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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工程现状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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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背景下"以喷灌&微灌为代表的节水灌溉工程成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途

径% 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节水灌溉工程现状的基础上"从防御自然灾害&保护生态资源&提升农业增产率等方面论

证了节水灌溉发展的必要性% 通过总结分析节水灌溉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现存的典型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

施% 同时"对其运行管理经验做法进行科学论证"以期推动中国节水灌溉工程的发展%

!关键词""节水灌溉工程# 设计与施工# 运行管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II*($

&./012324.:8727.62369/634.4?5/678*2/@3.E 3883E/634.:84A7>6

h5+,M.23V@2" J823+.2

#34*0?*0 &%'#()*$+#(,%$-./0(,#.%$2 L#+75$ M$+'7'0'#" 34*0?*0 &OO(((" )47$%%

&=268/>6! 7.;8>K?.L/23/>>/3.;/12 =>1G8D;" 9</D< /?>8=>8?82;8B FA?=>.A/>>/3.;/12 .2B C/D>1/>>/3.;/12" /?.2 /C=1>;.2;9.A

;1.008L/.;8;<8D12;>.B/D;/12 F8;9882 ?@==0A.2B B8C.2B 1E9.;8>>8?1@>D8?/2 ;<8D12;8e;1E?8L8>8?<1>;.381E9.;8>

>8?1@>D8?I:2 ;<8=.=8>" ;<828D8??/;A1E9.;8>K?.L/23/>>/3.;/12 B8L801=C82;/?B8C12?;>.;8B E>1C;<8.?=8D;?1E=>8L82;/23

2.;@>.0B/?.?;8>?" =>1;8D;/238D1013/D.0>8?1@>D8?" /2D>8.?/23.3>/D@0;@>.0=>1B@D;/12 3>19;< >.;8" 8;DI12 ;<8F.?/?1E

.2.0AH/23;<8=>8?82;?/;@.;/12 1E9.;8>?.L/23/>>/3.;/12 =>1G8D;/2 a</2.IM.>38;8B C8.?@>8?.>8=>1=1?8B ;<>1@3<

?@CC.>/H/23.2B .2.0AH/23;A=/D.0=>1F08C?/2 9.;8>K?.L/23/>>/3.;/12 =>1G8D;B8?/32 .2B D12?;>@D;/12IJ8.29</08" ;<8

1=8>.;/12 .2B C.2.38C82;8e=8>/82D8.2B =>.D;/D8.>8B8C12?;>.;8B ?D/82;/E/D.00A" ;<8>8FAB>/L/23B8L801=C82;1E9.;8>K

?.L/23/>>/3.;/12 =>1G8D;?/2 a</2.I

G71548;2! 9.;8>?.L/23/>>/3.;/12 =>1G8D;?# B8?/32 .2B D12?;>@D;/12# 1=8>.;/12 C.2.38C82;

+%节水灌溉现状

在水资源严重匮乏'供需矛盾不断加大的压力下"

农业节水及高效灌溉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之

一&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提出了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和节水灌溉的战略"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不断进行

水资源改革& 近几年来中国节水灌溉工程得到广泛的

推广和应用"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在河

南'新疆'浙江等地区,!K#-节水灌溉工程的经济'社会'

环境等效益非常显著&

据统计"中国耕地面积 !$ 亿 <C

#

"#( 世纪 Q( 年代"

喷灌技术的大力发展"其灌溉面积占耕地的 &$P左右"

约 ''RQ 万 <C

#

$#((( 年微灌技术开始兴起"其灌溉面

积占节水灌溉工程的 !%#P左右"微灌面积 !R%#! 万

<C

#

$到 #((# 年"农业节水灌溉有很大进步"有效节水

灌溉 面 积 达 !ROQ 万 <C

#

" 占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的 $$%&P

,$-

&

微灌技术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但还是无法缓解水

资源紧张的压力& 经过研究者多年的科学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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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微灌效果更好的改良版喷灌技术"如今其在中国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本可以解决现阶段农业用

水需求& 在经济快速发展条件下"喷灌'微灌等节水灌

溉工程必然成为国家农业发展策略之一"项目潜力

巨大&

'%节水灌溉必要性

中国许多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如干旱'冰雹'

大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干旱问题& 通过节水灌

溉工程的建设"缓解了干旱时期的水量紧张状况"高效

的节水灌溉工程可以防范局部的干旱问题"对农业生

产起到促进作用&

节水灌溉工程有利于保护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

境& 水资源是中国乃至世界最紧缺的自然资源之一&

在中国西部地区年均降雨量偏少"土壤沙化'碱化严

重"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生态环境恶化& 通过建设节水

灌溉工程"减少水量蒸发"以改善中国逐渐恶化的生态

环境&

在中国干旱地区"节水灌溉是农业建设必须大力

发展的工程"高效节水灌溉与常规灌溉相比具有显著

的优越性"如灌溉水利用率的提高'作物增产率的提

升'灌溉经济效益的增加等& 干旱地区水资源严重匮

乏"必须进行高效利用"只有建设节水灌溉工程"通过

有效的节水手段来调节水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农业的

发展& 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足够的人力'物力

投入"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改革"可以有效地解决干旱

问题& 高效灌溉与常规灌溉相比的增产率见下表&

高 效 灌 溉 与 常 规 灌 溉 相 比 的 增 产 率 表

灌溉方式 增产幅度SP 平均增产率SP

常规灌溉 ) )

低压管道灌溉 ' U!' !(%(

喷灌方式 !( U#( !'%(

滴灌方式 !' U#' #(%(

渗灌方式 #( U$( #'%(

$%设计与施工

$%!"问题分析

目前中国节水灌溉工程受国情'地理环境以及参

建单位的影响"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地理特征'气候条件复杂"灌溉技术作用

得不到全面发挥& 在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之前"必须对

当地气候'水文'土壤等条件进行考察研究"并根据该

地区水资源量"在进行水资源平衡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除此之外"还需根据该地区农业综合情况因地制

宜"依据其种植方式'灌溉技术等现有技术措施进行合

理调配"使节水灌溉工程效益最大化& 在干旱或半干

旱地区往往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灌溉项目得不

到有效发挥&

=%设计力量不足& 灌溉工程的质量不仅和施工

有关系"还与设计密切相关"设计要求较高的是压力灌

浆系统"该部位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安

全运行效果& 因此对设计单位必须严格要求"对其资

质和设计经验做全面考虑&

然而"由于灌溉技术发展历程不长"缺乏设计经验

的积累"高级技术人员数量欠缺"使得节水灌溉工程设

计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节水灌溉工程运行效果不能有

效保障&

>%施工质量欠佳& 灌溉工程的质量直接关系到

灌溉效果的好坏"对后面的运行管理及效益发挥有着

重要的影响"要求对施工建设单位严格审查"依据规范

考核其资质"按照规定的招标管理办法进行招标工作"

选取优秀的施工队伍&

目前"灌溉工程多由小型施工单位承包负责"其资

质参差不齐"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人员并不具备良

好的综合素质"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均不能满足

施工要求"工程建设不能按要求'按计划实施"建设质

量难以保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后面的运行管理

带来极大不便&

$%#"对策研究

/%提升设计水平& 选取优秀的设计团队"严格规

定设计单位资质"必须满足规模大'专业性强的要求&

设计团队必须对现场的地理条件'气候状况等具有清

晰的认知"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严禁把其他

地区的地质'气候数据应用在不相符的灌溉工程设计

中"影响灌溉工程效益的发挥& 要求勘测设计单位亲

(&%(



自到场"反复勘测调查当地气候环境和农业发展特点"

设计出真正符合当地农业发展特点的节水灌溉工程&

=%保障施工质量& 要提高施工质量"必须从两方

面着手!一是提升所有参与建设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

二是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 严格考核建设单位的

资质及能力"选择有丰富经验的建设单位"对其制定严

格的考核制度"预防粗制滥造现象& 管理人员应做好

全面管理工作"定期制定管理培训计划"对员工进行常

规的专业技术知识培训"提升自身管理素质& 根据不

同地区'不同环境"采用不同管理办法"使其具有合理

性和针对性&

H%运行管理

节水灌溉工程的建后运行对其长效机制的发挥有

着重要影响"杨飞,&-在农田水利节水灌溉思路中强调"

灌溉工程建后运行策略关系着其社会经济效益的发挥$

有研究通过对河南'宁夏'新疆'云南等地,'KQ-节水灌溉

工程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定管理体制是

节水灌溉工程有效运行的关键$同时"也有研究从哲学

分析入手"阐述节水灌溉工程科学化管理的优越性,R-

&

本文通过总结分析灌溉工程运行管理中现存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以便提升灌

溉工程的管理水平&

/%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节水灌溉工程是对农业'

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工程"但单独靠其自身运

行难以实现持久'健康的发展"必须得到当地政府及相

关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当地群众认可& 政府需要加大项

目补贴力度"有充足的资金来建设和维护节水灌溉工程&

=%提高群众参与意识& 政府部门应做好宣传工

作"鼓励农户参与到节水灌溉工程的管理工作中来"让

农民认识到节水灌溉工程的优势和效益"帮助节水灌

溉工程高效'稳定地发展& 鼓励群众参与节水灌溉工

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对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农业用

水意识'了解节水灌溉工程的基本原理和作用等具有

重要意义&

>%专业化运行维护& 在节水灌溉工程的运行维

护过程中"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力量的优势"科学'合理

地选择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灌溉设施维护队伍"对重

要的节水灌溉设备进行周期性养护& 在节水灌溉工程

经济效益显著的地区"可实行专业队伍的承包责任制"

明晰养护责任"确保节水灌溉工程的长期'有效运行&

I%结%语

在水资源严重匮乏'供需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

农业高效发展对节水灌溉工程的依赖程度逐步提升&

以喷灌'微灌为代表的节水灌溉技术成为缓解水资源供

需矛盾的重要途径& 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节水灌溉工

程现状的基础上"从防御自然灾害'保护生态资源'提升

农业增产率等方面论证了节水灌溉发展的必要性&

通过总结分析节水灌溉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现存的

典型问题"针对气候'地质条件复杂"设计力量不足"施

工水平偏低等问题"总结提出!设计单位资质条件'前

期勘测准确合理'设计团队操作科学'提升施工人员素

质'制定培训计划等措施"确保设计与施工质量&

在综述多篇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管理科研成果的基

础上"认定管理体制是节水灌溉工程有效运行的关键"

对提升灌溉工程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从政府部门

高度重视'提高群众参与意识'专业化运行维护三个角

度"阐述分析节水灌溉工程长效运行的关键点"对保障

工程灌溉效益的发挥具有重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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