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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岳普湖县社教干渠始建于1958年,为岳普湖县的主要输水干渠,全长22.325km,其中上段从盖孜
河合理闸引入至三号跌水结束,全长12.9km,目前为混凝土板衬砌；下段从三号跌水引水至新公道牙闸结
束,全长9.425km,为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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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Main Canal of Yuepuhu County and the
Necessity of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Jianhua Yang
Kashgar District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The main canal of Yuepuhu County was built in 1958, as the main water transmission canal, and the
total length is 22.325km, including upper section from Gaizi river gate to the end of the third drop, the total
length of 12.9 km, is currently concrete plate lining; the next section from No. 3 water drop to the end of the
new justice sluice, the total length of 9.425 km, which is soil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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