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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混凝土 U 型渠道在旧灌区改造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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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而渠道是水利工程中重要的输送设施。混凝土U型渠道
具有显著的防渗效果,可以有效减少泥沙的堆积,因此,混凝土U型渠道在旧灌区的改造项目中得到了非
常广泛的应用。基于此,以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优质棉基地的旧灌区改造为例,分析讨论混凝土U型渠
道在旧灌区改造项目中的具体应用效果,实际的施工技术,探讨设计的优化方案,进而提高旧灌区改造的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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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crete U-shaped channel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irrigation
area
Xin Li
Xinjiang BINGTUAN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livelihood project in China, and channel is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onstruction facility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crete U-shaped channel has significant
anti-seepage effect an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sediment accumulation. Therefore, concrete U-shaped channe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old irrigation area.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old irrigation
area re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cotton base in togra kleke Township, Qiemo Coun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effect and actua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oncrete
U-shaped channel in the old irrigation area reconstruction project, discusses the design optimization scheme,
and then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ld irrigation area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concrete U-shaped channel; Reconstruction of old irrigation area;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desig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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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混凝土U型渠道的施工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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