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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

水库塔式涵洞，所述水库塔式涵洞包括工作桥、

启闭房、启闭设备、平涵和消力池；所述输水管道

包括底座、固定扣件、三通、过滤拍门、灌溉管道、

放空管和闸阀；其特征在于：启闭设备由排架、启

闭拉杆及闸门组成；通过工作桥，从水库上游坝

坡进入启闭房；水库塔式涵洞按高程从高到低，

启闭房依次连接启闭设备、平涵及消力池；过滤

拍门由拍门、过滤网及法兰组成；灌溉管道由固

定在底座上的第一管道、转角管道及固定在平涵

内的第三管道组成。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该输

水管道可将水源与渠道进行衔接，实现从水源、

渠道到田间全程采用管道输水，既能充分利用水

库的天然水位差节约能源，做到分层取水，又能

加快灌溉输水速度、大幅度提高灌溉水利用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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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主要包括水库塔式涵洞和输水管道，其中水

库塔式涵洞主要由工作桥、启闭房、启闭设备、平涵和消力池组成；启闭设备由排架、启闭拉

杆及闸门组成；其特征在于：通过工作桥，从水库上游坝坡进入启闭房；水库塔式涵洞按高

程从高到低连接顺序为：启闭房依次连接启闭设备、平涵及消力池，启闭房设置在启闭设备

的排架之上，启闭设备设置于平涵进口，平涵出口设置有消力池；排架立于平涵进口，由4根

混凝土柱组合而成，用于支撑启闭房；启闭拉杆置于启闭房底板上，闸门悬挂于启闭拉杆下

端；其中输水管道包括底座、固定扣件、灌溉管道和放空管；底座上端设置在水库上游坝坡

上，底座下端设置在排架底部旁，灌溉管道由固定在底座上的第一管道、转角管道及固定在

平涵内的第三管道组成，第一管道通过转角管道与第三管道连接起来；灌溉管道通过固定

扣件固定在底座上，所述放空管置于平涵首端底部并延伸至平涵末端，并采用固定扣件将

其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特征在于：所述平涵

的首端进水口预留放空管与第三管道孔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与水库上游坝坡的坡比相同，同时紧临底座沿水库上游坝坡设置台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

管道上的第一管道上面设有若干三通，三通按一定距离L与第一管道相接，形成梯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

三通上端设有过滤拍门，过滤拍门由拍门、过滤网及法兰组成；过滤拍门通过法兰固定于三

通之上，内置过滤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

管道公称直径为R，可采用金属管、塑料管，第一管道嵌于底座之中，采用固定扣件将其固定

于底座之上；第三管道贯穿平涵并采用固定扣件固定于平涵底部，第三管道末端安装闸阀

后接输水管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特征在于：所述放空

管与灌溉管道材质相同，放空管上游一端设置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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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利工程节水灌溉领域，具体为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

塔式涵洞。

背景技术

[0002] 高效节水灌溉是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

[0003] 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

以内，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农业用水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60％～70％，节

水潜力巨大。通过实施高效节水灌溉来促进农业节水，将农业用水减量置换为工业和城市

生活用水的增量，成为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0004] 目前农业灌溉虽然在推行高效节水灌溉，但大部分还是采用传统的渠道工程，沿

线渗漏严重，过水效率低下，灌溉方式粗放，浪费严重。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建设中，以小面积的田间滴灌、喷灌工程为主，低压管道灌溉应用较少，从水源到田间

输水段等骨干工程，节水建设与改造较少。由于我国灌溉水源以小型水库占比较大，因此从

水源开始采用低压管道是十分必要的。

[0005] 现有的水库塔式涵洞灌溉方式为闸门接平涵及消力池，再接明渠进入农田，不但

消耗了天然水头，消力池出口还无法与输水管道连接，难以完成高效节水目标。同时现有的

输水管道灌溉方式，大多需要通过水泵提供压力，增加投资、消耗大量电能，未能利用水库

灌区的天然水位差。本实用新型对水库竖井涵管进行改造，将水源与低压管道进行衔接，为

明渠灌溉形式改造成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提供条件，实现从水源、渠道到田间全程采用低压

管道，既可充分利用水库的天然水位差节约能源，做到分层取水，又能大幅度提高灌溉水利

用系数，还能降低建设投资，加快灌溉输水速度，从而可大大缩短灌水周期，可实现按作物

需水要求及时适量地进行灌溉，对作物高产稳产及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节水型灌溉农业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其中水库塔式涵

洞上的输水管道既能充分利用水库的天然水位差节约能源，做到分层取水，又能为明渠灌

溉形式改造成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提供条件，大幅度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

[0007]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洞，主要包括水库

塔式涵洞和输水管道，其中水库塔式涵洞主要由工作桥1-1、启闭房1、启闭设备2、平涵3和

消力池4组成；启闭设备2由排架2-1、启闭拉杆2-2及闸门2-3组成；其特征在于：通过工作桥

1-1，从水库上游坝坡进入启闭房1；水库塔式涵洞按高程从高到低连接顺序为：启闭房1依

次连接启闭设备2、平涵3及消力池4；启闭房1、启闭设备2位于水库上游坝坡；排架2-1立于

平涵3进口，由4根混凝土柱组合而成，用于支撑启闭房1；启闭拉杆2-2置于启闭房1底板上，

闸门2-3悬挂于启闭拉杆2-2下端；其中输水管道包括底座5、固定扣件6、灌溉管道9和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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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0；底座5上端设置在水库上游坝坡上，底座5下端设置在排架2-1底部旁，灌溉管道9由固

定在底座上的第一管道9-1、转角管道9-2及固定在平涵内的第三管道9-3组成，第一管道9-

1通过转角管道9-2与第三管道9-3连接起来；灌溉管道9通过固定扣件6固定在底座5上，所

述放空管10置于平涵3首端底部并延伸至平涵3末端，并采用固定扣件6将其固定。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启闭房1置于排架2-1之上，用于控制与保护启闭拉杆2-2。

[0009] 本实用新型所述平涵3的首端进水口预留放空管10与第三管道9-3孔洞。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述底座5上端设置在水库上游坝坡上，底座5下端设置在排架2-1底

端上，底座5与水库上游坝坡的坡比相同，用于支撑灌溉管道9；同时紧临底座5沿水库上游

坝坡设置台阶，便于上下坝坡、启闭拍门8-1。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灌溉管道9上的第一管道9-1上面设有若干三通7，三通7按一定距

离L与第一管道9-1相接，形成梯级，通过操作拍门实现分层取水。

[0012] 本实用新型所述若干三通7上端设有过滤拍门8，过滤拍门8由拍门8-1、过滤网8-2

及法兰8-3组成；过滤拍门8通过法兰8-3固定于三通7之上，内置过滤网8-2可拦截漂浮物、

防止淤堵，开启拍门8-1即可取水。

[0013] 本实用新型所述灌溉管道9公称直径为R，可采用钢管等金属管、PE管等塑料管，具

有一定抗压力能力，同时采用抗紫外线材质，具有较长使用寿命。第一管道9-1嵌于底座5之

中，并采用固定扣件6将其固定于底座5之上；第三管道9-3贯穿平涵3并采用固定扣件6固定

于平涵3底部，第三管道9-3末端安装闸阀11后接输水管道，将水库表层水输送至农田进行

灌溉。所述闸阀11置于第三管道9-3末端，用于控制取水时段，当作物需要灌溉时才开启闸

阀11。

[0014] 本实用新型所述放空管10与灌溉管道9材质相同，上游一端设置拍门8-1，通过开

启拍门8-1可降低水库水位至平涵3首端进水口底高程，实现水库清淤、除险加固等活动。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该输水管道可将水源与渠道进行衔接，实现从水源、渠道到

田间全程采用管道输水，既能充分利用水库的天然水位差节约能源，做到分层取水，又能加

快灌溉输水速度、大幅度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水库塔式涵洞布置剖示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水库塔式涵洞输水管道布置剖示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三通及过滤拍门连接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平涵首端进水口封堵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管道固定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闸阀安装示意图。

[0022] 在图中，1为启闭房、2为启闭设备、3为平涵、4为消力池、5为底座、6为固定扣件、7

为三通、8为过滤拍门、9为灌溉管道、10为放空管、11为闸阀；1-1为工作桥，2-1为排架、2-2

为启闭拉杆、2-3为闸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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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安福县某水库竖井涵管改造为例，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说明，以方

便技术人员理解。

[0024] 如图1-6所示，本实用新型是这样来工作的，一种安装有输水管道的水库塔式涵

洞，主要包括水库塔式涵洞和输水管道，其中水库塔式涵洞主要由工作桥1-1、启闭房1、启

闭设备2、平涵3和消力池4组成；启闭设备2由排架2-1、启闭拉杆2-2及闸门2-3组成；其特征

在于：通过工作桥1-1，从水库上游坝坡进入启闭房1；水库塔式涵洞按高程从高到低连接顺

序为：启闭房1依次连接启闭设备2、平涵3及消力池4；管理房1、启闭设备2位于水库上游坝

坡；排架2-1立于平涵3进口，由4根混凝土柱组合而成，用于支撑启闭房1；启闭拉杆2-2置于

启闭房1底板上，闸门2-3悬挂于启闭拉杆2-2下端；其中输水管道包括底座5、固定扣件6、灌

溉管道9和放空管10；底座5上端设置在水库上游坝坡上，底座5下端设置在排架2-1底部旁，

灌溉管道9由固定在底座上的第一管道9-1、转角管道9-2及固定在平涵内的第三管道9-3组

成，第一管道9-1通过转角管道9-2与第三管道9-3连接起来；灌溉管道9通过固定扣件6固定

在底座5上，所述放空管10置于平涵3首端底部并延伸至平涵3末端，并采用固定扣件6将其

固定。

[0025] 一种在水库塔式涵洞上安装输水管道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0026] 第一步改造封堵平涵3首端进水口；

[0027] 第二步平整场地，安装底座5；

[0028] 第三步安装灌溉管道9、三通7、拍门8及放空管10，加设固定扣件6；

[0029] 第四步安装闸阀11；

[0030] 第五步开启闸阀11；

[0031] 第六步开启拍门8即可取水灌溉。

[0032] 进一步，所述第一步改造封堵平涵3首端进水口，平涵3为混凝土圆形、城门洞形、

马蹄形或矩形结构，采用混凝土封堵；封堵前开启闸门2-3，放空水库水量；封堵时新老混凝

土接触面须凿毛，并钻孔扦插钢筋以增加其整体性，同时预留放空管10与第三管道9-3孔

洞；改造后管理房1及启闭设备2处于不工作状态，可拆除。

[0033] 所述第二步安装底座，底座5可为混凝土、金属或塑料等材质；同时紧临底座5沿水

库上游坝坡设置台阶，用于上下坝坡、启闭拍门8-1。

[0034] 所述第三步，灌溉管道9均采用抗紫外线黑色PE管，公称直径R为300mm，三通7及过

滤拍门8直径与灌溉管道9相适应；

[0035] 安装灌溉管道9具体步骤为：

[0036] (1)安装第三管道9-3，使其贯穿平涵3；

[0037] (2)安装转角管道9-2，转角管道9-2末端与第三管道9-3首端连接；

[0038] (3)安装第一管道9-1，第一管道9-1末端与转角管道9-2首端连接；

[0039] (4)安装三通7，三通7末端与第一管道9-1首端连接；

[0040] (5)安装过滤拍门8，过滤拍门8置于三通7之上，通过法兰8-3采用螺丝拧紧；

[0041] (6)重复(3)～(5)步骤，所述三通7安装在第一管道9-1上面，相邻两个三通7间距L

为1200mm，形成梯级，通过操作拍门8-1，确保每次取用水库表面水层，实现分层取水；由于

表面水层水温较高，因此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0042] 所述第三步加设固定扣件，将第一管道9-1固定于底座5之上，将第三管道9-3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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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涵3之上。

[0043] 所述第四步安装闸阀11，闸阀11后须接灌溉管道9，将水输送至农田进行灌溉，方

可取得最大效益。

[0044] 所述第六步开启拍门8-1，根据灌溉面积和流量要求，可开启单个拍门8-1，也可开

启多个拍门8-1，满足灌溉需求。

[0045] 以江西省安福县某水库为例，灌溉面积1500亩，坝顶高程176.9m，水面水位173m，

消力池底高程160m，总水头13m。若采用传统的水库闸门放水，水流经过平涵与消力池，水头

减少至1m，水头损失高达12m；采用明渠输水至农田，输水速度为0.4m/s，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0.5。若采用改造后的低压管道输水，经过拍门、三通、管道与闸阀，水头减少至12m，水头损

失仅1m；闸阀后接低压管道输水至农田，输水速度为1.5m/s，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95。通过

对比可以发现，该输水管道既能充分利用水库的天然水位差节约能源，做到分层取水，又能

为明渠灌溉形式改造成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提供条件，又能加快灌溉输水速度、大幅度提高

灌溉水利用系数。

[0046]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

管通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可以在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改变，而不偏离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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