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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县苏油口灌区无喉道量水槽
问题分析及改建思路

杨如松
!民乐县金水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院"甘肃 民乐!N#%&$$#

!摘!要"!量水槽是目前农业灌区公平配水$计量收费的主要设施"其槽型差异$布置形式$建造质量好坏"直接关

系到供用水单位的切身利益% 本文针对苏油口灌区支渠无喉道量水槽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原因"提出

拟改建的思路及在施工时的注意事项"为灌区供用水计量设施配置形成统一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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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苏油口灌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民

乐县境内西部#灌区南北长 IIG'#东西宽 I" PKIG'#

土地总面积 KKOG'

K

#海拔高程 K$$$ PKL$$'#辖 II 个

行政村#LI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K#K" 户#总人口 IJ#

万%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KJLK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IJ"

万亩#属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KJ"Q#

极端最高气温 #IJNQ#极端最低气温R#IJ&Q#多年平

均年降水量 #K"JK''#多年平均年蒸发量 IL#"J&''#

干旱指数约为 &#最大冻土深度 IJLK'%

苏油口灌区由苏油口&马蹄河和河牛口 # 个独立

水源的灌片组成#截至 K$I& 年已建成骨干支渠 #& 条

共 #&J&OG'#修建无喉道量水槽 KI 座#其中!苏油口灌

片 I% 条支渠修建 I$ 座#马蹄河灌片 I$ 条支渠修建 #

座&河牛口灌片 II 条支渠修建 " 座% 无喉道量水槽作

为灌区唯一的量水设施#在实现总量控制&定额配水&

计量收费的供用水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社会

)$%)



经济原因#灌区量水设施配置不完善#已建量水槽存在

隐患#在运行管理中经常出现供用水之间不和谐的局

面% 为此#灌区管理单位拟对已建量水槽进行彻底改

建#同时在各条支渠上实现全配置#彻底改变计量收费

不公的现状%

.'量水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苏油口灌区已建无喉道量水槽在运行管理

中的调查了解#其主要问题是同一槽型的量水槽在相

同流量下测水尺处的水位不一#差别较大#用水者反应

计量收费不公平*部分量水槽上游连接段底板中间裂

缝严重&凸起幅度大#漏水严重*部分量水槽出槽水流

在下游渠道连接处翻水上岸入渗渠床#冬季造成渠道

冻胀破坏%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J修建之初未考虑槽型统一及标准化建设#群众

认识上的意识形态#只是根据渠道流量因渠设置#因地

制宜#才导致用水者对量水不公的顾虑%

@J施工时把关不严#责任不明#导致在超平&放

样&操作上不细#留下永久缺陷#造成底板纵坡误差较

大#底面不平#水流不稳#量水效果较差%

5J设计上存在缺陷#在对上游连接段设置时未充

分考虑其长度对水流形态的影响#导致水流入槽时水

面不平稳#晃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整体式底板设计厚度

估计不足#上部浆砌石侧墙自重大#底板承受荷载大#

造成其受弯破坏中间向上凸起#出现裂缝#引发漏水%

8J下游连接段较短#达不到约束水流平顺入渠的

效果#由于槽底直接与下游渠道渐变连接#其底坡较

大#致使出槽水流动能大#急流来不及改变流态就进入

下游渠道#势必造成翻水上岸现象发生%

$'量水槽改建思路

针对酥油口灌区支渠无喉道量水槽现状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分析#拟对量水槽采取如下改建措施#消除存

在的问题#达到经济&适用&耐久&美观&量水准确的

目的%

#JI!统一布置

#JIJI!布置位置

苏油口灌区已建支渠基本平行于等高线布置#从

运行管理方便的角度考虑#量水槽改建时均布置在与

支口相接的顺直渠道上#且直线距离不小于 %&'%

#JIJK!连接段布置

上游连接段的作用是将水流平顺引入无喉道量水

槽#针对入槽水流波动大的现象#参照民乐县洪水河和

大堵麻大型灌区的成功经验#上游连接段长度统一布

置为 #$'#其底坡统一为 IWI$$$#可保证入槽水流平

顺#水面平稳#波动幅度小% 下游连接段布置为 KJ&'#

其底坡与下游渠道底坡一致#可使水流平顺引入下游

渠道#避免冲刷渠道"见下图$%

无喉道量水槽布置图 "单位!8'$

#JIJ#!槽底高程

无喉道量水槽槽底水平#且出口端布置落差不小

于 $J#'的带有斜面的小跌坎#保证出槽水流为自由

流#满足量水的精度要求% 当在对口支渠上同时布置

无喉道量水槽时#水平槽底高程统一#可消除用水者对

量水不公的疑虑%

#JK!统一槽型

苏油口灌区由苏油口&马蹄河和河牛口 # 个独立

水源的灌片组成#灌片灌溉面积&所属支渠流量不同#

量水槽应根据不同灌片及其所属支渠流量统一设置槽

型#水槽超高利于供用水管理#打消量水矛盾% 分灌片

槽型见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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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灌 片 量 水 槽 槽 型 尺 寸 数 据 表

序号 灌片名称 支渠流量W"'

#

WA$ 适宜槽型"@dE$ 进出口宽W' 水槽高度W' 最大过槽流量W"'

#

WA$ 槽内水深W'

I 苏油口 $JL P$J" $J"'dIJ"' IJK $JO& $J"I $JL$

K 马蹄河 $J# P$JL $JL'dIJ"' IJ$ $JO& $JL$ $JL$

# 河牛口 $J# P$J& $JL'dIJ"' IJ$ $JO$ $J&% $J&L

#J#!统一结构

灌区共计配套无喉道量水槽 #& 座#实现支渠量水

设施全覆盖#每座均由上游连接段&无喉道量水槽段&

下游连接段组成#各部位统一采用混凝土现浇结构%

#J#JI!量水槽段

无喉道量水槽为矩形断面水平槽底#槽底为整体

承重式结构#其厚度为 $J&'#长度和宽度根据选择的

槽型确定*侧墙采用直立式#直接坐落在底板上#两端

厚度为 $J&'#喉宽处对应厚度为 $J"$'#其高度按槽

内水深加超高确定%

#J#JK!上游连接段

断面形式统一为矩形#并将底板和侧墙分离#其底

板厚度为 $JK'#侧墙为重力式#其底部厚度为 $J&'#

顶部厚度为 $J#'#底板以下埋深 $J&'#挡水高度同量

水槽段% 整个连接段沿长度方向每 &'设置一道伸缩

缝#且底板与侧墙丁缝对应布置%

#J#J#!下游连接段

其横断面由梯形断面渐变为下游渠道断面#衬砌

厚度底&坡均为 $JIK'#采用砂砾石置换处理作为防冻

胀措施#置换厚度根据量水槽所处的基土特性通过抗

冻胀计算确定%

#J%!统一模板

混凝土结构的成型尺寸受模板影响很大#模板的

材质&强度&尺寸&架设等元素均影响混凝土的成型质

量% 针对槽形#施工前应联系专业钢结构厂家#制作定

型钢模板#做到标准化&系列化施工作业#使量水槽的

浇筑质量和工艺标准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同时可拆卸

重复使用#降低工程造价%

,'施工注意事项

%JI!把好放样关

施工放样是施工是否准确的关键#也直接关系到

工程效益的发挥#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放样的准确

与否直接关系到量水槽的位置&轴线&标高的准确与

否#必须对放样数据反复校核#放样作业反复检查#保

证准确无误%

%JK!把好程序关

按照施工操作规范要求#严格规范施工程序和施

工行为#层层把关#凡技术参数达不到要求的重新返

工#直至合格% 根据上游连接段设计底板和侧墙分离

的要求#施工时先将侧墙以 &J$'间隔距离隔仓浇筑#

避免不均匀沉降造成墙体开裂和倾斜现象发生#并待

侧墙浇筑完成并沉降基本稳定后再隔仓浇筑底板#避

免底板受侧墙重压而受弯变形产生裂缝%

%J#!把好质量关

施工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量水槽的耐久程度#

施工时必须把好混凝土骨料&配合比&和易性&振捣&养

护等标准#并严格执行质量规范#避免因施工人员疏忽

大意造成质量缺陷%

%J%!把好工艺关

量水槽建成后#工艺是决定其美观的第一要素#面

平线直是视觉的第一美观反应% 五面六线规整#不但

提高群众的视觉效果#而且其对量水设施的认知度也

有所提高#打消量水不公的疑虑%

#'结'语

无喉道量水槽是灌区进行计量收费的主要依据#只

有完善准确的量水设施#才能保证计量准确#合理收费#

维护供用水双方的权益#减少或避免因计量不准而发生

的供水纠纷% 对苏油口灌区而言#量水槽配置按照灌区

统一布置#分灌片统一槽型#同时从优化结构尺寸&注重

定型模板制安&加强施工质量方面着手#不但可以提高

计量精度#消除供用水矛盾#而且为灌区实现信息化管

理带来方便#也为打造现代化灌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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