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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潭灌区节水改造施工创新浅析
刘伟华

!菏泽市闫潭送水干线工程管理处"山东 菏泽!JKL####

!摘!要"!闫潭灌区目前存在漏水严重&渠系建筑物损毁&运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本文从施工技术&施工方法&

施工材料三个层面提出创新性改造措施"以期为同类灌区改造施工提供借鉴$

!关键词"!闫潭灌区%施工技术%施工方法%施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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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概况

闫潭灌区是山东省内的大型引黄灌区#涉及曹县%

单县%东明县%成武县#内辖 MM 个乡镇& 闫潭灌区利用

送水干线引送黄河水#干线从东明县前进防沙闸至单县

浮岗水库#全长 "MM=5#控制灌溉面积 JI# 万亩#是全国

大型灌区& J#"#-J#"F年平均年引水量 MGI亿5

M

#担负

着菏泽市西南部农业灌溉任务&

闫潭灌区始建于 "HIJ 年#经过三十多年的运行#

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灌区

渠道土质差#坍塌%漏水现象严重#存在水资源浪费情

况(

"

渠系建筑物不配套#损毁严重#大部分带病运行#

处于维修或报废状态(

#

管理设施不完善#管理方式落

后#管理体制不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闫潭灌区缺水与水资源浪费

矛盾日益突出& 近年来#灌区水资源利用方式不科学#

灌溉方式落后#用水效率低下#加剧了灌区的缺水局

面& 因此#闫潭灌区急需进行节水改造#以保障灌区的

长效运行&

本文从节水方式%节水能力%节水设施等方面对闫

潭灌区的节水改造措施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具

有创新性的施工技术%施工方法%施工材料#以期为同

类灌区节水改造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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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

JG"!现浇混凝土压制板

闫潭灌区的渠道护坡防渗工程中#护坡顶部的混凝

土压制板原为预制混凝土块#规格为 #GL5_#GM5_

#GF5#尽管具有批量生产%安装方便等特点#但整体稳

定性较差#易于丢失损坏或人为破坏#管理费用

较高."]J/

&

在灌区节水改造施工中#总结以往工程经验与教

训#提出将压制板由预制改为施工期现浇.M/

#尺寸规格

为 #GM5_#GM5_I5#每 I5设一伸缩缝#宽 #GM5%厚

#GM5& 防渗护坡板安装完成后#固定模板一次浇注成

形& 实践表明#现浇混凝土压制板整体性强#不易被破

坏#管理费用大幅降低&

JGJ!超挖排渗施工

闫潭灌区经过多年运行#目前已经实施 I 年护坡

衬砌防渗工程#每年渠道衬砌长度约 I=5& 由于防渗

渠道长%输水距离远%地下水位高#导致渠道内明水及

渗水量较大& 渠道防渗施工时#如果采用坡脚打排渗

井降水#需布置大量排水井#延长了施工工期#且工程

造价较高&

灌区淤积泥沙大部分为砂质粉土#土壤渗透系数

大#如果排水沟具有一定坡度和深度#就能在短期内排

出明水或渗水& 因此在渠道护坡防渗衬砌中推荐采用

超挖排渗方式#在设计渠底线以下大断面开挖纵向排水

龙沟#布置在渠道中间#深"G$5#底宽$5#边坡" J̀#集中

排渗.L/

&

大量明水渗水通过排水龙沟抽排至下游后#再进

行护坡基础施工#基本能够保证砌石基础干地施工&

个别流沙严重或渗水排出困难的渠段#基础施工时可

单独抽排或换填土解决& 实践表明排水效果明显#节

省了大量资金#提高了工效#保证了施工质量&

JGM!振动平台应用

闫潭灌区在以往的渠道防渗混凝土板预制过程

中#采用翻转式钢模具#平板振捣器振捣#机械化程度

高#生产速度快#但几何尺寸难以保证#变形幅度大#厚

薄均匀度差&

经多方深入研究与分析#在原施工技术基础上#积

极借鉴其他灌区的节水改造施工经验#探索采用带振

动平台大型机械预制#该工艺生产效率高#压制出的混

凝土板密实性好#表面光洁度高#防渗效果好.$/

&

该机压板有对应设计规格的模具#预制板尺寸有

保证#衬砌后渠道平整美观#整体效果好#在节水改造

项目及其他灌区渠道防渗中值得大力推广&

C%施工方法

MG"!机械化施工

在灌区实施节水改造工程中#渠道边坡修整及基

础土方开挖以往大多采用人工施工#进度慢#工效低#

渗水排出时间长&

实施节水改造工程以来#由于工程量大#闫潭灌区

率先尝试建立试点#基础开挖土方时使用小挖掘机#修

整渠坡时使用挖掘机与碾压机配合#全部机械化施

工.F/

& 该创新施工方法既提高了速度#又保障了修坡

质量& 特别是在土质含水量较高的情况下#机械化施

工可以一次到位&

MGJ!核子密度仪检测

为确保灌区节水改造施工中渠道防渗衬砌工程的

施工质量#尝试采用干密度检测设备#即 \%-$##">

水分]核子密度仪&

核子密度仪与传统的环刀法相比具有明显优点!

!

检测速度快#效率高#几秒钟可以测出干密度和含水

率数值#可及时反馈质量信息#加快工程进度(

"

测出

的数值准确#使工程质量能有效得到控制#环刀法采用

烘干计算出的数值#误差较大#不精确(

#

操作简便#检

测%记录只需 J 人即可完成#节省大量人力.K/

& 核子密

度仪适应目前工程的现代化高科技施工要求#应大力

推广应用&

MGM!新型预制板尺寸

闫潭灌区在节水改造实施以前的渠道衬砌中#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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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采用锯解石板或直角梯形混凝土预制板护砌#具有

费用高%错缝复杂%整体稳定性差等问题& 自实施灌区

节水改造工程以来#渠道防渗衬砌采用 #GM5_#G$5_

#G#F5的长方形混凝土预制板& 安装过程中#只需把

水平缝调整好#竖板错缝安装#安装速度快%效率高&

既美观平整#又提升了整体稳定性能#同时降低了糙

率#保证了防渗效果&

)%施工材料

LG"!复合土工膜

闫潭灌区送水干线长#土质多为砂质粉土#渗透系

数大#漏水严重& 根据灌区特点并参考其他灌区节水

改造施工经验#在部分漏水严重渠段利用膜料防渗性

能优良的特点#优选复合土工膜"一布一膜$进行防渗

处理.I/

#以达到节水的目的&

充分利用碾压后的砂土地基作为底部支持层#中

间铺设复合土工膜作为防渗层#上部铺设 #G#F5厚的

混凝土板作为保护层& 为确保施工质量#对复合土工

膜搭接缝进行焊接热和处理#完工后的防渗渠道段变

为整体#大大减少了渗漏水量#达到预期的防渗效果&

LGJ!土工布

闫潭灌区节水改造施工中#东明干渠渠首有 "=5

的渠道防渗#该渠段离黄河较近#地下水位高#引水含

沙量大#需在渠道衬砌下安装无沙管等排渗设施&

吸取类似工程及其他引黄灌区经验#为避免工程

通水运行后#因含沙量大而导致排渗设施出口被泥沙

淤积堵塞#影响排渗#造成工程损毁& 经科学论证#在

东明干渠渠首段的排渗管中#采用管内填塞土工布%管

口包扎土工布的施工工艺& 节水改造工程完工后#经

过 $ 年的引水检查#未发现泥沙堵塞管口#堤外渗水均

能顺利排出&

#%结%语

闫潭灌区是山东省内的大型引黄灌区#目前已建

成运行三十多年#存在漏水现象严重%渠系建筑物损

毁%运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 本文从施工技术%施工方

法%施工材料三个层面提出灌区节水改造施工中的创

新性举措&

施工技术层面!混凝土压制板由预制改为现浇#整

体性更强#不易被破坏(渠道护坡防渗衬砌采用超挖排

渗#渠底线以下开挖纵向排水龙沟#保证砌石基础干地

施工(混凝土预制板采用带振动平台大型机械预制#生

产效率高#混凝土板密实性好&

施工方法层面!基础开挖土方使用小挖掘机#渠坡

修整采用挖掘机与碾压机配合#全机械化施工(核子密

度仪检测速度快#测值准确#操作简便#适应工程现代

化高科技施工要求(渠道防渗衬砌采用 #GM5_#G$5_

#G#F5的长方形混凝土预制板#安装速度快#整体稳定

性能高&

施工材料层面!部分漏水严重渠段优选复合土工

膜"一布一膜$进行防渗处理#焊接热和处理使防渗渠

道段变为整体#减少渗漏水量(东明干渠渠首段排渗管

中#采用管内填塞土工布%管口包扎土工布的施工工

艺#避免泥沙堵塞管口#渗水顺利排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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