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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工程运行管理与维修养护措施分析
薛!媛!王!蕾!刘志伟

!河北省石津灌区管理局"河北 石家庄!#J##J"#

!摘!要"!渠道的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工作关乎渠道的稳定&安全运行和作用发挥"需要管理和使用人员予以足

够重视$ 本文从泡水试渠&渠道运用原则以及做好灌溉渠系的检查工作三方面分析了灌溉渠系的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从防淤&清淤以及防冲等方面探讨了灌溉渠系整修养护工作中的关键要点"以期提高灌区渠道的运行管理与维

修养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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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是重要的公益性工程#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进入 F" 世纪以

来#政府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新建和改建了众

多灌区渠道% 在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后#必须要加大渠

道的运行管理和维修保养#最大限度提高渠道的使用

寿命#发挥其拥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
-".

% 本文从

技术角度研究灌区灌溉渠道的运行管理与维修养护#

探讨其中的重要和关键节点#为提高灌区灌溉渠道的

运行管理水平提供借鉴%

'%新建成渠道渗漏验证

渠道建成后#需要进行泡水试渠#促进渠道的稳

定#同时#可及早发现渠道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处

理
-F.

% 泡水试渠有以下几种方法!

"C"!聚渗法

渠道建成之后#将渠道分为若干段#每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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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左右#在分段处用土相互隔开并夯实#在土堰的

底部预留放水口以便控制水量% 在泡渠时首先打开闸

门向第一段放水至设计水位线#然后保持 FE,#如渠道

本身没有问题#再向下一段渠道注水#第一段仍保持原

水位#然后依次进行直到最后一段% 这种方法的优势

是当渠道的某个渠段出现问题时能够迅速截断水源#

缺点是操作方式复杂#用时较长%

"CF!通渗法

通渗法就是渠道全线放水#先采取低水位#然后逐

步增高水位#最后达到设计水位% 在每次增加水位后

要保持 FE,#每次水位的增加值掌握在 F#53为宜% 这

种方式优点是操作简单#试渠时间也较短,缺点是一旦

下游渠道出现问题#不宜快速切断水源#容易造成较大

危害%

"C$!联合法

联合法就是将聚渗法和通渗法相结合#采取*节节

筑堰&分段聚渗&小水试通&逐步抬高+的原则和方式进

行% 开始时#采用聚渗法#分段筑堰#每段用上水聚渗#

在各段全部试通之后#再逐次抬高水位#直到水位达到

设计标准为止% 这种方法兼具上述两种方式的优势#

在工程实践中采用较多%

$%渠道控制运用

FC"!水位控制

渠道过水使用过程中#为保证输水安全#防止水位

过高造成漫堤决口而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必须进行水

位控制
-$.

% 渠道水位距离戗道和渠顶超高有明确规定

"不应小于表 " 所列数值$% 如果风力较大&水面较宽

的渠道还需要考虑渠道水流波浪的高度%

表 '% 渠 顶 超 高 值

渠道流量H"3

$

H1$

" " e"# "# e$# $# eJ# dJ#

渠顶超高H3 #CF e#C$ #CE #CJ #CZ d#CZ

FCF!流速控制

渠道中水流的流速过大#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渠

道冲刷#过小就会造成渠道淤积#都不利于渠道的正常

输水
-E.

% 因此#在渠道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控制好渠道

流速% 渠道最大流速不应超过开始冲刷渠床的流速值

的 D#G"具体数据见表 F$,最小流速不小于 #CF# e

#C$#3H1的淤积流速% 如果渠道水流清澈#最小流速

可降低至 #CF#3H1%

表 $%土质渠道允许不冲流速 "单位!3H1$

土 壤 特 征 水流深度 黏土&重壤土 轻&中壤土

孔隙比 "CF e#CD

密度b"CF/H3

$

#CE# #C$J #C$J

"C## #CE# #CE#

FC## #CEJ #CEJ

$C## #CJ# #CJ#

孔隙比 #CD e#CZ

密度 "CF e"CZZ/H3

$

#CE# #CY# #CZJ

"C## #C%J #C%#

FC## #CDJ #CD#

$C## "C"# "C##

孔隙比 #CZ e#C$

密度 "CZZ eFC#E/H3

$

#CE# "C## #CDJ

"C## "CF# "CF#

FC## "CE# "CE#

$C## "CJ# "CJ#

孔隙比 #C$ e#CF

密度 FC#E eFC"E/H3

$

#CE# "CE# "CE#

"C## "CY# "CY#

FC## "CD# "CD#

$C## FC"# FC"#

FC$!流量控制

渠道的过水流量一般不应超过正常设计值#如遇

特殊情况#可适当增加渠道流量#但不宜时间过长% 特

别是在冬季和滑坡危险期更应该注意渠道流量的控

制#不仅要保持渠道的流量在正常范围内#还要保持流

量的相对稳定#一般流量的变化幅度不超过 "#G e

F#G#如果是浑水淤灌渠道#可适当加大% 在冬季封冻

期间#在保证用水需求的前提下#尽量缩短输水时间#

并在输水期间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渠道的冰情变化

情况#组织人力巡渠道打冰#防止流凌拥塞渠道#造成

次生灾害%

C%渠道工程检查

随着中国农田水利投资力度的加大#中国的灌溉

渠系建设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在渠系运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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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化渠系的检查工作#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

有效措施%

$C"!经常性检查

重点是渠道的险工&险段以及渠堤上是否存在冲

刷&淋沟&裂缝&滑坡&淤积等不良现象#此外还要注意

连接处是否合乎技术标准要求%

$CF!临时性检查

主要是面临暴雨&台风&地震&滑坡等自然地质灾

害时#渠道是否发生险情#是否存在沉陷&裂缝&崩塌&

渗漏等情况%

$C$!定期性检查

在汛前&汛后&封冻前和解冻后等一些关键的时间

节点进行的渠道检查#如发现弱点和损坏#应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对北方地区有冬灌需求的渠道#还应该定期

检查冰凌冻害对渠道的损害情况%

$CE!渠道过水运行期间的检查

主要关注关键渠段的流态#是否存在杂物阻水&冲

刷&淤积&渗漏等现象#渠顶超高是否足够等%

*%灌溉渠道的整修和养护

灌溉渠道的整修和养护涵盖多方面的内容#本文

针对土渠的特征#仅就防淤和防冲两方面进行重点

探讨%

EC"!渠道的防淤

EC"C"!工程措施

为防止渠道淤积#灌区应防止大于 #C"# e#C"J33

的泥沙进入渠道
-J.

% 可采取如下工程技术措施!

!在

水源上游进行全面的水土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对冲刷较严重的河段进行砌护,在水源上游的集水面

以及易冲刷河段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推广水源地的

小流域承包治理等% 通过上述措施减少水土流失#降

低水源的含沙量%

"在渠道的枢纽部位设置必要的防

沙和排沙工程措施% 在进水闸附近设置排沙闸#将渠

首干渠内沉积的大颗粒泥沙冲走,对无坝引水方式#在

进水闸前方一定距离的河床上设置高度为河道水流深

度 "H$ e"HE 的拦沙底坎#底坎应与水流方向成 F#je

$#j角#底坎的长度应视水流形态与进水闸的情形而

定%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导流装置&沉沙池&导流丁

坝&隔水沙门等其他防沙措施%

EC"CF!管理措施

傍山渠道#经过公路&村庄等位置需有交叉建筑

物#在发生暴雨和山洪情况下#防止洪水挟裹泥沙进入

渠道#造成渠床淤积,为减少入渠泥沙量#应落实好计

划引水量#减少不必要的计划外引水
-Z.

#同时要严格用

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系数#通过减少渠首引水量降低

渠道的淤积危害,合理安排引水时间#在河流含沙量较

大时减少引水量#在河流含沙量达到预先设定的阈值

时要停止引水%

ECF!渠道清淤

渠道淤积一直是灌区渠道运行管理的难点#同时

淤积问题只能通过加强管理措施进行控制和减轻#而

不可能完全消除% 因此#为了保证渠道能够按计划输

水#管理部门每年要编制清淤计划%

ECFC"!水力清淤

水力清淤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利用渠道的弯道

排沙清淤#也就是利用水流在渠道弯道产生的横向环

流#辅以一定坡度的弯道将泥沙集中在凸岸% 这种方

式的优势是不影响下游渠道输水功能#结构简单#清淤

效果良好,缺点是对地形条件要求较高%

"利用清水

冲淤#也就是在非用水季节#将含沙量极低的清水引入

渠道#利用现有的排沙闸和泄水闸等设施泄水排沙
-Y.

%

对淤积严重的渠段#可以辅以人工搅动#增强排沙效

果% 这种方式的优势是清淤效果良好,劣势是必须要

有充足的水源%

ECFCF!机械清淤

机械清淤原理和过程比较简单% 该方法主要优势

是具有较高的清淤率#同时可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

劣势是需要具备诸多条件#主要是渠道沿线要有便于

机械通行的道路,渠道两侧的绿化植树应该考虑清淤

要求#泥沙堆积段如果比较集中#要具备必要的处理

措施%

ECFC$!人工清淤

对于不便于利用水力和机械清淤 $下转第 Z$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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