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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河灌区灌溉用水现状分析与研究
刘晓俊

!晋中市潇河流域管理局" 山西 晋中!"#"$""#

!摘!要"!本文对潇河灌区灌溉管理用水现状$灌区水资源量$灌区供需水及灌溉制度进行了分析"就加强灌区节

水工程$末级渠系和田间工程配套建设"大力推行节水灌溉$灌区管理$水价改革$灌溉试验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了灌溉管理的有关技术要求"以促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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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概况

潇河灌区属全国大型灌区#始建于 EFG" 年#位于

山西省晋中盆地东北缘#潇河流域西端#潇河干流出水

口的平川地区% 受益范围包括晋中市开发区&榆次区&

太谷县和太原市的小店区&清徐县等 H 市 G 县"区$EE

个乡镇 E#I 个行政村#控制耕地面积 #F 万亩#有效灌

溉面积 ##JHI 万亩'E(

%

潇河灌区是清洪两用#井渠结合灌溉的灌区#其水

资源主要为潇河干流地表水&地下水和部分城市排退

水% 灌区渠首枢纽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EJ# 亿 5

#

#灌

区多年平均引水量为 "JIF 亿 5

#

% 灌区灌溉渠道由

干&支&斗&农四级渠道组成% 其中!干渠 H 条#全长

I$JHKL5"民丰干渠长 EMJEIL5#控制面积 E$JHI 万亩)

民生干渠长 HFJEIL5#控制面积 EM 万亩$)支渠 K 条#

总长 F"JEML5)斗渠 EG$ 条#总长 HK$J$L5)农渠 EE$I

条#总长 KKMJEL5% 干&支渠建筑物 GH$ 件#斗&农两级

渠系建筑物 GGEG 件'H(

%

'%灌溉管理现状

潇河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JHI 万亩#自灌区成立

*!*



以来#共引用河水近 #" 亿 5

#

#灌溉效益十分显著% 但

近年来降水量呈减少趋势#潇河河道来水量和河水实

际利用率也有所缩减#灌区多年平均河源引水量为

IG"" 万5

#

#近年实际引水量降到不足 H""" 万5

#

#实际

灌溉面积也只有 EG 万亩左右#河水灌溉保证率偏低%

灌区灌溉用水管理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

合#管理局设灌溉管理科和源涡大坝管理站#负责全局

的灌溉用水&防汛抗旱&灌排工程设施管理等工作#承

担灌区灌溉用水的具体工作% 在水费管理与收缴上#

灌区采取+输水到斗&计量到斗&收费到斗&服务到斗,

的管理方式#在斗渠上设立了测水&量水设施#实行按

方计量收费#定期公布农户的实用水量与应缴水费#做

到+水量&水价&水费,三公开#确保公正计收水费%

$%灌区灌溉制度分析

#JE!灌区水资源量及可供灌溉水量分析

#JEJE!地表水及可利用量

潇河灌区水源取自潇河河道#可供灌溉水量为河

道地表水资源量#即潇河大坝的天然来水量扣除上游

西水东调工程中广阳引水量及松塔水库至潇河大坝的

规划区间农业用水量#经计算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为 EJH# 亿5

#

#G"N年份可供灌溉水量为 "J#M 亿5

#

%

#JEJH!其他水资源及可利用量

灌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GK"" 万 5

#

#可开采量为

I##G 万5

#

% 从现状地下水资源情况来看#当地地下水

已严重超采% 目前#根据山西省水利发展的总体规划#

各灌区将逐步实行限制使用地下水措施&并在规划水

平年全部停止使用地下水灌溉'#(

%

另外#城区退水排放总量为 H""" 万 5

#

#经过处理

后可用于农业灌溉的水量为 $"" 万 5

#

#灌区水资源量

及可供灌溉水量分析成果见表 E#灌区可供灌溉水量

为 IHMF 万5

#

%

表 +%潇河灌区水资源量表 单位! 万5

#

水资源量 可供灌溉水量

地表 地下 中水 合计 地表 地下 中水 合计

EH#"" GK"" H""" H"E"" #$MF " $"" IHMF

#JH!灌区灌溉需水量

本灌区地表水仅供农业灌溉#因此仅对灌区灌溉

用水进行需水预测% 城市生产及生活用水&农村生活

及乡镇企业用水等均使用地下水#而城市生产及生活

主要用水户---榆次区#虽然位于灌区内#但水源地均

处于灌区以外#因此未对工业及生活需水进行预测#其

用水主要考虑地下水及外调水供给%

灌区土地利用规划原则是!其他用地尽量少占耕

地#耕地占用后#要在未开垦土地上造地还田#保证灌

区 ##JHI 万亩的灌溉面积%

#J#!灌溉供需水分析

本次研究仅考虑地表水可供灌溉水量与灌区灌溉

需水量% 可供灌溉水量为充分考虑了上游各类用水后

的地表水资源% 不同水平年灌区灌溉供需水分析结果

见表 H&表 #%

表 '%现状水平年潇河灌区灌溉

供需水分析 " 5OG"N$ 单位! 万5

#

项!目 地表水 地下水 中水 合计

可供灌溉水量 #$MF " $"" IHMF

灌溉需水量 KEGH " $"" KMGH

余缺水量 PIIM# PIIM#

表 $% '(+D 年末潇河灌区灌溉

供需水分析 " 5OG"N$ 单位! 万5

#

项!目 地表水 地下水 中水 合计

可供灌溉水量 #$MF " $"" IHMF

灌溉需水量 MFGF $"" KGGF

余缺水量 PIHK" PIHK"

!!由表 H 和表 # 可以看出!按现状年灌区灌溉水利

用系数 "JIKF#灌溉需水量为 KMGH 万 5

#

#灌溉缺水量

为 IIM#万5

#

)灌区在继续加大灌区节水力度后#H"EG年

末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JGG#灌溉需水量为 KGGF万5

#

#

灌溉缺水量仍有 IHK" 万5

#

%

灌区内河井双灌区面积为 EGJ$M 万亩#占到灌区

总面积的 IMJEN% 若现状水平年仍考虑地下水灌溉#

地下水可供灌溉水量为 I##G 万 5

#

#则现状年灌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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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基本平衡% 但随着河井双灌灌区地下水源的逐步

关停#灌区灌溉缺水状况仍十分严峻#还须继续加大灌

区灌溉节水改造的力度#同时#还需要开发新的地表水

源#以满足灌区灌溉用水的要求%

#JI!灌溉制度

#JIJE!灌区作物组成

目前灌区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小麦&棉花&果林&经

济作物和其他作物#本次分析对作物的种植比例做适

当的调整#并根据灌区试验资料和调查资料确定各种

作物生长期内的总耗水量#见表 I%

表 -% 潇 河 灌 区 作 物 需 水 量

作!!物 小麦 棉花 大秋 果林 经济 其他 复播 合计

种植比例QN E" # I" # #H EH H" EH"

需水量Q"5

#

Q亩$

#E$ #"$ HG" #G" HG" H"" HG"

#JIJH!作物生长期有效降水计算

56

!

5

"

"E$

式中!5---日有效降水量#55)

5

"

---日降水量#55)

!

---降水有效利用系数#当日降水量小于

#55时#

!

取 "#否则取 "JKG%

灌区年降水量频率计算成果见表 G%

表 D%潇河灌区年降水量频率计算成果

单位! 55

频率QN E H G E" H" G" MG F" FG

降水量Q

55

$K# $#KJK GMKJ$ G#"JI IMKJE #KFJM #HFJG HKFJ# H$FJH

#JIJ#!灌溉净定额计算

采用水量平衡方程式估算灌溉定额#计算公式为

7 689598土 "H$

式中!7---作物生长期灌溉用水量#5

#

Q亩)

8---作物需水量#5

#

Q亩)

5---生长期有效降水量#55)

8土---前期土壤水可利用量#5

#

Q亩%

考虑到本灌区源涡渠首为无调节能力河道#水源

保证能力较低#所以采用非充分灌溉定额%

#JIJI!设计灌溉制度

根据计算所得灌溉定额并结合当地的灌溉经验#

小麦灌水 I RG 次&棉花灌水 # RI 次&果林灌水 H R#

次&经济和其他作物灌水 E RH 次%

根据当地地下水情况和地表水在时间上的分布情

况#结合作物生长期确定!小麦的冬灌&拔节&抽穗用地

下水灌溉#棉花的现蕾&开花用地下水灌溉#果林 H 次&

经济作物 E 次分别用地下水灌溉#其余的用地表水灌

溉% 设计灌溉制度见表 $%

表 )% 潇 河 灌 区 D(E 保 证 率 灌 溉 制 度

作物
种植比

例QN

灌水次数 灌水性质
灌水定额Q

"5

#

Q亩$

灌溉定额Q

"5

#

Q亩$

灌水时间Q

"月*日$

灌水天

数Q9

灌水率Q

'5

#

Q"8*万亩$(

小麦 E"

E 播前 IG

H 越冬 I"

# 拔节 I"

I 抽穗 I"

E$G

FJEE-FJH" E" "J"GH

EHJE#-EHJH" K "J"GK

IJE$-IJHG E" "J"I$

GJHH-GJ#E E" "J"I$

棉花 #

E 现蕾 I"

H 开花 I"

# 吐絮 I"

EH"

GJHH-GJ#E E" "J"EI

$JEE-$JEG G "J"HK

KJE-KJEG EG "J""F

大秋 I"

E 抽穗 GG

H 灌浆 IG

E""

$JE-$JEG EG "JHGG

MJHE-MJ#" E" "JHMK

*#*

刘晓俊Q潇河灌区灌溉用水现状分析与研究!!! !!!!



续表

作物
种植比

例QN

灌水次数 灌水性质
灌水定额Q

"5

#

Q亩$

灌溉定额Q

"5

#

Q亩$

灌水时间Q

"月*日$

灌水天

数Q9

灌水率Q

'5

#

Q"8*万亩$(

果林 #

E

H

#

生长期

G"

G"

GG

EGG

EHJE-EHJE" E" "J"EM

IJE$-IJHG E" "J"EM

KJE-KJEG EG "J"E#

经济 #H

E

H

生长期
G"

IG

FG

IJH$-GJM EH "JEGI

KJE-KJEG EG "JEEE

其他 EH

E

H

生长期
I"

I"

K"

$JE$-$JH" G "JEEE

KJE-KJEG EG "J"#M

复播 H"

E

H

生长期
$"

$"

EH"

GJHH-GJ#E E" "JE#F

KJE$-KJHG E" "JE#F

综合 EH" EHKJMG "JH"K

-%灌区灌溉管理对策

随着松塔水电站的建成#对潇河灌区可以实现定

量定时的供水#这将大大提高和改善潇河灌区用水#但

用水量不会有大的提高% 由于近年来天然径流量衰

减#考虑汛期弃水及生态用水#加上天然蒸发和库区渗

漏#满足城市生活及工业供水 HH"" 万 5

#

Q年的目标

后#农业灌溉 KKG 万 5

#

Q年是松塔水库可定量定时供

给农业灌溉用水的极限值#因此潇河灌区以后的发展

只能靠节水灌溉#推广渠道防渗&喷灌&滴灌等技术'I(

%

/J要对渗漏&淤积或损毁严重的灌溉骨干渠道

"干渠&支渠$进行防渗衬砌和建筑物改造%

BJ要进行畦田划小改造#从畦田坡度&长度&宽度

等方面合理确定畦田规格% 畦田坡度一般选定为

EQG"" REQH"" 之间% 畦长的确定应考虑畦田坡度&土

壤透水性&土地平整情况和农业技术措施等因素#畦田

的长度以 G" RE""5较为合适%

7J要进行沟&路&林配套建设#斗排&农排&排水沟

工程主要是对原有工程设施恢复&整修&加固#完善田

间排水系统#实现除涝防渍功能%

4J要在灌区逐步推行+灌区管理单位 S用水户协

会S用水小组,的管理模式#引导&支持广大农民积极

参与灌溉管理#规范和发展农民用水户协会'G(

% 调整

现有水价#潇河灌区现在执行的水价是 EFF$ 年批复实

施的政策性水价#其标准""JEI 元Q5

#

$只是当时测算

成本水价""JHK 元Q5

#

$的 G"N#现有水价已远远低于

实际成本费用#不仅造成灌区经济效益低下#也很不利

于节水型灌区的建设工作#应尽快对灌区农业供水水

价进行重新测算%

D%总%结

潇河流域灌区由于近年降水量减少#对于地下水

的开采趋势增加#为保证河水灌溉率以及地下水不被

过度开采#提高灌溉效率势在必行% 本文从潇河灌区

现状出发#分析现有的灌区管理和灌溉技术#提出灌区

管理对策是对原有的灌溉渠道进行优化&完善排水系

统&优化管理模式以及水价调整#以缓解水资源紧缺状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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