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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灌区渠道改造工程断面形式采用梯形断面，
既有效地利用了原渠道工程量，
又有效地保证了渠道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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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率 P=25%尧P=50%尧P=75%和 P=95%渊丰水尧平水尧枯水和
塔城市隶属塔城地区袁是塔城地委尧行署所在地袁辖 4
乡 2 镇 3 场袁146 个村袁3 个街道办事处袁1 个牧民社区袁境
内驻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所属 3 个农牧团场遥

特枯水冤的设计年径流量年内分配遥 锡伯图河渠首多年平
均泥沙总量为 0.86×104t遥
2.3 工程地质条件

恰合吉牧场为井渠混灌区袁 地表水源为锡伯图干渠袁

拟建工程处于中低山区尧低山丘陵区尧山前倾斜平原

主要依靠锡伯图东四支渠引水遥 东四支为续灌渠道袁全长

区遥 中低山区尧低山丘陵区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区尧转

10.00km袁设计引水流量为 1.0m3/s袁加大流量 1.25m3/s袁控制

运区, 山前倾斜平原区则是地下水的径流区尧赋存区遥 山区

灌溉面积 1.67 万亩遥东四支控制灌溉面积覆盖本工程项目

地下水以基岩裂隙水为主袁侧向补给河水袁多以下降泉的

区袁水量满足灌溉要求遥

形式出现曰山前丘陵区尧山前倾斜平原区地下水主要为第

项目区恰合吉牧场是井渠混灌区袁高效节水渊滴灌冤已

四系松散层孔隙型潜水袁受大气降水及河流侧向补给遥 山

基本覆盖袁滴灌系统运行基本正常袁但塔城市地下水严重

区河段河水受降水和融水的补给袁水量较丰曰河流出山口

超采袁根据野三条红线要要
要减少地下水开采袁关闭停用部分

后进入山前洪积扇地段袁 河水大量补给地下水而形成潜

农用机电井袁有条件的片区地表水置换地下水冶袁塔城市锡

流曰山前倾斜平原区北部地下水位 30～50m 袁中部地下水

伯图东四支运行多年袁 项目区现状主要依靠机电井灌溉袁

位 10～30m袁南部地下水位 2～10m遥

渠道废弃袁渠底破损严重袁急需改造遥

本次实施的项目区位于冲洪积平原区袁均为已实施的
多年耕作的熟地遥 土壤质地以壤土为主袁表层以粉质壤土

2.1 气象

为主遥 地层岩性为粉质壤土及壤土层袁土层 0.5~2.0m 含植

锡伯图河流域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尧 半干旱气候区袁

物根系可见植物根孔遥 下部为砂卵石层袁中密含泥量少袁粒

山区根据卡琅古尔水 文 站的资 料 分析袁 多 年平 均气 温

径一般在 10~25mm袁最大 35~60mm袁分选性好袁主要成份

3.6℃袁 极端最低气温 -40.5℃渊1974 年冤袁 极端最高气温

为凝灰岩袁 其次为砂岩尧 石英岩尧 花岗岩等袁 磨圆度差遥

35.0℃渊1989 年冤袁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都较大遥 实测年最

0.5~2.5m袁 粉质壤土及壤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为曲率系数

大降 水量 738.5mm 渊1993 年 冤袁 最 小 年 降 水 量 264.2mm

渊Cc冤 为 1.03曰 不均匀系数 渊Cu冤 为 25.8曰 湿密度为 1.74

渊1974 年冤遥 平原区根据塔城市气象站资料显示袁多年平均

g/cm3曰含水量为 15.3%曰干密度为 1.53g/cm3曰比重 2.71遥 建

气温 6.8℃袁多年平均年太阳辐射 136.7 千卡 /cm2袁年光合

议临时开挖边坡 1院0.3~1院0.5遥

有效辐射 65.6 千卡 /cm2袁年日照时数 2950.4 小时袁日照百

建筑物基础为低液限粘土中袁土中粒径小于 0.075mm

分率 66%袁≥10℃的积温 2858.1℃袁 持续日数 150.3 天袁无

的土粒含量按重量比大于 10.0%袁为冻胀性土袁设计时应考

霜冻日数 147 天遥 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655.3mm袁多年平均

虑抗冻胀设计遥

年降水量 289.6mm袁一日最大降水量 56.9mm渊1966 年 6 月
8 日冤袁实测最大冻土深 1.46m袁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17m/s遥
2.2 水文

3.1 工程总体布置
项目区为运行多年的灌区袁 且根据实地踏勘情况袁渠

锡伯图河渠首设计年径流量年内分配以实测系列典型

线基本顺直合理袁尊重民意袁尽量不占用基本农田袁渠线尧

年的分配为依据遥 根据年水量相近袁灌溉期来水量偏少的

机耕道路及条田林带等维持现状袁 不做工程布置调整袁对

选择原则袁 在 实 测系列 中 分别 选 取 1985 年尧1987 年 和

原渠道进行恢复改造遥

1986 年为典型年袁采用水量控制尧同倍比缩放袁得到不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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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合吉牧场地下水滴灌改造为地表水滴灌 5600 亩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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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图四支渠 渠 底损害 严重 袁 本次 维修 锡伯图 四 支渠

3.1.4院

10km渊6km 底部维修冤袁新建沉淀池 4 座袁引水渠道渊沉淀池

β要系数袁可按表 3.1.5 取值曰
要邻近气象台站的冻前地下水位深度曰

引水渠冤4 条袁长度 1100m曰工程建设规模属小渊1冤型工程遥
根据叶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曳渊GB18306-2001冤袁工程

e要系数曰
要计算点冻前地下水位深度曰

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袁地震基本烈度 VI 度遥
3.2 渠道工程

根据地下水埋深袁以及曲线走向袁进行抗冻胀计算袁分

3.2.1 渠道防渗形式

别计算渠道阴面尧阳面和底部院

根据叶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曳SL18要2004 中表 7.4.2
的规定袁 本次设计渠道采用 8cm 厚 C25F200 现浇砼板防
渗遥
3.2.2 渠道流量确定
锡伯图灌区东四支渠控制灌溉面积 1.67×104 亩院设

故:

计 流 量 Q 设 灌 Q=1m /s袁 加 大 流 量 Q 加 =1.25Q 设 =14.
3

38m3/s遥
3.2.3 渠道水力计算

渠道基础设计冻深院

渠道的水力计算采用明渠均匀流公式中院
=171.22cm
式中院 Q要渠道设计流量袁m3/s曰
A要过水断面面积袁m2曰
C要谢才系数曰
R要水力半径袁m曰
i要渠道底坡遥
渠道超高计算根据叶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曳要求院
渠道衬砌超高值可采用 0.3～0.8m袁5 级渠道可适当减小袁
但不应小于 0.1m遥
本次设计袁采用计算公式 Fb=1/4hb+0.2曰
式中院Fb要渠道超高袁m曰
hb要渠道通过加大流量时的水深袁m遥
3.2.4 渠道抗冻胀设计
根据地质条件渠基土为冻胀性土袁本次设计进行抗冻
胀计算遥
依据 叶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曳GB/T50662-2011
及叶渠系工程抗冻胀设计规范曳SL23-2006 要求袁分别选取
渠道的阴面尧阳面和底面为计算点袁计算各点设计冻深院

渠道基础下的冻胀量院
由于 2cm<

<5cm袁故渠基土的冻胀级别为 II 级袁根据

叶渠系工程抗冻胀设计规范曳SL23要2006 中 4.2.3 条袁 梯形
混泥土衬砌渠道的允许冻胀量为 0.51cm遥 而渠道冻胀量
袁1< =2.35袁需要对渠道渠基冻胀土进行置换设计曰
置换深度
式中院 Ze 要置换深度袁渊cm冤曰
Zd 要设计冻深袁渊cm冤曰
ε 要置换比渊%冤曰结合当地经验参照规范 5.1.5 选取曰
要衬砌板厚度遥
3.2.5 渠道横断面结构设计
①锡伯图东四支渠
锡伯图东四支渠原设计袁 渠道采用砼预制板防渗袁渠
底宽度 0.56m袁渠深 0.8~1.0m袁内边坡 1院1.5袁外边坡为 1院
2袁渠顶设 50cm×40cm×6cm 的 C20F200W4 砼预制板袁砼标
号采用 C20F200遥 为了防止冻胀袁预制板下设 40cm 垫层遥
沿渠两侧有 1.5m 宽的 20cm 厚砂砾石机耕道袁满足施工运
输要求遥
锡伯图东四支渠改造后袁断面结构不变袁只改造 6km

式中院Zd要渠系工程的设计冻深袁渊cm冤曰
Zm 要历年最大冻深袁154渊cm冤
要考虑日照及遮荫程度的修正系数曰 由规范 3.1.4
条确定遥
要地下水影响系数曰由规范 3.1.5 条确定遥
要 典型断面某部位 i 的日照及遮荫程度修正系数遥
阴尧阳面中部的
部的

值可由规范图 3.1.4-1 查得 1.05袁底面中

值可由规范 3.1.4-2 查得 1.05.

a要系数袁根据建筑物所在的气候区查表遥 见表见规范

底板遥 底板采用宽 0.56m袁厚 8cm 厚现浇砼板袁砼标号采用
C25F200遥 底板每隔 2.5m 设一条横缝袁缝宽 2cm袁分缝表层
2cm 采用聚氨酯填缝袁底部采用苯板填缝遥
②沉淀池引水渠
恰合吉牧场沉淀池引水渠渠道横断面均为梯形袁设计
流量 0.15m3/s遥
设计流量 0.15m3/s 的沉淀池引水渠袁 底宽均为 0.4m袁
渠深 0.5m袁 设计内边坡均为 1院1.5袁 渠道底板和边板采用
8cm 厚 C25F200 现浇砼衬砌遥 底板和边板下部铺设 30cm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47 -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水电水利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7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
2529-7821

厚的砂砾石垫层袁设计指标 Dr≥0.75袁含泥量≤10%遥 封顶

侧灌区的变动遥因此,如果沿用老渠线施工期可以抢在休灌

板采用 8cm 厚袁C25F200 现浇砼板袁宽 30cm袁两岸渠顶宽

期袁施工期短袁施工强度较大遥 但开挖方量较小袁投资较小遥

1.0m袁外边坡 1院2.0遥渠道每隔 2.5m 设一条横缝袁缝宽 2cm袁

4.2 充分利用原渠线断面袁 有力保证了工程质量本次

分缝表层 2cm 采用聚氨酯砂浆填缝袁底部采用高密苯板填

支渠断面设计若以现浇砼板作为防渗材料袁 施工工艺简

缝遥

单袁整体性好;投资较低;工程质量较好遥
4.1 所选干渠渠线既可缩短工期袁又减少工程投资
本次支渠选线如果选新建复线袁虽然施工期不受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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