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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河县地下水开发凿井工程设计及
施工分析
周哲文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新疆 博乐!IHHG###

!摘!要"!本文以新疆博州精河县地下水开发工程为实例"对凿井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进行分析"包括机井规划$机

井参数设计$打井施工技术等内容% 精河县在灌区内建设地下水开发系统"缓解了灌溉用水矛盾"为类似地下水开

采工程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地下水开发&机井规划&设计&施工&精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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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河县位于新疆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南边缘#隶

属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博州$#全县面积

约 "F"H 万 :6

C

( 精河县总体地势南高北低#从山地到

平原逐步过渡#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G"J#平原

占 $GJ#湖泊占 $J( 精河县是农业大县#第一产业产

值占到总产值的 H$J以上#且耕地数量不断增加(

由于当地地表水资源稳定性差#且水质问题愈发

严重#为保证该地区农业灌溉#有关部门决定开采地下

水作为灌溉补充水源( 经地质勘探#精河县地下水年

补给总量约为 HF$D 亿 6

H

#开采潜力巨大#为农业灌溉

提供了较好基础(

#&水文地质特征

通过地质勘查及现场抽检水样分析#得到了精河

县几个主要灌区内地层分布情况及水质质量#为开发

利用地下水资源提供了参考资料#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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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地层分布( 通过打钻取芯#得到典型井钻孔综

合柱状图"见图 "$#由柱状图可知精河县地层分布以

砂砾石和亚黏土交替为主#主要含水层分布在 H# T

"D#6范围之间(

图 $&灌区典型井钻孔综合柱状图

CF水质分析( 精河县地表水系主要为精河流域#

其主要补给方式为大气降水和冰川融水( 通过实地取

样#山区精河流域及地下水水质很好#呈弱碱性#矿化

度较低#可直接用于饮水'养殖'灌溉等)但平原区地表

水质的矿化度和总硬度增加#且部分地区生活污水排

放导致部分河段水体污染( 地下水由于在地底深处#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因而各项指标均满足日常需求(

%&凿井工程设计及施工

HF"!机井规划布置

精河县地下水开发任务是解决精河灌区'大河沿

子灌区'托托灌区旱季缺水问题( 由于本项目规划面

积较大#因此设计机井数量较多#而机井之间不免互相

影响#因此在规划机井位置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9F为降低工程成本#将机井布置在地下水储量较

大'埋藏较浅'不影响当地居民供水系统的位置(

CF为有利于水资源统一调配#采取分片布井集中

开采'分散布井分散开采的方法#将机井集中分布在三

河灌区(

2F尽量缩短机井与所承担灌溉区域的距离#以节

约水渠建设资金#也为日后管理维修工作带来便利(

=F将机井布置在地势较高区域#充分利用重力作

用来增加灌溉控制面积#降低引水成本(

HFC!机井参数设计

本项目共设计建造机井 CK 眼#根据灌区的面积不

同#布置在精河灌区 "C 眼#大河沿子灌区 "# 眼#托托

灌区 E 眼( 具体机井参数设计如下(

HFCF"!单井出水量确定

单井出水量直接关系到灌溉控制面积#是最重要

参数之一( 依据相关规范#机井的设计出水量和降深

可根据实地试验资料或理论公式计算#由于本次设计

缺乏必要资料#因而采取理论计算方法( 在本项目规

划范围内#含水层都是潜水含水层#且本次建井数量

多#必然会相互干扰#因此选用流量削减法确定单井出

水量g

0C1

(

UH5"" I

(

%$ ""$

式中!5///单井单独抽水时的单位涌水量#eO"3*6$)

!

(

% ///机井之间相互影响系数#取值 #FC(

项目区典型井单井设计降深按 "#F$6'干扰水位

降深按 CF$6'水泵损失扬程按 CF$6考虑根据项目区

其他地质因素#最终本项目设计单井出水量为 "$#6

H

O+(

按照该出水量#三大灌区完成灌溉所需时间分别为

HD<'CG<'HI<(

HFCFC!井管直径和深度确定

经过分析综合柱状图#本地区含水层在砾石层"卵

砾'砂砾$#在开采时可能会有大量砂砾钻入机井内造成阻

塞及设备损坏#因此必须做好过滤工作( 本项目设计加

大防砂滤水厚度 $#66( 机井终孔直径为D$# TE##66(

井深主要依据含水层位置和岩层结构予以确定(

本区域主要含水层埋深在 H# T"D#6之间#含水层透水

性相对较好#为预防抽水后井中进砂#本项目设计沉淀

管长 $6( 井深为含水层埋深S沉淀管长度#综合考虑

各机井所处位置地质条件#最终设计机井深度分别为

"C#6'"H#6'"G#6(

HFCFH!管井结构设计

9F过滤器设计( 精河县三大灌区内含水层多为

砂砾石层#故选用过滤效果最好的桥式过滤器"见图

C$( 过滤器骨架为焊接钢管"规格为 D66钢卷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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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为!

!滤水管表面缠丝规格为 $F#66镀锌铁

丝#缠丝间隙控制在 "F$ TCF#66#要求缠绕坚固#不得

松动)

"在井壁上开设长方形孔 "长 f宽 i$66f

C#66$#呈梅花形布置)

'纵向垫筋为直径 D66的钢

筋#垫筋的作用是保证缠丝不紧贴井管壁#间距控制在

C TH66

0H1

(

图 #&桥式过滤器

!!CF井壁管设计( 本项目井壁管采用 D66钢卷板

焊接而成#其直径和过滤管保持一样( 为减少地下水

中的固体杂质#需设计滤料层( 本项目机井滤料直径

C按式"C$计算#最终确定滤料粒径为 $ T"#66(

CH"I I"#$8 "C$

式中!8///含水层砂样过筛累计重量为 $#J时的颗

粒直径#取值 #FE T#FI66(

滤料的渗透系数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为防止机

井出现涌砂现象#必须要求滤料渗透系数大于含水层

渗透系数"本项目取含水层系数的 CF$ 倍$( 滤料的强

度'化学稳定性'浑圆度要好#本项目从河道两侧选取

砾石作为滤料#填充要求高于滤水管 I T"#6#填充厚

度为 "$#66

0G1

(

HFH!机井施工分析

9F钻井施工( 根据地质勘查#本项目含水层的主

要组成为砾岩#且夹杂着粉砂岩#因此在钻井时有流砂

现象#不适合采用旋转钻进#所以设计采用冲击钻打

井#要求钻杆垂直度不能超过 "o( 打井时要求泥浆性

能为!比重 "FH T"F$#含砂量不得大于 "#J(

CF井管安装准备工作( 由于本项目为冲击钻打

井#因此采用肋骨抽筒式试孔器进行试孔( 试孔器的

有效部分长度为井孔直径的 C$ 倍#外径小于井径

H#66( 试孔器如果无法顺利到达井底#必须进行修

孔( 准确测量井孔深度'垂直度'含水层位置等参数#

将沉淀管'滤水管'导正器'井壁管等进行编号(

2F下放井管( 为防止在下管过程中出现钻孔坍

塌#要求钻孔内的水位不得低于地面 #F$6( 井管缓慢

下降#做好排出泥浆的引流#防止环境污染
0$1

( 下管受

阻时#不得强行按压#应将井管拔出#在处理好井孔后

再重新下放(

井管焊接是井管下放施工的重要组成#焊接筋直

径要求 "D T"I66#本项目采用 "D66( 焊接前保证上

下两段管箍对正#且表面干燥洁净( 本项目井管焊接

采用kGH#H G̀F# 焊条#电流强度 "$U( 焊接时先点焊固

定#再大面积焊接#焊接时不得长时间集中在一侧#防

止井管出现变形( 焊缝不得有夹渣'焊瘤等缺陷(

=F填砾和洗井( 砾料填充前要进行筛选和清洗#

待井管全部下放后#核对滤水管位置后应立即填充滤

料#以防止塌孔( 由于本项目机井深度较小#因此一次

性填充完毕( 填料时注意四周围填#不得集中于一点#

否则会挤压井管产生偏移( 为保证滤料充填的密实

性#在充填的同时不断使井内保持循环水(

填料结束后应立即进行洗井作业#为缩短洗井时

间#本项目采用%活塞抽拉 S空压机&洗井法#在井管

内反复提位#造成局部真空而破坏孔壁上的泥块( 要

求返水中的含沙量小于 "O$#### 时可结束作业
0D1

(

E&结&语

精河县在灌区内大力建设地下水开发系统#大大

缓解了灌溉用水矛盾( 根据地质勘查结果及灌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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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等#确定了单井出水量#并通过增加防砂滤水厚度

提高了井管过滤能力#选用效果较好的桥式过滤器#合

理地解决了滤水问题( 钻井施工采用冲击钻避免了流

沙现象( 本项目投入使用后#开采的水量和水质均达

到灌溉要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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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水利部等十部委联合召开视频会议共同推动实施湖长制工作

" 月 CD 日"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

部,卫生计生委,林业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深入贯彻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

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要求"通报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进

展情况"部署进一步实施湖长制各项工作)

据了解"C#"D 年 "" 月 CI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来"

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地方党委政府担当尽责,狠抓落实"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总体进

展顺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在方案制度出台方面"H"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省市县乡四级工作方案全部印发实施"省,市,县配套制度全部出台) 各级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水资源条

例,河道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对河长巡河履职,考核问责等作出明确规定) 在河长体系构建方面"全国

已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 HC 万多名"其中"省级河长 HHD 人"$$ 名省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河长) 各

地还因地制宜设立村级河长 DI 万名) 全国省市县均设置了河长制办公室"CD 个省份成立了河湖管理处,

河长制工作处等专门机构"承担河长制日常工作) 在河湖监管保护方面"各地加快完善河湖采砂管理,水

域岸线保护,水资源保护等规划"严格河湖保护和开发界线监管"强化河湖日常巡查检查和执法监管"加大

对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在开展专项行动方面"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开展河湖专项整治行

动"有的省份实施-生态河湖行动.-清河行动."河湖水质明显提升#有的省份开展消灭垃圾河专项治理"

-黑,臭,脏.水体基本清除#有的省份实行退圩还湖"湖泊水面面积不断增加) 在河湖面貌改善方面"通过

实施河长制"很多河湖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多头管.到-统一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

的转变"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河湖管理难题"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的局面基本形成"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美丽河湖景象逐步显现) 目前"全国 CH 个省份已在 C#"E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I 个

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在 C#"I 年 D 月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中央确定的 C#"I 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

制任务有望提前实现)

会上"北京市,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和陕西西安市,黑龙江大庆市,浙江绍兴市,湖南娄底市,福建大

田县作了交流发言) 水利部机关处以上干部,在京直属单位班子成员"有关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参加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负责同志"水利部京外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