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地 方 标 准

引黄灌区渠道输水工程技术规范

编 制 说 明

（征求意见稿）

运 城 市 尊 村 引 黄 灌 溉 服 务 中 心

中 国 水 利 水 电 科 学 研 究 院

2022 年 6 月



目 录

1 工作简况 ......................................................1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4

3 主要起草过程 ..................................................6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 10

5、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 12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18

7 采标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以及与国

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18

8 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19

9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 19

10 实施性标准的措施 ............................................19

11 其他说明事项 ................................................19



1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19 年 9 月 18 日，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是国家重要战略。本规范的制定是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标准化工作改革发展，巩固拓展山西省国家标准

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成果，切实提高我省地方标准质量，充分发挥标准

化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推动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为我省转型综改膛新路、出雏型提供强有

力的标准化支撑，2021 年 1 月 8 日，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

征集 2021 年度山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晋市监发[2021] 21

号）文件。

山西省属于资源性严重缺水地区，部分地区又是严重的工程性缺水

地区，需要通过工程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在沿黄河的山西、

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现有灌

溉泵站约 7 万处、装机功率约 500 万 kW，其中山西省约 9000 处、装机

功率约 55万 kW，这些泵站大部分从黄河提水灌溉，因水源含泥沙量大，

导致泵站进出水建筑物淤积、水泵泥沙磨损、装置效率低、耗能高等问

题严重；灌区应用广泛的渠道防渗节水技术推广，在引黄灌区存在泥沙

淤积、堵塞渠道，大大降低输水能力的问题突出；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

缺是制约引黄灌溉发展重要“瓶颈”，要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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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施以水定地，因此在引黄灌区发展渠灌、管灌、微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和泵站工程建设与改造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势在必行。

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广使用高效

节水技术，以此支撑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发展，引黄灌区发展高效

节水完全可行。

山西省现有大中型灌区 179 处，总有效灌溉面积将近 1060 万亩，

并以占耕地面积不足 1/3 的灌区生产着全省约 2/3 的粮食，引黄灌区是

山西省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保障，但是山西省灌溉工程老化失修严重，

配套设施不全，渠道完好率仅为 60%左右，难以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需要。要实现省内粮食基本自给，缓解国家粮食安全压力，同时生

产大量优质、优势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大力

加强以灌溉为主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山西引黄灌区泥沙含量大，引黄

泥沙对渠道堵塞大大降低渠道输水能力，是制约引水效率的重要因素，

阻碍了灌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同渠道断面结构、渠道防淤积工程

设计对渠道输水效率有明显的影响。

2021 年 7 月 14 日，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 2021 年度第

二批山西省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晋市监发[2021]148

号）文件，本标准属山西省 2021 年第二批省级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由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合作编制，山西省水利厅提出，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本标准在总结分析和借鉴“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大型灌区节

水技术集成与示范（2015BAD20B03）等研究成果和 2009 年以来实施的引

黄灌区续建配套与更新改造项目实施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关领



3

域的研究和技术成果进行编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运城市尊村

引黄灌溉服务中心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大型灌排机械设备研制与

开发（2015BAD20B00）”和课题“大型灌区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

（2015BAD20B03）”于 2018 年通过科技部验收，取得了引黄灌溉粮田水

肥管理与灌溉决策技术、引黄灌区果园高效用水与灌溉决策技术、引黄

灌区微灌节水与农艺节水技术等关键技术成果，提出的关键技术参数和

指标为本规范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是本规范在引黄灌区生产

实践中具备实用性、适用性与前瞻性特征必不可少的科技保障来源。

本标准旨在根据引黄灌溉工程的含沙特点，结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有关引黄灌溉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现有标准进行补充，对于指导灌

区渠道输水工程的建设与改造具有重要意义。

1.2 起草单位与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协作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3 起草人员及所做的主要工作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赵永安 吴文勇 孙耀民 许盼盼

胡雅琪 王 珍 李樊敏 相保成

席兴军 马 蒙 刘群昌 张 超

任慧媛

标准组成人员有参加相关标准编制的经历和工作经验，组成人员基

本情况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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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主要参加单位及人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职称/职务 分工

1 赵永安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高级工程师
主编人

负责人

2 吴文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教 高 编写人

3 孙耀民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高级工程师 编写人

4 许盼盼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工程师 修改人

5 胡雅琪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节水灌溉 工程师 编写人

6 王 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工程师 编写人

7 李樊敏 运城市水务局 水利工程 工程师 参与部分工作

8 相保成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教 高 审稿人

9 席兴军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编制 研究员 审稿人

10 刘群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教 高 审稿人

11 马 蒙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节水灌溉 工程师 参与部分工作

12 张 超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工程师 参与部分工作

13 任慧媛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工程师 参与部分工作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符合重大国家战略的要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强调要促进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我国黄河流域灌区面积接近近 1 亿亩，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宁夏、

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等七省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灌溉用水量逐

年增加，引黄灌溉已成为整个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发展引黄灌溉，

可以推进黄河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

效益，对于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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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发展阶段中“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是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在乡村振兴中，要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珍惜每一寸土地，由粗放型发展逐步向精细化、

标准化、高质量发展转变，本规范可为引黄灌区渠道设计、施工、管理

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改善乡村产业现代化基础设施，进一步落

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护并提升耕地质量，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2.2 符合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生产条件的现代化，引黄灌区大多建于 20世

纪 80 年代及以前，限于当时的经济、技术等条件，渠道选型不配套、施

工质量不可靠，建设之初就形成了“先天不足”。为此，本规范结合当

地水资源承载能力，通过渠道工程的规划设计，合理选择渠道断面，采

用适宜的施工方法，着力于提高工程的用水效率，积极推动适水农业发

展，全面改善引黄灌区农业生产条件，更好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

2.3 符合灌区长期高效运行的要求

引黄渠道长期以来重建轻管，加之黄河水泥沙含量大，渠道淤积损

毁情况严重，工程整体效益长期得不到有效发挥。为提升引黄灌区管理

水平，保障灌区效益有效发挥，本规范以标准化、规范化为引领，以渠

道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为核心架构，梳理形成了渠道工程的

一系列标准，方便对灌区进行常态化、动态化管理，提高灌溉用水管理

水平，是灌区工程长期高效运行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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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起草过程

从2021年1月开始组织国内和山西省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本标

准的编制。工作组成员查阅了大量的引黄灌溉研究进展，多次以召开视

频讨论会、电话和函询等方式，对本标准的编制大纲和内容进行了研讨，

并向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了咨询，确确定了将引黄灌区渠道工

程规划、工程设计、渠道施工、渠道管理等作为主要编写内容。渠道工

程规划对新建和改造所需的规划条件及主要技术参数进行了规定；渠道

工程设计对不同等级渠道设计中所遵循的原则、断面形式、结构设计参

数等内容进行了规定；渠道工程施工对渠道改造和新建过程中常用的施

工措施及技术参数进行了规定；渠道工程管理对已建成或改造完的渠道

工程运行调度、监测、清淤等进行了规定。

2021 年 1 月-3 月，成立了编写组，对尊村、夹马口、北赵及大禹渡

引黄灌区渠道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详见表 1-4）。通过收集

渠道的断面形式、主要参数、坡降，调查了解防渗设计和土方回填、混

凝土浇筑等施工方法，以及渠道的运行情况和年内淤积情况、每年的淤

积费用，对比分析，总结出适合黄河水的不同断面、不同坡降渠道的优

缺点，为该标准的编制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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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赵引黄灌区部分黄河水渠道调查表

渠道名称 桩号
流量（m

3
/s） 断面（m）

半径/渠深/口宽
纵坡 淤积和清淤费用情况 备注

设计 均值

中干渠 0+000-2+484 4.71 4.7 R1.6/H2.2/B5.73 1/3000 每年淤深约 0.3m 弧底梯形渠

中干渠 2+484-2+604 4.71 5.7 1.3/2.1/2.6 1/1000 每年淤深约 0.2m 渡槽

中干渠 2+604-7+425 4.71 6.7 1.6/2.2/5.73 1/3000 每年淤深约 0.3m 弧底梯形渠

中干渠 7+425-13+502 3.55 3.54 1.4/2/5.16 1/3000 每年淤深约 0.5m 弧底梯形渠

中干渠 13+502-13+767 2.65 2.65 1.3/1.9/4.88 1/3000 每年淤深约 0.6m 弧底梯形渠

中干渠 13+767-14+762 2.65 2.65 1.3/1.9/4.88 1/3000 每年淤深约 1.1m 弧底梯形渠

中干一支渠 0+000-0+050 0.84 0.95 0.7/1.3/3.18 1/900 几乎不淤积 弧底梯形渠

中干一支渠 0+050-0+785 0.84 0.95 0.7/1.3/1.8 1/900 几乎不淤积 U 型渠

中干一支渠 0+785-1+421 0.84 0.95 0.5/1.1/1.33 1/180 几乎不淤积 U 型渠

中干一支渠 1+421-1+897 0.84 0.95 0.7/1.3/1.8 1/1000 几乎不淤积 U 型渠

中干一支渠 1+897-2+648 0.84 0.95 0.6/1.2/1.56 1/300 几乎不淤积 U 型渠

中干一支渠 2+648-2+732 0.84 0.95 0.5/1.0/1.28 1/100 几乎不淤积 U 型渠

中干一支渠 2+732-2+800 0.84 0.95 0.5/1.0/1.0 1/100 几乎不淤积 渡槽

中干一支一分支 1+863-4+288 0.27 0.3 0.5/0.9/1.23 1/1800 每年淤深约 0.6m U 型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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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禹渡引黄灌区黄河水渠道调查表

渠道名称 桩号
设计流量

（m³/s）
断面（宽*深 m） 纵坡 淤积和清淤费用情况 备注

总干渠
20+132-23+591 3 4*2 1/4000 淤泥平均 0.6 米深，费用 25 万元 暗渠

23+591-28+517 2 3.6*3.2 1/4000 淤泥平均 0.6 米深，费用 20 万元

南干渠 8+730-9+430 0.5 1.5*0.8 1/1800 淤泥平均 0.5 米深，费用 1.5 万元

西干渠 1+000-4+000 1 D1.2*1.2 1/2000 淤泥平均 0.5 米深，费用 1.5 万元

东干渠
7+450-9+650 0.8 D1.2*1.2 1/2500 淤泥平均 0.4 米深，费用 4万元

9+650-13+341 0.5 D1*1 1/3000 淤泥平均 0.4 米深，费用 5万元

北一干一级东支渠 1+500-2+400 0.4 D1*1 1/2000 淤泥平均 0.35 米深，费用 1万元

北一干一级西支渠
1+800-2+700

3+600-4+200
0.4 D1*1 1/2000 淤泥平均 0.35 米深，费用 1.5 万元

北一干二级西支渠
2+700-3+600

5+100-6+000
0.4 D1*1 1/2000 淤泥平均 0.35 米深，费用 2万元

北一干三级西支渠
3+000-4+200

5+100-5+700
0.4 D1*1 1/2000 淤泥平均 0.35 米深，费用 2万元

北二干一级西支渠 0+000-4+850 0.3 D1*1 1/2500 淤泥平均 0.65 米深，费用 7.5 万元

北二干一级东支渠 0+000-1+100 0.3 D1*1 1/2500 淤泥平均 0.7 米深，费用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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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夹马口灌区黄河水总干渠道调查表

桩号

流量

断面 纵坡 淤积和清淤费用情况 备注

设计 均值

0+000-2+800 24.5 11 弧底梯形 1/4000 6106m³ 30530 元
清淤单价按 5 元/m³计

算，不弃运

2+800-5+257 23.53 11 弧底梯形 1/4000 5006m³ 25030 元

5+257-7+511 22.27 11 弧底梯形 1/4000 4538m³ 22690 元

7+511-8+477 22.27 11 弧底梯形 1/4000 1944m³ 9720 元

8+477-9+442 22.27 10 弧底梯形 1/3500 1994m³ 9970 元

9+442-13+113 20.41 8 弧底梯形 1/4000 7912m³ 39560 元

13+113-16+643 20.17 8 弧底梯形 1/4000 6750m³ 33750 元

16+643-20+669 19.2 6 梯形 1/3500 8480m³ 42400 元

20+669-22+040 18.45 6 梯形 1/4000 2730m³ 13650 元

22+040-23+550 18.31 6 弧底梯形 1/4000 3007m³ 15035 元

23+550-27+648 6.3 1.5 弧底梯形 1/4000 6474m³ 32370 元

27+648-30+116 3.93 1 弧底梯形 1/4000 2830m³ 14150 元

30+116-36+083 3.36 1 弧底梯形 1/4000 4898m³ 24490 元

36+083-36+426 2.66 1 弧底梯形 1/4000 283m³ 1415 元

36+426-37+815 1.85 0.5 弧底梯形 1/4000 1866m³ 9330 元

37+815-38+272 1.85 0.2 弧底梯形 1/4000 901m³ 45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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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5 月，完成了本标准编写大纲，编写人员按照分工收集相

关资料，完成本标准申报草案初稿并上报；

2021 年 5-6 月，编写组根据申报草案立项审查要求，讨论修改完善

形成本标准草案，完成申报立项。

2021 年 8 月 24 日，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太原组织开展

专家初审会议，会议就规范编制必要性、参考价值、适用性以及结构内

容进行了初审，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修改意见。

2021 年 9 月-2022 年 5 月，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结构进行

了调整，将有关技术参数及指标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统一，对本标

准进行了修改完善并上报。

2022 年 月，山西省水利标准化委员会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全省

范围内征求意见，并分类总结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修改说明。

2022 年 月，根据山西省水利标准化委员会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全省范围内征求的意见，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修改说明进行修改完善，

形成本标准送审稿。

2022 年 月，山西省水利标准化委员会组织对本标准送审稿进行

技术审查，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修改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标准报批

稿。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 制定原则

本规范的制定遵循“安全、高效、经济”的基本原则。

（1）安全性原则。本规范从工程安全、供水安全出发，以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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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以提供长期稳定的供水为目标，合理确定渠道形式及参数，确

保渠道安全输水，为灌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过合理布

置安全警示标志，确保沿线人民安全用水。

（2）高效性原则。严格落实“节水优先”的治水方针，把节约用水

贯穿于灌区发展和群众生活生产全过程，严格落实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

管理制度，从多个环节深挖农业节水潜力，建设节水型灌区，不断提高

用水效率和效益，加快实现从粗放用水向节约、集约用水的根本转变，

形成有利于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空间格局。

（3）经济性原则。通过广泛采用大量灌区的实验数据，结合先进适

用的施工技术，提出经济合理、注重实用的技术方案，尽可能节约工程

投资，提高灌区用水的便利化、降低用水成本，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对良

好水利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的需求。

4.2 制定依据

本规范主要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渠道设计、改造、施工、

安装、验收、运行管理、安全鉴定、现场测试等方面的相关标准制定，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农田水利条例》、《灌溉与排水工

程设计规范》（GB 50288）、《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GB/T 50600）、

《渠道抗冻胀设计规范》（SL 23）、《河流泥沙颗粒规程》（SL42）等。

4.3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的制定以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严格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农田水利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与国家现行

法律、法规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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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以《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渠道防渗

工程技术规范》（GB/T 50600）、《渠道抗冻胀设计规范》（SL 23）等

相关标准为依据，围绕引黄灌溉渠道特点，提出相应的改造技术要求，

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渠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为引黄渠道工程建设

及建后运行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5、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5.1 第 4 章：工程规划

（1）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引黄灌区渠道输水灌溉工程的建设和改造应

符合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农田水利、农业发展等规划要求，与现状灌

溉设施、种植结构等基础条件相结合，并于道路、林网、供电等规划相

协调。

——4.1.2 针对引黄灌区易于淤积的特征，本条规定引黄灌区渠道

工程规划应收集整理灌溉水含沙量、泥沙颗粒级配、泥沙粒配曲线等水

质资料。

——4.1.3 本条规定了引黄灌区渠道布置目标是减少泥沙淤积，渠

道布置应该考虑水力学条件。从渠道断面形式选择、参数优化等方面减

少泥沙淤积

——4.1.4 引黄灌区渠道输水泥沙含量综合考虑渠道设计流速、泥

沙淤积风险、田间高效节水灌溉等多方面要求，参考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大型灌区节水技术集成与示范”有关试验结果，本条规定了渠道输水

水源平均含沙量高于 1kg/m
3
时宜规划沉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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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通过对引黄渠道运行资料的分析可知，渠道缓流段水流

流速较慢，易发生泥沙淤积现象，影响闸门起闭，所以在渠道缓流段不

宜布置分水建筑物。

——4.1.6 规划防淤工程措施，可以通过合理选择取水口位置、渠

首修建沉沙设施合理利用泥沙，变废为宝。

（2）4.2 工程级别与防渗等级

——4.2.1 参考 GB/T 50600 表 3.1.6 规定，本条根据渠道设计流量

将引黄灌区渠道工程划分为 8 级。

——4.2.2 参考 GB/T 50600 表 3.1.3 规定，结合引黄渠道运行管理

实际情况，本条对不同级别渠道的渗漏量进行了规定。

（3）4.3 主要技术参数

引黄灌区渠道规划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泥沙淤积问题，本节对渠道设

计挟沙力、不淤流速、设计流速等进行了规定。

——4.3.1 本条规定应依据取水口含沙量实测资料或相邻水文站的

监测资料确定渠道水源多年平均含沙量，作为渠道设计挟沙力的参考值。

渠道挟沙力是指在一定的水流泥沙条件下渠道流处于不冲不淤的平衡状

态时单位水体中所能携带的悬移质中床沙质的数量的平均值，又称为饱

和含沙量或者临界含沙量。计算挟沙能力可参考公式 1:

（1）

式中 S 是悬移质水流挟沙能力(kg/m)；U 为断面平均流速(m/s)；R

为水力半径(m)对于宽浅河道 R可近似用断面平均水深 h 代替：ω为泥沙

沉降速度(m/s)；g为重力加速度(m/s)；K 和 m分别为水流挟沙能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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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数，这些系数可以通过半理论表达式和实测资料确定（参考郭庆超

“天然河道水流报夹沙能力研究”[1]. 泥沙研究 2006(5):45）

——4.3.2 参考王佳盛硕士论文“引黄渠道水沙迁移特性的研究”

中的研究成果，本条对渠道不淤流速的计算过程进行了规定。

——4.3.3 本条从避免泥沙淤积的角度，规定渠道设计流速��取值

宜大于不淤流速��。

——4.3.4 本条规定渠道进行改建或扩建时，按照 GB/T 50600 规定

的步骤复核渠道断面尺寸和设计流量，同时需要复核加大流量和最小流

量的流速是否大于不淤流速。

5.2 第 5 章 渠道工程设计

（1）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引黄灌区渠道设计应符合 GB/T 50600 和 SL 23

的有关规定。

——5.1.2 考虑到引黄渠道输水的泥沙特性，本条规定引黄渠道输

水工程设计应通过优化渠道断面参数及渠道比降等保证冲淤平衡，减少

泥沙淤积。

——5.1.3 本条规定渠道设计时应有利于机械化施工，同时考虑后

期清淤和运行维护。

——5.1.4、5.1.5 针对山西引黄灌区经过黄土高原的典型特征，本

条规定应针对湿陷性黄土地基特征进行渠道防渗设计与渠基处理。

（2）5.2 渠道主要技术参数

——5.2.1 本条对渠系水利用系数进行了规定，按照 GB 50288 第

3.2.8 条规定，对于灌区面积≥20000hm
2
的灌区，渠系水利用系数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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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667hm
2
<灌区面积<20000 hm

2
时，渠系水利用系数需不低于 0.65；

灌区面积<667 hm
2
时，渠系水利用系数需不低于 0.75。本条考虑到引黄

灌区水资源极度缺乏的现状，且多为提水灌区，适当提高渠系水利用系

数，取值为：大型灌区不低于 0.65，中型灌区不低于 0.7；小型灌区不

低于 0.8。同时，GB 50288 中 3.2.10 条规定，旱作物灌区田间水利用系

数设计值不宜低于 0.90;水稻灌区田间水利用系数设计值不、宜低于

0.95。本条规定引黄渠道田间水利用系数不低于 0.85。

——5.2.2 渠道泥沙处置关系到生态环境保护和占用土地资源，规

定泥沙资源化利用比例不低 75%

（3）5.3 渠道断面与纵坡设计

——5.3.1 渠道断面设计

为了设计和施工的标准化，总结引黄灌区工程建设和渠道运行维护

经验，本条对渠道断面形式和渠道断面设计进行了规定。

渠道断面形式：（1）渠道一般断面形式：梯形、弧脚梯形渠、弧底

梯形渠、U 形、矩形。（2）设计流量大于 100m
3
/s 的 1、2 级别渠道，或

有特珠要求的渠道，应进行专项设计；3-7 级别渠道选用一般断面形式。

3-7 级别渠道一般选择弧脚梯形渠、弧底梯形渠、大 U 型渠、U型渠

等四种断面形式，若遇特殊地形或基础时可选用矩形渠道。定形尺寸宜

参考表 5～表 8 经验数值。3级渠道宜结合地形条件，分段设置清淤机械

入渠设施，以方便后期运行管理。

——5.3.2 引黄渠道纵坡缓，导致流速低，泥沙淤积严重，本条参

考王佳盛硕士论文“引黄渠道水沙迁移特性的研究”中的研究成果，结

合 2009 年以来山西省实施的引黄灌区续建配套与更新改造项目中引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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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渠道建设和渠系运行情况，规定了引黄混凝土防渗渠道纵比降（i）

取值：3级渠道 i≤1/3000，4级渠道 1/3000＜ i≤1/2000，5级渠道 1/2000

＜ i≤1/1500，6、7 级渠道 i＞1/1500。

——5.3.3 渠道水力计算

本条规定引黄渠道水力计算按GB/T 50600 第 5.3 条有关规定的方法

进行。同时，为了标准化施工，本条规定对于 3～7 级渠道，一般根据流

量大小从表 5～表 8 中选出合适的纵坡和定形断面，并依据多年研究结

果得出的式（2）、（3）复核流量和流速参数。

（4）5.4 渠道渠基与边坡稳定设计

渠道边坡系数是渠道边坡的倾斜度。其值等于边坡在水平方向的投

影长度和在垂直方向投影长度的比值。1、2 级渠道边坡系数应通过土的

力学试验和稳定分析等确定，3-7 级渠道的边坡系数则常根据经验确定。

本条规定了渠道基础为土基时，填方渠道外坡取 1:1，内边坡详见

表 5～表 8。

（5）5.5 渠道防冻与耐久性设计

季节冻土冻深大于10cm地区的渠道衬砌和冻深大于30cm地区的渠系

建筑物抗冻胀设计。抗冻胀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安全可靠、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的原则。引黄渠道防冻与耐久性设计，应符合GB/T 50600和SL23

的规定。

（6）5.6 伸缩缝及堤顶设计

——5.6.1 根据国内外调查资料及我国引黄灌区资料分析整理后确

定了伸缩缝间距。具体选择时，根据断面形式及规模进行设定。U 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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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防渗渠道设置横向伸缩缝，间距 3～4m（断面小取小值，断面大取

大值）。

——5.6.2 本条规定弧角梯形渠和弧底梯形渠横缝，间距不宜超过

4m；应在边坡弧形与直段间连接线处设置纵缝，渠底或边坡宽度较大时，

增设纵缝，纵缝间距不宜大于 4m。

——5.6.3 根据调查资料，本条对伸缩缝的宽度、形式进行了规定。

伸缩缝宽宜不大于 2cm。防渗结构措施与构造设计应符合 GB/T 50600 的

规定。

——5.6.4 根据引黄灌区调查数据，本条对防渗体和堤顶高程关系

进行了规定：渠堤高程高于防渗体压顶 0.1m 以上。

5.3 第 6 章：渠道工程施工

渠道工程施工一般工序为测量放线、场地清理、土方开挖（填筑）、

渠道边坡修整、土工膜铺设、混凝土防渗、伸缩缝处理等。本节主要针

对渠道混凝土施工规定了不同级别的渠道混凝土的施工工艺.

（1）6.1 混凝土防渗施工

——6.1.1 本条提出了不同级别渠道混凝土防渗适宜的施工工艺。

并归纳了各施工工艺选用的施工机械及施工工序。

——6.1.2 本条规定 3、4 级渠道大片混凝土表面宜采用旋转式混凝

土压光机收面。

（2）6.2 施工质量控制与验收

为了确保质量，本条对施工质量和验收依据进行了规定，施工质量

的控制与验收执行 GB/T 50600 的有关规定。

5.4 第 7 章 渠道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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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从渠道运行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渠道安全防护与标识、

运行调度、工程监测、维护与清淤 4 个方面的管理要求。

（1）7.1 安全防护与标识

——7.1.1 本条规定了渠道警示标志、渠道安全防护措施的位置。

——7.1.2 本条规定渠道警示标志的材料、内容、安装位置等。

（2）7.2 运行调度

——7.2.1 本条规定了通过合理安排轮灌制度，保证输水流速、保

证水沙协同调控、防止泥沙淤积的要求。

——7.2.2 本条对编制渠道巡查方案和运行风险管控提出要求。规

定渠道应设专人负责运行维护，确保渠道输水安全。。

（3）7.3 监测评估

——7.3.1、7.3.2 本部分规定了渠道监测点设置、监测频率、评估

报告内容等。

（4）7.4 维护与清淤

本节对渠道清淤时机、清淤方案、清淤时间就行了规定。

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编制人员与专家意见针对标准内容逐条进行了讨论和考量，

无重大分歧意见。

7 采标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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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引黄灌区渠道输水工程规划、设

计、施工和运行管理等，不具备强制性。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作为山西

省地方推荐性标准。

9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10 实施性标准的措施

山西引黄灌区泥沙含量大，引黄泥沙对渠道堵塞，大大降低了渠道

输水能力，是制约引水效率的重要因素，阻碍了灌区的可持续发展。本

标准根据引黄灌区渠道运行及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适合引黄

渠道的规划、设计、调度运行及维护管理标准，对于指导灌区渠道输水

工程的建设与改造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方面实施:

1、扩大标准的宣传力度，相关从业人员普及标准知识。

2、加强地方水利、引黄灌区从业人员的标准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3、加强对标准执行情况的监测和反馈，以便及时修正。

11 其他说明事项

（一）本标准是山西省水利行业地方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本标准未列出的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执行，没

有国家标准的，可参照水利行业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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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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