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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属于农业生产大国,对于人类生产活动均具有重要作用。农田灌溉是保证农业发展的关键
环节。目前,农田灌溉多采用渠道输水灌溉技术,传统方式下会出现严重的土渠渗漏情况,不仅会造成水
资源浪费,也会导致农田的水资源灌溉不均匀,影响农田生长。因此,本文就农田灌溉防渗渠道衬砌施工
技术进行介绍,对砖石、片石、钢筋混凝土、模筑混凝土衬砌技术的优劣势进行分析,对施工流程工序进
行介绍,为实际防渗渠道衬砌施工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农田灌溉；防渗渠道；衬砌施工技术
中图分类号：TV93 文献标识码：A
渠道输水是现今农田灌溉的主要方
式,但是防渗效果不理想,水资源利用率

较大,在止水、渗水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

钢筋净距的三分之二,素混凝土板厚度

现在应用较少。

的一半,构建断面最小边长的四分之一。

低,导致水资源浪费情况较为严重,影响

1.2片石混凝土衬砌技术

混凝土结构要求无筋或少筋时,选择粒

农田灌溉面积,导致低下水位上升,导致

此技术对衬砌材料的要求相对较低,

径较大的粗骨料,保持表明洁净。细骨料

农田土地出现渍害。为了有效降低农田

可通过实地就地取材,有效节约成本。施

的选择应以质地坚硬、级配良好、清洁,

灌溉过程中造成的水资源浪费情况,提

工过程中可直接用农田周边的砂砾石与

细度模数在2.4~2.8的人工砂,或者在

升水资源利用率,选择合适的防渗渠道

混凝土进行混合作为衬砌材料,操作简

[3]
2.2~3.0的天然砂 。细骨料的含水量应

衬砌施工技术,加强施工过程管理,左后

单,适用于偏远山区进行渠道建设,但是

保持稳定,必要时可进行脱水操作。施工

后期维护工作,可达到良好的防渗效果,

此种技术不适合土质松软的农田灌溉渠

前需要要求调整混凝土配比,进行拌合

可提升渠道使用的耐久性。因此,本文就

道施工。

操作,施工材料及各类配料的配比,应根

农田灌溉防渗渠道衬砌施工技术进行简

1.3钢筋混凝土衬砌技术

据施工设计要求、施工图纸、试验结果

要介绍,以供参考。

此技术相比于上述应用砖石、片石

进行设计调整,一旦确定原料配比后,不

1 农田灌溉防渗渠道衬砌常用
技术

作为衬砌材料进行渠道施工而言,抗震

可根据个人喜好随意更改。根据规定要

性能优越,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坚固性,

求的搅拌时间进行搅拌操作。运输过程

农田灌溉渠道防渗衬砌主要是在渠

主要是以钢筋与混凝土作为衬砌材料,

中应随时搅拌,以免运输过程中混凝土

床上增添防渗层,夯实操作下,使渠床土

使用性较高,在质地松散的农田中应用,

[4]
出现离析反应,影响混凝土质量 。搅拌

壤的渗水性能降低,减少灌区输水过程

[2]
也可达到抗震、加固效果 。

第最好选择与施工现场较近的地方,保

1.4模筑混凝土衬砌技术

证搅拌好的混凝土材料可最短时间运输

水效率 。渠道衬砌施工后,不仅具有防

此技术最早应用于铁路、公路建设

到施工现场,保证施工质量。运输过程中

渗效果,也可使渠道的输水能力提升,促

中,在稳固、抗震、防渗漏等方面均具有

也需保证不漏浆、不初凝、不分离,无较

进输水运行的同时,可使地下水的渗漏

极高优势,近年来在农业灌溉中也得到

大温度差、无泌水情况。混凝土入仓时

补给情况降低,有效避免灌区土壤出现

了良好应用,可使农田灌溉环境有效改

也需保证温度适宜。

盐碱化情况发生。目前,渠道衬砌方式包

善,使灌溉效果有效增强,是现今应用的

2.2地基处理

括砖石、片石、钢筋混凝土、模筑混凝

最为先进的渠道衬砌技术。

地基是防渗渠道衬砌施工过程中的

中应渗漏带来的损失,更好提升灌区输
[1]

2 渠道衬砌的施工流程工序

基础,若地基未打牢固,会影响后续施工

1.1砖石混凝土衬砌技术

2.1材料制作与运输

过程安全性,降低施工质量。地基施工前,

利用砖石混凝土进行渠道衬砌是最

渠道衬砌技术施工过程中常用材料

所有施工人员应对施工设计编制与图纸

早的施工技术,主要是以人工方式完全

包括水泥、骨料、水、砂石、配料等。

进行充分研究,并对现场情况进行观察,

全部的衬砌工程,此种方式的衬砌缝隙

骨料的选择极为重要,粗骨料应不超过

确定渠道底脚、渠口线,施工人员应根据

土衬砌技术,分别介绍如下：

9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施工设计要求进行操作,土方开挖时,需

内重要结构处作为控制点,方便后续校

保证混凝土的平整性。模板拆完后应立

要对坡度、底高程进行严格控制,以保证

核工作开展,保证固定装置位置足够,以

即进行校对、整修、清理等工作,然后平

地基施工质量符合要求。

免模板使用过程中出现摇晃情况。

放备用。拆除6~18h后开展养护工作,根

2.5平仓振捣与浇筑方式

据气温、天气、水泥材料等情况,制定不
同的养护方案,养护过程中要进行扫水

2.3木板工程
模板是防渗渠道衬砌施工中主要的

混凝土块料卸入仓内后,应立即开

加固、支撑结构,直接影响衬砌整体施工

展振捣平仓操作,不可用刮杠刮平,也不

质量。施工前,施工人员需要了解施工现

可采用人工平仓。用机器进行平仓振荡

场与技术的相关要求,选择具有较高经

开展后可有效预防混凝土材料在舱内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济适用性、稳定性良好的模板。模板安

现堆积情况,用粗骨料分散分布在砂浆

水利工程的普及建设,农田灌溉防渗工

装过程中,需要保证拼装的精准性、平衡

较多的区域,砂浆、水泥均不可作为覆盖

程的施工质量,直接影响着水利工程整

[7]

操作,保证渠道表面适中处于潮湿状态。

3 结束语

性,从而有效避免渠道衬砌出现漏浆情

材料,避免持续混凝土蜂窝情况 。位于

体工程质量。因此,在农田灌溉防渗渠道

[5]
况 。模板安装时,应与渠道纵向偏差控

斜面的混凝土进行覆盖操作时,应以由

衬砌施工时,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

制在上下10毫米范围之内,与宽度方向

低至高、由下向上进行浇筑。平仓后及

择合适的渠道衬砌方式,明确渠道渗水

的偏差控制在上下30毫米范围内。

时振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操作,振

原因,针对性进行优化改进,有效改善水

2.4混凝土浇筑

捣是要快插、慢拔,从而保证振捣均匀,

资源浪费情况,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提升

施工环节中技术人员需要根据地质

根据粗骨料下沉情况决定振捣时间,出

农田经济效益。

情况,设计方案,选择最佳的施工技术。

现明显下沉,有浆液泛出即可停止振捣。

[参考文献]

例如,采用片石混凝土地基时,在新混凝

操作前铺满仓面,保持仓面平整,利用平

[1]牛树田.水利工程中农田灌溉防

土浇筑前,需要对游离态的旧混凝土、实

面振捣器进行振捣操作,可有效避免振

渗 渠 道 衬 砌 施 工 技 术 [J]. 科 学 技 术 创

惠、水泥膜等杂物进行彻底清理,使表层

捣不均匀、过振、欠振等情况发生。在

新,2019,(23):101-102.

石子处于裸露状态,此时可帮助新旧混

开展渠底浇筑时,需要先按照施工要求

[2]李亚军.农田灌溉防渗渠道衬砌

凝土的结合更紧实。纵缝处虽然不需要

进行仓面铺料操作,然后进行振捣操作,

施工技术分析[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0,

开展凿毛操作,但是需要对表面进行冲

直至观察到泛浆后停止振捣。浇筑过程

590(9):93-94.

洗,保证无灰渣等影响混凝土浇筑效果。

中缩短时间,避免浇筑时间长,降低混凝

[3]叶笃元.论水利工程中农田灌溉

结合面进行混凝土浇筑式,可先用一层

土的平整性,影响收面,浇筑过程中不可

渠 道 防 渗 衬 砌 施 工 技 术 [J]. 轻 松 学 电

小泥浆进行铺筑,然后再进行浇筑,保证

中途停工,若遇到突发紧急事件导致必

脑,2019,(016):1.

施工缝结合密实。浇筑施工前,检测渠道

须停工,也需争取在一小时内及时复工。

[6]

床,观察是否存在干燥起土等问题 。若

2.6拆模与养护操作

[4]魏立涛.农田灌溉防渗渠道衬砌
施工技术[J].区域治理,2019,(001):213.

过于干燥,可通过洒水,使渠道床处于湿

浇筑结束后,应检查浇筑平整性,观

[5]彭玉林,卢涛,冯钰婷,等.农田水

润状态,从而有效避免浇筑后,因过于干

察是否存在蜂窝、石子外露等情况,确定

利灌溉渠道的防渗衬砌施工技术[J].中

燥而产生裂纹。渠道衬砌施工过程中,

浇筑面平整后,再用原浆收面,不可用洒

国标准化,2019,544(08):139-140.

应以伸缩缝分块方式进行,采用跳仓浇

水、板砂浆等方式收面。上述操作流程

[6]谭海森.农田灌溉渠道施工技术

筑方式在渠底、渠坡处进行施工。施工

结束后,需要根据不同部位的强度需求,

分析[J].百科论坛电子杂志,2019,(014):

过程中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施工方

进行分别拆模。先用坚硬物对背面进行

784.

案,选择合适的浇筑顺序。根据设计图纸

敲击,待全部松动后拆膜,从另一端取出,

对模板进行测量放样,安装时,选择渠道

此种方法可最大程度保护模板的同时,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赵亚英.水利工程中渠道衬砌施
工分析[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4,(4):52.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