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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计及施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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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是当今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农业灌溉水渠设计的现实发展，

可以积极主动地制定材料使用、水径流、水渠废弃物等方面的技术优化方案，以实现农业灌溉高效水渠的

建设。 
【关键词】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计；施工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in small-scale irrigation areas 

Kai Yu 

Shihezi Tianxing Water Conservancy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Shihezi, Xinjiang 

【Abstrac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in small irrigation area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oday’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canal design, technical 
optimization plans for material use, water runoff, and canal waste can be actively formulated to achieve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t irrigation ca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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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今天的农业发展中，以不同地区的农业为基础

的农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水的要求不同，这一点至

关重要。对于农业用地的实际耕作，小型灌区农田水

利渠道建设对提高农业作物的整体效益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鉴于农田水利工程积累了多年的现实经

验，现在有必要在传统灌溉和施工工艺的基础上，通

过对现有团队问题提出优秀的改进对策，推进整个农

田灌溉渠道工程的发展和应用。 
1 与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有关的设计问题 
1.1 材料问题 
对于在完成科学规划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农业水

渠的设计，整个农业水处理渠工程的设计对于决定灌

溉渠系统设计中使用的适当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引进

高质量的材料对整个项目的最高质量的建设至关重

要。基于这种分析，今天的一些途径在设计中已经有

了不同方面的材料使用，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工程

的主要目的是使相关部分的水流通过管道流入田间，

造成灌溉，使总水流的某一方面产生积极的灌溉效

果。同时，为了避免浪费水，在施工过程中应尽量使

用设计良好的材料。更具体地说，如果你在为灌溉工

程设计时，选择了一种密封性好的混凝土材料，然而，

可能会发现，有些原材料在使用时不足以或不存在，

无法满足无瑕疵的混凝土材料的配置。但是，在选择

材料时，必须考虑材料的热冷却是否会影响实际的灌

溉，因为它建在不同的地方，场地的海拔高度也不同。

此外，在今天的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系统设计中应

使用较轻的材料，由于这些材料的抗氧化性、良好的

渗透能力和长期使用，现在已被广泛用于土地灌溉渠

的设计和使用。 
1.2 水流落差问题 
如今，农业灌溉工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业种植

中的缺水问题，并依靠科学计算实现水资源利用的最

大化，这就要求农业集水工程在真正的过程中对土壤

进行冲洗，最大限度的提高水的利用率。为了解决水

流落差问题，可以逐步减少水滴之间的间隙，并通过

在实际过程中在几个层面上建立排水屏障来减少因

高波动而产生的严重冲洗问题。 
1.3 渠道坡降的选择 
污水处理废物的选择是整个小型灌区农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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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过程中选择现

实的排水方式，不仅取决于整个农业水电系统的稳定

性和灌溉效率，而且在灌溉土地的选择上也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实现实施设计时，考虑到相邻渠道的要

求、地形位置等，分析和选择渠道的落差，以满足考

虑实际农作物的综合灌溉结构的要求。此外，在落差

选择中，落差和水路由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般来说，随着水渠落差的增加，可以相应减少落差

或下沉水渠的数量，通过协调两条水渠的关系，促进

整个灌溉工程的效率。 
2 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计过程的规划原则

和关键因素 
2.1 设计原则 
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计必须在安全、局部思

维和明智的干水混合原则下进行。特别是水渠的设计

必须以安全运行为前提，在设计上尽量避免选择地质

复杂、易受影响的地质、生态和环境隐患，确保供水

渠道能够真正成为对市民最有利的生产项目；其次，

必须充分考虑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农工项目的

地理条件，尽可能多地使用水利用能源。在高海拔地

区建立水渠，集中在低海拔地区铺设合适的排水设

施，用很少的驱动力进行灌溉和排水。在设计灌溉时，

要考虑田地所处的地势是高还是低，根据情况采取适

当的灌溉措施，同时避免大量重叠，避免使用田地和

原有的农业生产用地。最后，在考虑到农作物所处的

地形、面积、土壤成分和需水量等多种因素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设计出适当的干渠和支渠的设计和融资方

案，以确保实施项目的协调、促进、互保、互动和经

济可行性。 
2.2 设计的基本方面 
第一、规划设计。用于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

计必须符合灌溉的标准。在农田污水处理设计中，应

综合考虑区域行政区域和农村阵地，以及水源地，科

学地进行管理，优化利用土地资源，扩大灌溉范围，

以及经济和社会层面，这是合理的。第二、材料结构。

材料是农业水渠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农

业水渠的质量和使用寿命。出于这个原因，在设计农

业水渠时必须使用正确的材料。具体要求包括在选择

材料时要选择高质量和高性价比的材料，以确保农业

用水渠道的性能。同时，选择寿命较长的材料，因为

农水项目所覆盖的景观很复杂，所以要选择能延长农

水项目的寿命。由于农工项目的一些渠道，在过去的

四个季节里，不同气候因素的长期后果又出现在地面

上。因此，你应该选择一种具有良好耐久性和抗性的

材料。为了确保施工过程顺利，在选择材料时可以选

择一些容易安装的材料。第三、流量概念。在农业生

产中，灌溉流量并不总是最佳的，而是应该考虑到农

业的土壤成分、农作物的需水量等多方面的问题。因

此，在开发农业用水渠道时，应考虑到运输设计，以

确保田间水工程的渠道流量准确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和促进农业生产。同时，应整合农工项目的渠流设计。

例如，如果一个农业用地需要扩大生产面积，原先设

计的渠道可以安全地流经相对流动的水资源。这就要

求在开发通过农用工业渠道的流量时，要有一致的、

合理的规划布局。最后，流量的设计应提供高精度，

并充分反映水的精神，以避免水的浪费和可能的不利

影响。 
设计坡度。农业企业的一个重要参数是设计的退

化。当你遇到有不同成分的渠道时，你应该做不同的

下游设计。例如，渠道的主要成分是土质，那么就减

少 1：1000；如果构成渠道的主要成分是混凝土，就

应该减少 1-500%。作为一项规则，地漏应尽可能地

小。增加落差将减少水量和落差，这将影响农业用水

渠道的有效性和寿命。因此，要事先进行彻底的研究

和分析，并作出科学的决定，以确保开发方案尽可能

高质量地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工程项目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3 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计及施工对策 
3.1 针对现实需求进行优化 
农业用水灌溉渠的优化设计应该是一个工程设

计项目，基于对实际地形要求的紧密结合，包括考虑

灌溉效果。特别是，为了在实际设计阶段优化设计，

应考虑到 DTM 的坡度，使用一个现实的坡度（比率）

来实现水流通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项目缩减的面积和程度。其次，灌溉渠的设计是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灌溉效率，避免设计和使用水渠

分户和引水灌溉，最大限度地利用灌溉水资源，田间

排灌渠要独立于排灌渠设计。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

两个领域在实现性能方面的干扰。此外，在方案优化

期间，用于灌溉的水渠设计将尽可能远离自然河流，

这将减少自然河流的洪水影响和对姿势的影响。同

时，在设计阶段，根据该地区的高要求，精确地建设

水渠，例如，通过设计上游的河道和下游的排水管道，

以方便利用大地的功能建设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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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重方案优化中的细节 
如今，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施工要求越来

越高，因此，设计工作的重点是促进整体设计理念的

优化和利用细节，在方案优化中可以尽可能模拟现实

的施工项目。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是，在灌溉过程

中，当遇到雨季时，土地增水会给渠道排水带来很大

压力，导致渠道流量经常增加。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

问题，将对整个管道产生不利影响。在实际过程中细

化方案细节时，在管道上设计排水涵洞尤为重要。你

也可以通过在浇口一侧设置集水盆来补救发生的水

损失，以确保排水工程的顺利进行。 
3.3 配套工程的考虑 
对于渠道建设，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构

件，发挥整个建设理念的优势，从而起到支撑作用，

提高整体效率。为了避免施工期间对农业环境的不利

影响，应尽量避免施工期间的大型设施，充分考虑环

境影响，在保证农业生产力和灌溉效率的同时，避免

对农业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工作的实施需要在田间

地头实施水渠压实项目的修复方案，并严格遵守现实

设计和施工的客观规则。 
3.4 严格把关施工质量 
在渠道施工前，完善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对施

工材料和相关人员进行监督，确保所使用的材料符合

设计的材料和施工现场的资质。确保渠道建设的各个

领域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共同确保质量的严格锁

定，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具体的质量管理体

系，并按照体系有效实施。在施工过程中，由专业人

员组成的施工部门对施工质量进行监控，在施工过程

的实施过程中严格监督检查，对施工过程的实施和施

工项目的验收。其次是责任到人，建设主管部门应以

适当方式分配员工，让施工人员了解各自的责任，保

证责任到人。努力在建设过程中实现人的责任，为所

有人创造良好的氛围，从而有效地控制质量。总之，

现场方案作为施工过程的一部分被彻底审查，确保施

工计划的准确性，同时确保施工材料可以使用，相关

领域级方案可以充分解决施工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在

实际施工过程中，视觉风管的施工质量也在几个方面

得到了管理。建立施工质量控制的关键，确保施工质

量的有效管理，例如，为了避免拆除过程中的超量，

需要进行准确的计算，以确保卸货过程中的填土质

量。 
3.5 确保施工进度 

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项目，

技术点多，范围广，地形情况复杂，路线长。因此，

渠道建设管理必须对施工进度提出更高要求。为此，

应制定一个综合管理概念，并制定一个健全的监管体

系，在每项工作操作完成后，应进行严格的检查和控

制，并确保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从而使各构件得到

连接，各层得到发展，施工质量得到保证。 
3.6 管理技术的改进 
应在框架内改进建设管理技术，在施工准备之

前，施工单位必须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施工管理职能。

在了解施工图的基础上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检查，对

可能出现管理漏洞和错误的地方做出专门的设施，确

保专业人员能够坚持在施工管理的第一线，随时纠正

可能出现的问题。 
3.7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 
为了保证农业产业化项目的整体发展效率，不仅

要切实搞好建设全过程的规划，而且要加强建设全过

程的监督活动，切实履行建设责任。在项目招标时要

有透明的制度，同时相关设计单位需要在整个水资源

管理阶段完全遵守相关的设计监管制度，如在建设规

划和审批时对陆上水渠项目的管理进行统一规划。为

了有效提高农用水渠工程的整体建设质量，相关机构

需要制定严格的渠化技术标准和整个工程的监管措

施，有效保证水渠工程的质量。同时，要建立比较完

善的施工质量监控体系，确保施工过程中各阶段的施

工质量得到有效控制，全面规范施工各阶段的工作任

务，定期进行技术交底和工程管理，密切控制施工中

各种施工材料的质量，提高整个农渠工程的施工质

量。 
3.8 水渠工程后期管理及维护 
虽然在大多数重点地区，农业供水设施的后续管

理得到了改善，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由于自然或人

为因素对水利工程的破坏而无法及时修复、巩固和改

造的问题。同时，由于缺乏行政费用，许多行政问题

都不成功，导致重建后的建设无人监督，设备维护老

化，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建立具体的管理机制来加

强相关的监督。此外，农村地区的人们有必要进行知

识共享，明确表达他们的利益，提高保护意识。此外，

必须为人们提供专门的技术支持，以避免出现需要维

护的问题，而不需要维护。 
4 结论 
总的来说，今天的小型灌区农田水利渠道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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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农业生产力主权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在实际

设计过程中，面对现有的施工材料、水灾的土壤退化

和渠道浪费等问题，可以促进农业用水的整体性，包

括实体建设的优化、方案的细节点优化和施工模块的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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