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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场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规划设计研究

王联恩
#上海海丰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上海!"",$##&

&摘!要'!为提高上海农场海丰片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本文结合上海农场海丰片区农田水利基

本情况$对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开展规划设计$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保障粮食生产*实现农业增效奠定基

础$为其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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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始终把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点任务' "#$& 年 , 月 "% 日国务院第 $($ 次

常务会议通过#农田水利条例$"指导各地大力推进并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 农田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对于推进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至关重要"发展农田水利需坚持科

学规划(因地制宜(节水高效(建管并重的原则'

("概"况

$*$!地理位置

上海农场海丰片区位于江苏省大丰市境内东北

部"是上海市粮食安全生产和保障的重要基地之一'

上海农场海丰片区总面积 ")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约 $$

万亩(养殖水域约 (*% 万亩(林地约 "*$ 万亩(沟河水

面约 (*$ 万亩' 海丰农场农作物主要是小麦(水稻(油

料和棉花等"其中每年向上海市场销售优质生态大米

(*) 万."是上海最大的袋装米生产基地'

$*"!自然条件

海丰片区地处沿海垦区"属苏北滨海淤积平原的

感潮河网地区"属于亚热带与暖温带过渡地带"常年平

均气温为 $,*$o"常年降雨量为 $#&'88' 海丰农场

地势平坦开阔"地面平均高程为 "*?#8"土壤母质为黄

,$%,



淮河冲积物"质地为轻壤土' 区域内引排水河道纵横

交错"基本格局能够满足灌溉排水需要"除部分渠道为

防渗渠道外"多为土质渠道"淤积较为严重"田间灌溉

排水受阻'

$*(!农田水利现状及问题

海丰农场位于里下河地区下游大丰市斗南水系控

制范围内的大丰干河排水区内"大丰市斗南水系控制

范围有 $&'%*%(R8

"

"河网密闭"其中海丰农场有

$%#R8

"

"占斗南水系的 $#*#+' 海丰农场范围内东西

向河道均与大丰干河相通'

经现场踏勘了解"海丰片区 ( 号(, 号(& 号和 % 号

框区内基础灌溉系统(排水系统和道路系统较为完善"

但部分建筑物因年代久远"损坏较为严重"其中防渗干

渠破损严重"部分农渠进水涵损坏严重"排水沟淤积严

重"部分田间工程中的渠系配套建筑物损坏严重或标

准过低"大部分道路为土质机耕路"急需改造'

!"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

通过现场勘察可知"海丰片区的 ( 号(, 号(& 号和

% 号框地的部分干渠(农渠进水涵(排水沟(渠系配套

建筑物(道路等均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海丰片区粮食

的产量和品质"制约了农业生产' 为提高农场农业生

产能力"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加快农业发展"实现

节能减排"急需对海丰片区的 ( 号(, 号(& 号和 % 号框

地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并改造"一方面是满足保障上海

市粮食安全和粮食供应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

农作物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

"*"!可行性分析

上海农场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可行

性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当前我国农田水利

工作的重点"上海市人民政府及农场高度重视大规模

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保证工程资金及时到位"为

实施农田水利工程配套设施提供了经济保障'

%*海丰片区的自然条件适宜农业生产"通过改善

区域的水利工程设施"不仅可以提高区内农业生产条

件"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上海农场各相关建设及管理单位在工程建设

和工程管理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工程的顺利进

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技术保证'

因此"上海农场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均是可行的'

#"规划设计要点

(*$!规划设计理念

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统筹考虑

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农业生产需

求(灌溉排水发展需求(环境保护等因素"也参考了部

分研究实例
.$;,/

' 规划设计理念首先满足和充分考虑

安全性"满足农田的正常灌溉和排水需求+其次从经济

角度出发"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做到既经济又

实用'

(*"!规划设计原则

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原则有!

$灌溉平面布置合理可行"取水保证率高"灌溉与排水

分离"减少灌排工程相互干扰"便于工程管理+

%工程

结构安全可靠"保证地区灌溉和排水的要求+

&充分利

用工程场地内原有设施"现有较大规模的排水沟渠及

现有道路基本位置维持现状为主"合理进行工程总体

安排和建筑物布置+

'建筑物设计应尽量结合当地的

工程经验"做到实用(合理(经济+

(田间辅助设施考虑

就近安排"便于管理和运行+

*田间道路工程纵横成

网"满足小型机械及管理作业人员进出要求"同时尽量

少占地'

(*(!工程等级和设计标准

根据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

%BC")"---"#$%&"确定该工程为!等工程"主要建筑

物为 ) 级建筑物"次要建筑物为 ) 级"临时建筑物为 )

级"其中新建泵站设计流量大于 "8

(

0T"按规范取值为

+等工程'

主要设计标准包括灌溉标准(排涝标准(抗震标准

和道路标准"其中灌溉标准选取水田灌溉设计保证率

为 ?)+"取一次灌水定额为 $"##8

(

0-8

"

"设计渠系水

利用系数取 #*'$+排涝标准按照大丰市 "# 年一遇日暴

雨 $'#*)(88+抗震标准按地震基本烈度 % 度设防"相

应地震加速度为 #*$)8+道路标准为四级道路'

海丰农场工程设计正常水位非汛期 #*%8"汛期

#*'8"控制调蓄 $*)8"排涝水位为 $*'8"预降水位

为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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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体布置

根据农田耕作的基本要求和海丰片区的实际情

况"结合建设标准"通过多方案综合比较"工程总体布

置方案选择如下!

$*( 号和 , 号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总体布置!在

五卯酉河上新建水源工程---灌溉泵站一座"沿南北

向新建防渗总渠和防渗干渠"将现状损坏的农渠进水

涵(农渠退水涵进行拆除新建"保留现有排水沟仅做清

淤处理"翻建排沟退水涵"将农田四周环路中为土路的

道路改造为水泥路'

%*& 号和 % 号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总体布置!翻

建 % 号框地南侧东西向防渗支渠"拆除新建损坏的农

渠进水涵和退水涵"保留现有排水沟仅做清淤处理"翻

建排沟退水涵"将农田四周环路中为土路的道路改造

为水泥路'

(*)!主要建筑物设计

海丰片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建筑物设计要

点如下!

$*防渗农渠设计!灌水定额取 $"##8

(

0-8

"

"渠系

水利用系数选取 #*?#"按规范计算设计灌水量和设计

流量"渠道结构型式选择半地下式梯形"底宽 #*")8"

坡比 $a#*)"深度 #*%8"纵坡为 $0(###' 渠道末端设置

退水措施'

%*防渗支渠(干渠和总渠设计!灌水定额取

$"##8

(

0-8

"

"渠系水利用系数选取 #*'$"按规范计算

设计灌水量和设计流量"防渗支(干渠道选取梯形断面

形式"防渗总渠采用矩形断面' 防渗支渠底宽 #*)#8"

坡比 $a$"深度 $*#)8"纵坡为 $0,###+防渗干渠底宽

$*%#8"坡比 $a$"深度 $*$)8"纵坡为 $0,###+防渗总

渠底宽 "*%#8"深度 $*,#8"纵坡为 $0(###'

&*泵站设计!新建泵站位于中部"设计流量与防

渗总渠一致"为 "*"'&8

(

0T"泵站设计扬程 h出水池水

位D河道水位g水泵水头损失+泵站选用 )##kCf7$")

型立式轴流泵"单泵流量为 #*&#8

(

0T"扬程为 )*"#8"

功率为 ))RE'

'*农渠进水涵设计!采用下沉式进水涵"按农渠

最大流量 #*#%&8

(

0T进行设计"涵管内径 &#78"首部

设闸门控制流量"涵管总长 $"8'

5*农渠退水涵设计!采用下沉式退水涵"按农渠

进水涵管径 &#78设计"首部设闸门控制流量"涵管总

长 $'8'

?*田间进水口设计!按水力学中短管计算"为混凝

土涵管"涵管内径 "#78"涵管长 $8"进口位置设置闸

门一座"田间进水口布置间距为 )#8'

A*渡槽设计!设计流量与新建防渗干渠一致"为

$*#&?8

(

0T"采用矩形断面"底宽 $*?#8"深度 $*$)8"纵

坡为 $0,###'

8*分水闸设计!设计流量与其所在防渗支渠一

致"采用矩形断面"底宽 $*,# $̂*)#8"深度 $*#) ^

$*$)8"纵坡为 $0,###'

=*干渠过路涵设计!设计流量与防渗干渠一致"为

$*#&?8

(

0T"采用两端沉井"地下式过路涵结构"孔径为

$*,8i$*,8'

H*排水沟清理及开挖设计!通过排水沟控制排水

面积以及排涝模数来确定排涝流量"考虑最不利工况"

设计流量为 #*#'%8

(

0T"排沟的纵坡设计取值为

$0,###"土质排水沟采用梯形断面"底宽 )#78"口宽

)##78"边坡 $a$*)"深度 $)#78'

I*排沟退水涵及排沟过路涵设计!排沟退水涵流

量按照排水沟流量进行设计"涵管内径 &#78"涵管总

长 &8'

<*水泥路设计!新建 ,8宽水泥道路"路面高程为

(*(8"净宽 ,*#8"路肩 $*#8"总宽度 &8"路面自上而

下分别为厚 $'78K(# 混凝土(厚 $)78碎石垫层(厚

(#78$"+石灰土'

+"结"语

海丰片区为保障上海市粮食安全和粮食供应的需

要"提高农作物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结合自身农田水

利设施基本情况"积极推进农田水利发展和建设"并对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设计"为改善农

业基础设施(保障粮食生产(实现农业增效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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