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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邢家渡引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工程建设与管理

陈晓燕
!济南市邢家渡引黄灌溉管理处" 山东 济南0!+"#""$

!摘0要"0本文以邢家渡引黄灌区为例"介绍了该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主要建设内容和管理经验% 针对邢家渡

引黄灌区自身现状及问题"以提高灌溉水利用率为中心"以创新灌区管理体制机制为突破口"全面开展邢家渡引黄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用水户参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灌区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促进灌区可持续发展"实现水土资源优化配置"对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建设与管理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0邢家渡引黄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管理体制#水价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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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全国灌区内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均超过全国总

量的 #X."因此"灌区正常发挥效益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支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目前部分

灌区存在工程设施老化失修*骨干工程体系不完善*水

'*('



源短缺*灌排能力下降*管理体制有待于进一步改革等

多方面问题"且形势十分严峻$ 为进一步改善灌区工

程状况"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近

些年在中央政策推动下"各地陆续开展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工作(#P.)

$ 本文结合邢家渡引黄灌区"分析

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必要性"介绍其主要建

设内容和管理经验"为其他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

#%概%况

#1#0灌区基本情况

邢家渡引黄灌区辖商河*济阳*天桥三县%区&部

分地区"灌区总人口 *"1]! 万"设计灌溉耕地面积 )1!

万 >Q

!

"其中!小麦 21+ 万 >Q

!

"玉米 21+ 万 >Q

!

"棉花

"1] 万 >Q

!

"粮棉复种指数 *p*p!$ 其他为林地 "1#* 万

>Q

!

"果园 "1#. 万 >Q

!

"苗圃 "1#2 万 >Q

!

"牧草 "1"$ 万

>Q

!

"蔬菜 #1! 万 >Q

!

$ 地貌类型为黄河冲积平原"全

灌区地势平坦"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面平均坡降

#X$""" 左右$ 灌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

平均降水量 +*)1)QQ"且多集中在夏季"年平均水面蒸

发量 ##).QQ%蒸发器直径 )"#QQ&"具有春旱*夏涝*

秋旱的特点$ 邢家渡灌区的主要排水河道是海河流域

的徒骇河*德惠新河$

#1!0存在的主要问题

邢家渡引黄灌区建设于 !" 世纪 $" 年代初期"受经

济*技术*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目前存在工程配套不完

善%骨干渠系未防渗衬砌*渠系建筑物工程配套率低*缺

乏必要的测水量水设施&*工程设计标准低%绝大部分干

渠为土渠*排水渠系不畅&*工程老化失修%工程设施破

旧*建筑物老化失修率达 $]e&*管理体制陈旧%分级管

理已不适应当前需求&*管理设施落后%原始测流设施*

信息化滞后&*水费计收困难%水费标准低*计收难&等问

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灌区的可持续发展$

#120工程建设必要性

邢家渡引黄灌区担负济阳县*商河县大部分和天

桥区部分农业灌溉"灌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济阳*商河两

县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

项目的实施可以提高水利用率"保证灌溉面积"提高灌

溉的保证率以及农业生产水平"对当地国民经济发展*

改善灌区人民生活水平将产生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为

加快灌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工程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建设内容及要点

针对灌区的现状及问题"结合灌区运行管理需要

以及+全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以提高灌溉水利用率为中心"以创新灌区管

理体制机制为突破口"全面开展邢家渡引黄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

!1#0明确工程规模及设计标准

工程建设前需明确工程规模及设计标准"邢家渡

引黄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 万 >Q

!

"工程规模为大%!&

型"工程等别为
-

等"灌区灌溉设计保证率 5m+"e"

防洪标准为 !" 年一遇"除涝标准为 + 年一遇$

结合渠道设计流量"总干渠控制建筑物及跨渠建

筑物为 2 级"三干渠控制建筑物及跨渠建筑物为 . 级"

其余干渠建筑物及分水闸为 + 级$ 生产桥设计荷载标

准为公路
-

级"地震设防烈度为
5

度$

!1!0工程总体布置

结合灌区现状及发展需求"按照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的总体要求进行总体规划布置"布置方案如下!总干

渠自引黄闸起"向北流经天桥区*济阳县*商河县"最终

进入德惠新河$ 按自然地理及水源分布运用不同"以

徒骇河牛王渡槽为界"南部天桥区*济阳县境内主要为

自流灌溉与提水灌溉混合灌区"北部商河县境内主要

为地下渠提水灌溉$ 灌区共有总干渠 # 条"沉沙池两

处"自总干渠以下分出干渠 ##* 条"沿总干渠向两侧布

置$ 其中"天桥区 !! 条*济阳县 .! 条*商河县 $. 条$

针对灌溉工程布置"由于灌区各级灌溉渠道已基本

形成"将不做调整#干*支渠横断面仍采用原梯形断面"

干渠边坡采用 #p!"尽量满足自流灌溉的要求$ 针对排

水工程布置"对灌区内 #" 条主要的排水沟进行疏通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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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使河沟纵横断面均达到防洪除涝要求"同时"对骨干

排水河沟上配套建筑物进行改造"以免造成壅水堵塞$

!120渠道建设

结合灌区发展需求"渠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总干

渠及骨干渠系总计 .!1..UQ$ 总干渠疏通衬砌 2̀* _

]"" c̀ $! _+." 段共计 221).UQ渠道"位于济阳县境内

的三干渠 *1*UQ$

针对原有渠道未防渗衬砌*渠系水利用系数低*渠

道淤积严重等问题"该次续建配套工程对渠道进行开挖

疏通"局部顺直"渠道边坡采用预制混凝土板衬砌"右侧

堤顶建设混凝土道路$ 同时为减少渠道土方量"渠道轴

线仍沿用现有轴线$ 此外"东西向渠道按照规范要求采

取防冻胀措施"渠道背阴面混凝土板下铺设 !"EQ厚硬

质泡沫保温板$

!1.0渠道建筑物建设

建筑物是实现灌区水量控制的重要保证"按照满足

灌排*交通便利*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物*尽量减少水头损

失*满足现有渠道水力等要求"灌区需新建及改建建筑

物共计 #!"座"其中分水口门 $! 座*节制闸%进水闸&!!

座*生产桥 !+座*扬水站 #座$

!1+0堤顶管理道路及管理站所建设

结合灌区发展需求"堤顶管理道路建设内容主要包

括!总干渠渠道*二级沉沙池右侧设置宽 +Q*长 2!1*)UQ

的混凝土道路"三干渠设置宽 .Q*长 *1*UQ的混凝土道

路$ 为便于灌区运行管理"改建总干渠管理所 # 处*新

建温桥管理所 #处$

!1)0测水量水自动化及水文监测工程续建

为全面提高邢家渡引黄灌溉管理处的管理技术水

平"增设测水量水信息自动化系统"新建视频监控系统

#)处*小型会商室 .处*地下水位遥测系统 *处*干渠测

流系统 #!处$

为更好地为灌区运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建立水文

自动化监测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新建邢家渡引黄闸水

文观测设施 #处"地下水监测站点 +处$

$%管理措施

为促进灌区良性运行及可持续发展"邢家渡引黄灌

区采取多种管理措施"主要包括管理体制改革*水价制

度改革*增设测水量水信息自动化系统和水文监测设

施等$

21#0灌区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1政事企分开"专管和群管相结合2的原则"成

立灌区专管机构和群管组织"实行垂直管理体制$ 灌区

成立乡*村用水户协会$ 各级用水户协会负责协调本级

渠道的工程建设与管理*供水调配*水费计收等"并反映

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传达专管机构的指示与有关政策*

规定"接受专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上级协会的领导$

21!0灌区水费价格改革

水费收入是灌区管理单位维持生产*生活"为农民

提高供水服务的基本保证$ 结合灌区实际情况"引进

市场机制"综合考虑灌区农民水费承受能力*按方收费

%分步水价*行业水价*季节水价&等因素"制定水价标

准"由宏观调控指导$ 管理单位利用水价杠杆作用"可

促进群众节水意识的提高和灌区节水措施的实施$

2120增设测水量水信息自动化系统

为全面提高邢家渡引黄灌区管理单位的管理水平"

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制和优化调度"提高用水管理工作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增设测水量水信息自动化系统$ 主

要包括升级改造原有管理中心信息系统平台*在重点乡

镇和村庄选择性完成灌区服务系统建设*在灌区商河段

增建视频监控系统*在主干渠重点口门建设测流系统*

在灌区主干区周边建设灌区会商分中心系统*在灌区主

干区周边建设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等$ 通过增设测水

量水信息自动化系统"充分发挥邢家渡引黄灌溉工程的

综合效益"确保工程安全运行"提高了管理水平$

21.0增设水文监测设施

为了更好地为灌区运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建立

水文自动化监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新建邢家渡引黄

闸水文监测断面 # 处*地下水监测站点 + 处"新增测验

河段基础设施*水位观测设施*流量测验设施及相应的

仪器设备$

*%结%语

针对邢家渡引黄灌区自身现状及问$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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