
如，部分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预算较少，为此，可缩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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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建材
静压 1 遍，开启低频高幅压实 1-2 遍，再开启高频低振模式
复压 2-4 遍，再用胶轮压路机终压 2-3 遍，用双钢轮压路
机静压收光，以消除轮迹。压路机应以慢而均匀的速度碾
压，初压速度控制在 1.5～3km/h，复压和终压速度控制在
2～4km/h。注意碾压时可喷少量的水雾，以防止压路机轮
粘结冷再生混合料，且严禁调头、急刹车及停放，若出现弹
簧、松散、起皮等现象，应及时翻开重新拌和处理，使其达
到质量要求，否则应将材料刨除废弃。
3.6 养生
考虑本项目工期紧，我局试验路段采用开设便道施工
进行施工，故此段冷再生的养生采用封闭交通在其上喷洒
慢裂乳化沥青进行自然养生 3-5 天，能钻芯出完整的芯样，
方可进入到下道工序。注意自然养生期间，要时刻关注天
气变化，如遇下雨天气，必须对试验路段采取覆盖措施，严
禁雨水渗入混合料中而影响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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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的优势

我局通过在S212 线试验路段的应用，总结出使用泡沫
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有以下几大优势：
1）旧路面铣刨料利用高达 70%，可解决废旧物的堆置

问题，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符合材料循环
利用的理念，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2）在泡沫沥青再生过程中，混合料的生产、摊铺均在
常温条件下操作，泡沫沥青和砂石料都不需加热，显著降
低有害物质排放，改善了施工条件，有利于现场施工人员
的健康，有利于环境保护。
3）泡沫沥青冷再生性能介于柔性与半刚性结构之间，
对交通影响小的路段只需自然养生，无需长时间专门养生，
而使造价相对较低，可弥补我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经费短
缺的问题。
可见，我局在S12 线试验路段应用泡沫冷再生技术是
一项环保型的施工技术，应在我省公路养护中广泛推广与
应用，现总结以供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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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计与装饰方面的成本投入，在保证整体工程建设质量
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提升美观性，强化装饰效果。一方面，
可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可提
升建筑物的整体美观性。
3.3 建筑美观性与实用性失衡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应当兼顾整体设计的实用性、
美观性与安全性。我们都知道，水利水电工程项目都是由
国家统一出资并组织建设的，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设
计人员应立足于科学发展观，避免过分追求外观的华丽，
优化资源配置，增大综合利用率，从根源上杜绝资源过度
消耗。

4 推进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创新发
展的具体策略
在开展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
繁荣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对工程建筑设计的整体要求
随之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要秉承与时俱进的基
本原则，创新设计理念，优化工程设计手段，进而保障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设计的实用性，提高安全稳定性与艺术鉴赏
价值，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工作的运转
4.1 优化设计人员综合素质
要想切实创新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需转变设计人
员的思维方式，完善专业设计水平，强化综合素质。设计人
员在设计过程中应顺应时代变化趋势，充分考量水利水电
事业的发展现状，并高度融合到专项文化体系中，准确把握
整个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方向，且积极利用自身的专业
理论知识，不断拓宽文化交流范围，从而提升设计水平，为
促进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2 创新工程建筑设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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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创新技术才能确保建筑设计的创新，提高实用价
值。随着现代科技水平提高与领域拓展，水利水电工程建
筑外观设计与装饰技术实现了本质性突破，能以更直观的
方式加以呈现。一方面，可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强化生产
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促进经济建设
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进步，为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
念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建筑设计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高效应用创新技术，如防紫外线、隔离噪音、防眩光技术等，
以此优化传统设计，推进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的深化变
革。最后不仅可突出设计的合理化、标准化与人性化特征，
还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杜绝资源过度消耗，节约成本。
4.3 确保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的有机整合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量建筑所
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确保整体建筑设计与自然景观的
完美契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基于此，在具
体设计环节，应在提升自身美观性的基础上兼顾与自然生
态系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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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过程中，务必秉
承与时俱进的基本理念原则，创新发展，从而提高水利水
电工程建筑的美观性、艺术鉴赏价值与质量安全等级，切
实满足设计实践需求，促进工程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
同进步，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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