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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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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在总结分析

和借鉴“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大型农业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关键

支撑技术研究（2006BAD11B）、“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大型灌

区节水技术及设备研究与示范、“十三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大型灌

排机械设备研制与开发（2015BAD20B00）等多年研究成果和 2012年以

来实施的引黄灌区管道灌溉工程建设项目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相

关领域的研究和技术成果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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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勇 李益农 孙耀民 赵永安

范 敏 张 超 许盼盼 王 珍

胡雅琪 刘群昌 肖 娟 马 蒙

任慧媛

主要起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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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教 高
主编人

负责人

2 李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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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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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人

5 范 敏 山西省水利发展中心 工程会计 高级会计师 参与部分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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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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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王 珍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利工程 工程师 编写人

9 胡雅琪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节水灌溉 工程师 编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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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娟 太原理工大学 农水工程 教 高 审稿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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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任慧媛 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 水利工程 助 工 参与部分工作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管道输水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农田灌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农

田灌溉输水方式的重大进步。我国利用管道输水输水灌溉的工程面积已

超过 8000万亩。在管道输水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为统一对工程的技

术要求，水利部在 1995年发布了《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井

灌区部分）》（SL/T 153-95）基础上在 2017年颁布了《管道输水灌溉工程

技术规范》（GB/T 20203），在管道输水技术的推广应用过程中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近几年来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已从井灌区向黄河流域扬水

灌区发展，工程系统面积加大，而含沙水源容易造成管道淤积堵塞，影

响管网系统的正常运行，严重时会导致管网系统瘫痪，致使管道灌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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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故围绕引黄灌区管道灌溉工程，编制适应范围

广、内容充实的新标准，必将更好的引导和促进管道灌溉技术的发展。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管道输水灌溉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

别是“七五”、“八五”期间，中央和地方都安排了一批管道输水方面的科

研项目，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各地又先后建成了不同类型的试验示

范区，进行了大量观测试验，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观测试验资料。随

着水资源紧缺，近年来在黄河流域发展引黄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势在必行，

但相关工作还尚处于起步阶段，解决引黄管灌标准制定中的关键技术问

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随着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及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灌

溉用水量逐年增加。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根据 2010年实测

资料显示，黄河水文代表站潼关站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105000万吨，多年

平均含沙量 8.65 kg/m3。自黄河干、支流引水的引黄灌区管网系统容易存

在泥沙淤积，主要是由管径设计不合理、管道质量差、无防淤工程或设

计不合理、工程管理不科学等问题导致的。因此，编制山西省地方标准

—引黄灌区管道灌溉工程技术规范，将规范引黄管道灌溉工程建设工作，

统一建设技术要求，确保建设后的管网系统安全、高效、经济运行，充

分发挥效益。

3 主要起草过程

牵头单位从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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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管道输水灌溉和引黄灌

溉领域国内外研究进展，多次以讨论会、电话和函询等方式，对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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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大纲和内容进行了研讨，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了咨询，

最终明确了从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设施配套与设备选择、工程管

理等方面作为主要章节编写内容。

工程规划对引黄管道输水灌溉工程主要技术参数、水土供需平衡、

管道系统布置与畦沟灌水要素等进行了规定；工程设计规定了设计流量

和设计水头；工程设施配套与设备选择规定了水源工程和首部枢纽、管

道和田间设施的建设要求；工程管理规定了运行管理和系统维护等内容。

2021年 3-5月，正式成立了编写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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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立项审查要求，讨论修改

完善形成本标准草案，完成申报立项；

2021年 7-12月，编写组按照标准草案立项审查要求，讨论研究本标

准草案需要修改完善成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并通过微信、邮件及电话咨

询等方式，多次征求相关单位专家意见；

2022年 1-5月，编写组征求到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整理讨论，并

根据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收集资料，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并上

报；

2022年 7月 26日-28日，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太原组织

开展关于《引黄灌区管道灌溉工程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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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8月，编写组根据本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

结构进行了调整，完善了管理设施改造、工程施工及验收等章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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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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引黄灌区管道灌溉工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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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范围内征求意见稿修改说明，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引黄灌溉泵站

改造技术规范》送审稿（第一稿）并上报。

2022年 月 日- 日，山西省水利标准化委员会组织对本标准送审

稿（第一稿）进行技术审查，提出专家审查意见。

2022年 月，编写组根据本标准送审稿审查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

善，形成本标准报批稿并上报，并按照要求组织进行发布。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安全、高效、经济”的基本原则。引黄管道输水

灌溉工程技术规范主要依据国家现行的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低压管道输

水灌溉工程的施工、安装、验收、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标准和国外相关标

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借鉴了《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

规范》（GB/T 20203）和《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 50363）中提

出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因此保证了本标准的编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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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规定工程规划应符合流域和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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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水利、农业发展等规划要求，并与现状灌排设施、种植结构等基础条

件以及道路、林网、供电等规划相协调。

——4.1.2 为保障灌溉水质要求，本条规定灌溉水质应符合国家农田

灌溉水质标准。 针对引黄灌区灌溉水泥沙含量高的典型特征，一般含沙

量大于 5kg/m3，本条规定工程规划应增设沉沙、冲沙设施，防止管道系

统堵塞，保障系统高效运行。

——4.1.4 应收集水量、含沙量及粒径组成、气象、土壤、植物、地

下水、灌溉试验、能源及设备、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4.1.5 应包括水源工程、首部枢纽、灌溉管网和防淤工程等内容，

规划成果应绘制在不小于 1:10000的地形图上，并应提出规划报告。

——4.1.6 应当进行技术方案比选，选择投资省、效益高、节水节能

及便于管理的方案。

（2）4.2 主要技术参数

——4.2.1 灌溉保障率与区域降雨量由较大关系。考虑到引黄管道

输水灌溉工程主要在我国缺水地区实施，且为了不束缚特别缺水地区降

低灌溉保证率，采用非充分灌溉，参照GB/T 20203-2017，设定灌溉设计

保证率不应低于50%。。

——4.2.2 田间配套水平对节水效果影响很大，只有提高田间配套

水平，才能实现综合节水，因此本条强调要提高配套水平。本条采用

GB50288《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中的数值，对实施田间节水地面

灌溉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要求努力达到的目标。引黄灌区管道

灌溉工程中，管材在运行中应是不漏水的；但由于安装水平和连接件的

止水性能还不能令人满意，大面积推广应用实践表明：塑料管材的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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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用系数可达0.95~0.98；混凝土预制管接头多、抗渗性还不够理想，

管系水利用系数差异较大，但只要注重制管和施工质量，经过努力，应

该能达到0.95。此数值略低于GB50288《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中的

数值0.97，是考虑到本规范主要适用于灌区面积较小而多由地方实施的

工程，各地的施工安装水平和采用的管材种类不同，而不宜定的过高。

——4.2.3 山西省主要粮经作物的耗水强度由尊村灌区引黄试验站

总结获得。

（3）4.3 水土供需平衡分析

——4.3.1 管道输水灌溉工程需水流量计算对于工程设计非常重要，

本条所列公式（2）主要参照GB/T 20203 5.1.2.1条创建。考虑引黄灌区高

含沙水质特征，本条中公式（2）中加入了冲沙系数，进而使得灌溉需水

流量较GB/T 20203计算值有所提高。所取系数设定为0.02，由尊村灌区

引黄试验站通过试验获得。

（4）4.4 管道系统布置与畦沟灌水要素

——4.4.1、4.4.2 畦、沟灌水要素对工程布置和节水效果极为重要，

本条所列表 3和表 4引自《水工设计手册》与 GB50288《灌溉与排水工

程设计规范》，表中数据根据山西省的试验和尊村引黄灌区试验资料，

结合农户土地现状确定。引黄管道灌溉优势是单个给水栓出水量为

100-200m3/h，也就是通过畦沟灌的加大单宽流量，减少灌水时间，省时

省力，数据与已建成管道灌溉工程使用情况相符。

——4.4.6 根据对山西省的调查统计资料表明：灌区内固定管道长

度平均为 47 m/hm2。最高不超过 110 m/hm2。如果单位面积上的田间固

定管道长度指标太低，会导致田间毛渠长度或灌水田块过长，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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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田间水利用系数和节水灌溉效果。因此本条规定“宜为 40 m/hm2~110

m/hm2”。SL207《节水灌溉技术规范》与本条相符合。

——4.4.7 给水栓间距按 l~2倍畦长(或毛渠长度)计算。大面积实践

表明：单口灌溉面积多在 0.5 hm2~1.5 hm2之间，这对于大田旱作物区是

适用的；经济作物区或水田宜适当加密，若田间建有防渗农渠或配备移

动管道时，单口控制面积可扩大。

5.2 第5章：工程设计

（1）5.3 设计流量

——5.3.1 灌溉系统设计流量是选配水泵和初选最大管径的依据，

其值为灌水高峰期所需流量；但是，水源流量应为系统设计流量的上限。

当水源或水泵流量小于灌溉所需流量时，必须减少灌溉面积或（和）调

整种植比例，使设计流量与灌溉面积相匹配。

——5.3.2 各级管道的设计流量，是初选该级管道管径的依据。在

计算其管道设计流量时，可按各给水栓平均出流考虑，并分为畦灌和沟

灌两种情况。 压力管流条件下，不同轮灌组工作时，系统及各级管道

的流量是不同的；同一轮灌组中，各给水栓的流量也不相同；这是压力

流与明流的重要区别。因此，需要在布置与管径已定的条件下，经水力

计算确定，以指导运行。

（2）5.4 设计水头

——5.4.1 因轮灌组不同，管道系统的工作水头在一定范围内变动，

对于地势平缓的平原区，最不利点（最小工作水头）一般为距离水源最

远的给水栓；对于地势起伏不平或地势较陡等复杂地形的灌区，应计算

绘制各级管道工作压力沿程变化曲线，通过多点计算比较确定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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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作水头，是管道设计、管材选择及计算设计工作水头和水泵扬程

的依据。

——5.4.3 用管道系统的设计工作水头（平均工况）来选泵，是考

虑到管道灌溉系统的水泵运行工况不是水泵特性曲线上的一个点，而是

一个范围；若按最大工作水头作为水泵额定扬程来选泵，将使水泵工作

点偏在小于额定扬程的一边，最小扬程时的工作点可能位于高效区之外。

以平均工况选泵，会使水泵工作点变动在额定点左右，有利于节能；而

最大扬程与最小扬程工作点（即工作点范围的上下界），将通过工作点核

算，使其位于高效区内。

（3）5.5 管材与管压选择

——5.5.2 基于在尊村灌区的试验数据建立的临界不淤流速经验公

式，规定引黄输水灌溉的管道设计流速宜为 1.2~1.8 m/s，系统运行流速

应不低于 0.8 m/s。

5.3 第7章：工程施工及验收

本条规定引黄灌区管道灌溉工程施工及验收应依据 GB/T 20203。

5.4 第8章：工程管理

运行与维护是管理工作的部分内容，本章仅对运行与维护的组织、

机构，以及一些最重要的技术性问题做出规定，以保证系统运行的安

全与高效；管理工作的其他内容，应参照通用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规

范。

8.2 运行管理

——8.2.1 为保证水源工程、机泵、输水管道及建筑物完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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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延长工程的使用寿命，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健全

专管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

——8.2.2 专管机构应根据灌区所在地区的试验资料或当地丰产

的灌水经验，制定和完善各种作物的灌溉制度。根据灌溉系统运行情

况，不断完善灌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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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

8 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适用于以黄河水作为灌溉水源的管道灌溉工程，其他多泥沙

灌溉水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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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泥沙对管道堵塞，是制约输水效率

的重要因素。本标准根据引黄灌区管道运行及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适合引黄管道灌溉工程规划、设计、设施配套、施工与验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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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于指导引黄灌区管道灌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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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相关标准执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