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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分析与规划
黄!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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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标准农田水利的建设能够有效地提高节水灌溉形式$农田质量$农业生产管理水平"优化种植结构"

提高产量$产值& 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改善农田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推动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枣庄市台儿庄区的灌溉用水供需平衡进行分析"

并对其高标准农田水利的建设提出总体规划"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高标准农田水利% 供需平衡% 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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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三农(问题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

重视#国家通过不同渠道加大对农业#特别是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的投入% 当前#枣庄市农业工作已经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对农田水利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必须加快&旱能浇'涝能排(高标准农田建设#以适应

经济社会的发展/"0

%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山东省委两个一号文件精神

的需要#山东省委把实现水利现代化和构建现代水网

作为目前最大目标#把建设&旱能浇'涝能排(高标准

农田灌排工程作为构建现代水网的基础#摆在突出位

置#这为新时期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指明了方向% 按照

&耕地灌区化'灌区节水化'节水长效化(的要求#根据

灌区现有灌溉格局及实际情况#把整个项目分为 $ 个

灌区!胜利渠灌区'运南灌区'南部井灌区/G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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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现状

GH"!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及问题

9H长期以来#重建轻管的思想比较严重#农田水

利的投入体制是制约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根本

因素%

BH小型水利工程多为农业基础设施#易发生抗旱

防洪等水事纠纷#影响投资者的收入和农村稳定% 工

程建设中没有明确的建后管理办法和运行管理资金保

障#造成建后无人管理#无法发挥应有效益%

;H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人员技术素质较差#管

理技术设备落后#离规范化的灌区管理相差甚远% 有

工程无人管#有人管无管理经费这是工程管理的最致

命的弱点/$0

%

GHG!灌溉用水供需平衡分析

GHGH"!现状水利工程的供水能力

通过对台儿庄的用水情况进行调查#现状年城镇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 "G# K̀"人)A$#农村居民生活用

水定额为 L# K̀"人)A$.牛马猪等大牲畜用水定额为

I# K̀"头)A$#鸡'狗等小牲畜用水定额为 G# K̀"只)A$.

工业万元增加值耗水量 L#?

$

K万元% 农业实际灌溉面

积 G" 万亩#平均灌水 G 次#灌溉定额 "I$HI?

$

K亩/I0

%

生态与环境用水主要是城镇景观用水和绿化用水% 灌

区水资源利用现状见表 "%

表 $(灌区水资源利用现状

单位!万?

$

灌区名称

用!水!现!状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灌溉 其他

生态与

环境

胜利渠灌区 %$LGHIO L#IHII $L##H## $J#OH"% "GJHJJ JG$H$G

运南灌区 G$$IHGJ "J$H$# %GHJ# "NJGHNG "LIH%# "%#HO$

南部井灌区 G"$HJL G"HO# JHJ# "#JHN$ $OHJ% I#H%J

总计 "#O"#H$# NNOHLI $L%%H## J$LNHL$ $GOHO$ NIJH"#

GHGHG!农业灌溉可供水总量预测

根据台儿庄区水利工程建设规划#台儿庄区规划

水平年分别在DaJ#M'DaNJM'DaO#M时的水资源

可供水量预测见表 G%

表 #(台儿庄区各水平年不同频率年可供水量预测

水平年 保证率KM 可供水量K万?

$

现状年 ""II"H"

G#"J 年

J# ""O"JH#

NJ O#%IH%

O# NG$LH$

G#G# 年

J# "G%"JHL

NJ O%J$HI

O# NOGLHJ

GHGH$!农业灌溉用水需求预测

根据台儿庄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参照相关专项

规划成果#根据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灌溉制度#预测规划

水平年灌溉保证率DaJ#M'DaNJM'DaO#M时的农

业灌溉需水量预测见表 $%

表 %(台儿庄区各水平年需水量预测

水平年 保证率KM 需水量K万?

$

现状年 "#"LJHG

G#"J 年

J# ""$$"HL

NJ "G$OGH%

O# "$%I"H#

G#G# 年

J# "GJOIHL

NJ "$NO"H"

O# "JIGIH"

%(总体规划

$H"!规划目标

按照&耕地灌区化'灌区节水化'节水长效化(的

要求#根据山东省确定的总体发展目标#结合本市水资

源状况和土地开发潜力#合理确定全市耕地纳入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的比例% 枣庄市规划&旱能浇'涝能

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为 $NH#I 万亩#占全区总耕

地面积的 %NH#JM% 规划到 G#"J 年枣庄市建设&旱

能浇'涝能排(高标准农田 $#H"N 万亩#G#G# 年年底

全部完成% 枣庄市&旱能浇'涝能排(面积规划汇总

见表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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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枣 庄 市 & 旱 能 浇( 涝 能 排 ' 面 积 规 划 汇 总

所在区"市$ 序 号 灌 区 名 称
耕地总面积K

万亩

&旱浇涝排(面积K万亩

现状年 近期 G#"J 年 远期 G#G# 年

占总耕地

比例KM

灌区个数

台儿庄区!

#I#J##" 胜利渠灌区 G$HO" "GHNL "%HL% G#H#I %$H%G

#I#J##G 运南灌区 "IH"I NHI$ "#H"G "$H%N O%H#O

#I#J##$ 南部井灌区 $HG #H%" "H$N $H"$ ONH%"

! 其他耕地"非灌区$ "HGO ! ! ! !

全区小计 IGHJI G" $#H"N $NH#I %NH#N

$

$HG!建设内容及主要工程量

$HGH"!规划布局与建设内容

根据胜利渠灌区"台儿庄区$布局实际情况#按照

行政区划共分为 I 个片区#分别是泥沟片区'马兰屯片

区'邳庄片区和运办片区% 灌溉形式分别采用提水泵

站衬砌渠道灌溉'机井低压管道灌溉和提水泵站低压

管道灌溉三种形式%

运南灌区按行政区划#划分为两个片区#分别是涧

头集片区和张山子片区% 灌溉形式根据当地的现状'

水源实际情况#分别采用提水泵站衬砌渠道'提水泵站

低压管道两种方式灌溉%

南部井灌区按行政区划% 划分为二个片区#分别

是涧头集片区和张山子片区%

根据南部井灌区地形地貌'水源实际情况#灌溉方

式全部采用机井低压管道灌溉的方式% 各区建设内容

见表 J%

表 /( 建 设 内 容

区 县
面积K

亩

更新改造

提水泵站

台套K台

泵站总

装机功

率KDb

布置机

井K眼

机井总

装机功

率KDb

胜利渠

灌区

泥沟片区 LNGJI JG I#GI "N" IIL$

邳庄片区 I"#%$ NG G#$O

马兰屯片区 %OJN" J" $"NG "# "%J

运办片区 GII$ I "N#

运南

灌区

涧头集片区 NN%O% $O G%L$

张山子片区 L#%$# $J "%%J

南部井

灌区

涧头集片区 "O"G# $O G%L$ "GN $%"#

张山子片区 "G"OL $ "N# %# GI##

$HGHG!主要工程量

根据各灌区的设计#估算主要工程量汇总见表 L%

表 ,(主要工程量汇总

工程

名称

土方K

万?

$

石方K

万?

$

砌石K

万?

$

混凝土及

钢筋混凝

土K万?

$

工日K

万个

数量 "JNHII ""#H"$ GNH$ G# "JJHG

'(效益分析

项目完成后#将原有的地面沟畦粗放式灌溉改为

较高标准'标准化畦田的节水灌溉形式#农田质量'农

业生产管理水平也将随之提高#种植结构更加优化'合

理/J0

#产量'产值大幅度提高% 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灌

溉增产'节能'省工等方面#具体效益如下!

9H增产效益!粮田渠道防渗每亩年均增产

约 "##D9%

BH节能效益!实施渠道防渗项目后#由于灌溉用

水量减少#用电量相应降低#亩均节能 "#Db

)

-%

;H省工效益!项目建成后#灌溉用水量'灌水时间

减少#灌溉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降低了劳动强度#

灌溉用工量减少#农民有更多时间外出务工#增加

收入%

GH节水效益!项目全部实施渠道防渗节水灌溉

后#与土渠灌溉相比#灌溉水利用系数由 #HI# 提高到

#HLL#每亩节水约 "LG?

$

%

/(结(论

该项目的实施#充分挖掘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力#旱

作物节水科技水平明显提高#通过节水灌溉工程的实

施#有效缓解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

率#提高农业抗御干旱灾害的能力# $下转第 GN 页%

)&!)



%(分(析

虽然如今环境问题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仍然有

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为了

追求利益#全然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生产过程

中#随意排放&三废(#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 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染非常严重的国家#尤其是我国

的水资源和大气环境#受到的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据

不完全统计#我国流经城市 OJM以上的河流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污染#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对于国家发展和

社会稳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在 G#"J 年的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

炸事故#需要工作人员及时乘坐监测车赶赴天津应

急监测现场#对当地的化学品基本性质'危害'监测

方法'评价标准等进行检测% 关于环境应急监测工

作的开展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能够进

行环境应急监测的方法也较多#其中#粪大肠菌群酶

底物法的效果较好#操作简便且准确率较高#能够快

速检测出水中粪大肠菌群% 本文对粪大肠菌群酶底

物法在环境应急监测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结合上

文来看#运用酶底物法检测粪大肠菌群#能够快速了

解环境污染状况#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操作较为简

便#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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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业种植'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农业灌溉用水的

零增长#节约水资源#对枣庄市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

技术保证% 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能推动现代化农业的

发展#而且能为项目区内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L0

#采用新的节水灌溉方式和种植结构#充分利用项

目区的有限水资源增加灌溉面积#改善了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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