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93.160P 57，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SL
SL 334-2005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for grassland in pasture areas

2005-11-23发布 2006-03-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关于批准发布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

  技术规范》SL 334-2005的通知

            水国科 〔20051 521号

部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 (水务)厅 (局)，

各计划单列市水利 (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经审查，批准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技术规范》为水利行业

标准，并予发布。标准编号为SL 334-2005,
    本标准自2006年3月1日起实施。

    标准文本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 00五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



前 言

    为满足我国牧区水利事业发展需要，规范牧区草地灌溉与排

水工程建设和技术标准，根据水利部水利技术标准体系和国际合

作与科技司标准编制计划，按照 《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乏

(SL1-2002)体例要求，编写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技术规范》。

    本标准共8章35节184条和4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的编制、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牧区

草地排水工程设计、投资概 (估)算与经济评价、工程施工与验

收和工程管理 。

本标准批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本标准解释单位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本标准主编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青海省水利厅

                  四川省水利厅

                  甘肃省水利厅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克贞 康 跃 赵淑银 佘国英

                    苏佩凤 荣生邦 潘云生 张玉欣

                    王宝林 崔嘉进 闰有勇 孙杰忠

                  孙文樵 马德平 周川淇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冯广志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曹 阳



目 次

1 总则 ································，··························⋯⋯ 1

2 术语 ·····························，，·······························⋯⋯ 3

  2. 1牧区、草地与畜牧业·，···············」·····················」⋯ 3

  2. 2牧区水利 ··········································，············‘⋯ 5

  2.3 其他 ······，···········，·····，·，·····，··‘··········，····，，····，·⋯ 6

3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的编制 ··················，，，，，····⋯⋯ 7

  3. 1 一般规定 ··············，························，，，·········⋯⋯ 7

  3. 2 规划原则、依据及目标任务 ········ ，，·····户·4，··，··· ，二 7

  3.3基本资料··········································，···········⋯⋯ 8

  3.4规划区水资源分析 ··，··················，，·······，·········⋯⋯9

  3. 5 规划分区与总体布局 ···，·····，··············‘······，····‘·一 10

  3.6 发展规模预测和确定 ··，，··-·····1。·········。·，·····⋯ ⋯ 12

  3. 7工程规划布局······，，，··························，··，···⋯⋯ 16

  3. 8 监测网络建设与科技支撑规划··················，，······，，⋯⋯ 18

4 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 20

  4. 1 一般规定 ··4···，·，··············，·，····‘··，·，，···........ 20

  4. 2 基本资料 ··········，···，····························，···，···⋯⋯ 20

  9.3 灌溉规模 ······“···，·································，，····⋯⋯ 21

  4. 4灌溉设计标准·」···，，·，··········」」···········，，····，··⋯ 21

  4. 5水源工程设计···························，·················⋯⋯ 21

  4.6灌溉制度设计········，···‘····，···········，，······，，，·····⋯⋯ 22

  4. 7灌溉用水量计算··，······················，······‘···········⋯⋯ 23

  4. 8 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 ···。，······························⋯⋯ 25

  4. 9 设计成果 ·············，··，··········‘···，，，·····1··一 26

5 牧区草地排水工程设计·，，···-，······‘·.......................... 28

  5.1 一般规定 ·······························，，············，，····⋯⋯ 28



  5. 2 排水设计标准 ················································，·⋯ 28

  5. 3 排水工程设计 ··············································⋯ ⋯ 29

6 投资概 (估)算与经济评价·································⋯⋯ 30

  6.1 一般规定 ······················，····························⋯ ⋯ 30

  6. 2投资概(估)算·················，······，，···················⋯⋯ 30

  6. 3 经济评价 ‘·················································⋯⋯ 30

7 工程施工与验收··············································⋯⋯ 34

  7. 1 一般规定 ··································。················⋯⋯ 34

  7. 2 水源井施工··················································⋯⋯ 34

  7. 3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与喷灌工程施工 ·······················⋯⋯ 35

  7. 4 渠道及建筑物施工 ·········································⋯⋯ 36

  7. 5 工程施工防冻 ·······，·······································⋯⋯ 37

  7. 6 工程验收 ·················。································⋯⋯ 37

8 工程管理·········································，···············⋯⋯ 39

  8.1 一般规定 ·················································⋯⋯ 39

  8. 2 工程运行管理 ········································⋯ ⋯，..⋯ 39

  8.3 工程用水管理 ················································⋯⋯ 39

附录A 草地灌溉制度设计 ·········，··························⋯⋯ 41

附录B 饲草料作物干物质产量计算 ··············，·········⋯⋯ 56

附录C 草畜转化效益计算 ···································⋯⋯ 57

附录D 生态效益计算 ······························.........⋯⋯ 58

标准用词说明 ·················，·······················.⋯⋯，.....⋯⋯ 60

条 文说 明 ·······························，···············⋯⋯，，....⋯⋯ 61



1 总 则

1.0.1 为统一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方法和工程技术要求，

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工程效益，恢复和改善

草原生态环境，适应牧区水利建设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

展的需要，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区域性规划的编

制、工程设计、施工、验收与运行管理以及盐碱化草地防治。

1.0.3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经济合

理、运行可靠、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积极引进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1.0.4 本标准主要引用以下标准: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GBJ 85-8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92)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99)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SL/T 4-1999)

    《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SL 18-2004)

    《渠系工程抗冻胀设计规范》(SL 23-91)

    《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SL/T 34-92)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 72-94)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井灌部分) (SL/T

153- 1995)

    《地下水监测规范》(SL 183-2005)

    ((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SL 201一1997)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SL 207-1998)

    《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技术规范》(SL 211-1998)

    《水资源评价导则》(SL/T 238---1999)

    《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SL/T 246-1999)



    《机井技术规范))CSI. 256-2000)

1.0.5 大型、中型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

及初步设计阶段应编制相应的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应符合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 204--1998)有
关 规定 。

1.0.6 大型、中型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

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可

参照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 (HJ/T 88-

2003)有关规定。

1.0.7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区域性规划的编制及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和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



2 术 语

2.1 牧区、草地与畜牧业

2.1.1 牧区 pasturing area

    以天然草原放牧为基本生产手段并以牲畜为主要产品的

地区

2.1.2 半农半牧区 mixed pastoral farming area

    农业和牧业生产都占有较大比例的地区，也称农牧结合区

2.1.3 草原 grassland

    地理学、植物学范畴中表征一种地域性的自然地理景观特征

的词语，是大面积天然植物群落所着生的陆地部分，这些地区所

生长的饲用植物可以直接用来放牧或X11割后饲养牲畜。

2.1.4 草地 (草场) meadow

    农学、资源管理利用范畴中，表征土地资源特征，是草本和

木本饲用植物与其所着生的土地构成的具有多种功能的自然综合

体。包括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半人工草地

2.1.5 天然草地 natural meadow

    在综合自然条件长期作用下，靠植物自身的繁殖更新所形成

的用于放养牲畜或X11割后为家畜饲养提供饲草的自然生长的草地

或灌丛地 。

2.1.6 温性草甸草原 temperate meadow steppe

    温性草甸草原简称草甸草原，处于草原向森林的过渡地带。

指温带半湿润气候区，以中旱生和广早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构

成的一类植物群落。

2.1.7 温性典型草原 temperate typical grassland

    温性典型草原简称典型草原。指温带半干旱气候区，以早

生、多年生、丛生禾草和篙类、半灌木及根茎型禾草为主构成的

一类植物群落。



2.1.8 温性荒摸草原 temperate avid grassland

    温性荒漠草原简称荒漠草原，也称荒漠化草原，是草原向荒

漠过渡的一个类型。指在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以强旱生、

多年生、丛生小禾草和强旱生小半灌木为主构成的一类植物

群落。

2.1.9 人工草地 artificial meadow

    通过综合农业技术措施，种植优质人工牧草等饲用植物而获

得稳定产量的饲草生产用地。

2.1.10 饲草料地 forage land

    为牲畜提供补饲、舍饲所需饲草料而开发的用于人工牧草和

饲料作物种植的土地。

2.1.11 沼泽化草地 marshy meadow

    由于地形低洼、无排水出路，或不合理的灌溉及客水侵人，

导致地表积水或过湿 (常伴有泥炭积累)，逐步演化为以湿生植

物或沼生植物群落为主的草地。

2.1.12 盐碱化草地 salinized meadow

    草地地下水位过高，使盐碱成分逐步在草地表层积累，演化

为以耐盐植物为主，间或有盐碱斑的草地。

2.1.13 牧草 pasture

    可用于放养牲畜或刘割后供家畜利用的自然或人工种植

的草 。

2.1.14 饲草料作物 forage crop

    可用作饲养牲畜的优质人工牧草和青贮饲料、精饲料作物的

总称为饲草饲料作物，简称饲草料作物。

2.1.15 饲料作物 animal feed crop

    由人工栽培收贮，其籽实用于补饲、育肥牲畜的作物。

2.1.16 青贮饲料作物 silage crop

    能够在青绿期收获储藏，不经干燥，在厌氧性微生物的作用

下可以较长时间保存的饲草、饲料作物。

2.1.17 牧草盖度 vegetation's percentage of coverage

  4



    单位面积草地植被垂直投影面积的百分数。

2.1.18 草地适宜载畜量 proper stocking capacity for iivestock
in grassland

    单位面积草地上，在一定的放牧期内不影响草地生产能力并

保证家畜正常生长发育所能容纳的牲畜数量。

2.1.1， 羊单位 sheep unit

    以满足一只成年羊一年的饲草料需要量来表示草地载畜能力

的一种量度单位，也称 “绵羊单位”。

2.1.20 出栏率 percentage of animals slaughtered

    在一个牧业年度内为社会提供 (出售、自食)的牲畜头数占

该年度牲畜总数的百分数

2.1.21 牧业产值 stockbreeding production value

    一个地区 (或单位)在一年内畜产品的生产总值。

2.1.22 冷季舍饲 pen feeding in cold season

    在冬春寒冷的季节里，完全依靠存储的饲草料在舍内进行饲

养的一种畜牧业生产方式。

2.1.23 冷季补饲 supplementary feeding in cold season

    在冬春寒冷季节及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短时间内利用存储的

饲草料进行舍内补充饲养的一种畜牧业生产方式。

2.1.24 牧草产量 pasture yield

    单位面积天然或人工草地上，可供牲畜采食或人工刘割的牧

草干物质重量。

2.2 牧 区 水 利

2.2.1 牧区水利 water conservancy in pasturing area

    牧区供水、饲草料地和天然草地灌溉与排水等水利工程技术

措施的』L称。

2.2.2 草地灌溉 irrigation of grassland

    补充牧草土壤水分亏缺所采用的水利技术措施。

2.2.3 草地引洪淤灌 flooding irrigation for grassland



    在洪水季节，将富含有机质的洪水资源引人天然草地，在补

充土壤水分不足的同时，实现落淤肥地或改良盐碱草地的灌溉用

水行为。

2.2.4饲草料作物需水量 water requirement of cultivated pas-
ture

    在适宜土壤水分条件下，人工饲草料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蒸

发蒸腾量。

2.2.5 天然草地牧草需水量 water requirement of natural pas-
ture

    环境相似、有规律群居一起、自然生长的牧草群体 (亦称群

落)的蒸发蒸腾量。

2.2.6 水、草、畜平衡 balance among water, pasture and am-

mals

    在草地畜牧业生态系统中，由水分供应 (降水、地表水、地

下水)、饲草料生产和牲畜消耗所构成的循环系统，依据能流、

物流平衡与转化原理，在不同水分条件下，各类草地承载与草地

生产力相适应的牲畜数量所需要的饲草料，构成水、草、畜系统

平衡 。

2.2.7 小型灌溉饲草料地 miniature irrigated forage grass land

以户为单元，小型分散的灌溉饲草料地的统称。

2.3 其 他

2.3.1 白灾 snow tragedy in grassland

    牧区当冬春降雪后积雪厚度大于草层高度，致使牲畜放养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的一种自然灾害。当草甸草原积雪厚度大于

25mm、典型草原大于20mm、荒漠草原大于15mm时，便形成

白灾 。

2.3.2 黑灾 non-snow tragedy in grassland

    牧区部分缺水或无水草场，冬春时期不降雪或仅有少量降

雪，不能满足牲畜饮水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灾害。



3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的编制

3.1 一 般 规 定

3.1.1 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范围应根据牧区草地特点与利用现

状及规划任务和要求确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按照国家及

地区生态保护建设和牧区畜牧业生产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编

制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

3.1.2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类型、建设模式和发展规模应根据

当地水土资源条件，结合草地生态保护措施确定。

3.1.3 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宜采用近、远2个水平年，并以近

期为重点。所选定的水平年，宜与国家建设计划及长远规划相

衔接 。

3.1.4 灌溉与排水方式及技术应根据牧区不同的草地特点，结

合本区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实践经验和有关科研试验资料确定。缺

少资料的地区，可借鉴邻近地区的试验研究成果或相关资料

确定。

3.1.5 较大面积井灌区应分析、预测长期开采后的地下水动态

变化 ，防 正过量开采对草原牛 态环境浩 成不利影 响

3.2 规划原则、依据及 目标任务

3.2.1 规划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新建灌溉排水工程，不对草地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和

危害，坚持水、草、畜平衡。

    2 充分考虑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优先利用地表水，合

理开发地下水。

    3 优化配置水资源，在生态环境恶化地区优先保证恢复生

态用水。

    4 新建提水灌溉工程，优先利用风能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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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协调。

      6

      7

      S

3.2.2

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分区规划与流域 (或区域)规划

新建牧区灌溉工程应兼顾人畜饮水需求。

开发、保护并举，工程建设与管理并重。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

规划应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及文件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各级政府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

建设 的有关规定。

    各级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编制的水利发展、生态建设和相关

的流域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

    SL 207-1998和SL/T 238-1999等标准。

3.2.3 规划发展目标应通过技术经济分析，按照下列要求确定:

    1 根据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合理确定规划区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2 根据水资源供给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合理确定不

同的水平年达到水、草、畜平衡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生态环

境、畜牧业结构、草地灌溉与排水发展规模及节水能力等技术经

济指标。

    3 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3.3 基 本 资 料

3.3.1 基本资料应符合如下要求:

    1 气象:包括降水、蒸发、气温、日照、积温、太阳辐射、

无霜期、风速、风向等，实测资料系列年限应在30a以上。

    2 水文:包括可以反映水文特征的流量、流速、水位、水

温、水量等数据，实测资料系列年限应在30a以上。

    3 地形图:图幅范围应覆盖规划区可能涉及的牧区行政边

界。地形图可利用国家已经测绘出版的成果，必要时应专门测



绘。地形图比例尺宜采用1 0 100000-1 : 10000.

    4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包括区域地质图、区域地震资料

和大型、中型建筑物的有关地质图，较详细的地下水动态观测等

相关资料 。

    5 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可利用量，各行

业用水量，现状工程供水能力，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6 土壤:包括规划区土壤普查资料。

    7 草地资源:包括规划区天然草地植被盖度，草群结构，

草地沙化、退化程度及演化趋势，载畜量，产草量，适宜载畜

量，草原生态环境评估资料。

    8 当地灌溉饲草料地的面积、产量、市场价格等。

    ， 社会经济状况:包括规划区人口，民族，劳力，牧民人

均收人，牧业年度大牲畜、小牲畜头 (只)数，年末牲畜存栏

数，出栏率，畜产品产量、单价等。

    10 不同水平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资料。

    11 自然灾害:包括白灾、黑灾、旱灾、涝灾、洪灾、鼠虫

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及危害程度。

    12 水利工程现状:包括水利工程建设现状、效益，以及存

在问题。

3.3.2 对收集的资料，应系统整理，分析评价其合理性和可靠

程度。对可靠性较差的资料应进行复查核实，不足的应进行补充

收集。

3.4 规划区水资源分析

3.4.1 水资源评价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地表水资源评价包括多年平均和相应保证率下的水资源

量、可利用量及可供水量。

    2 地下水资源评价包括补给量、资源量及可开采量。

3.4.2 河川水资源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径流频率计算应具有 30a以上系列径流实测资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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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计算推出符合设计频率的年径流量及其年内分配和灌水临界

期平均流量。

    2 对于不足30a实测径流资料的，应通过相关分析插补延

长径流资料，推求径流特征值。

    3 无实测资料时，可选择参证站资料或参照地区水文手册、

图集，结合调查资料，推求径流特征值。

    4 有流域分水的规划区，其用水总量应采用流域规划分配

给规划区的水量。

3.4.3 地下水资源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下水源水量应根据已有水文地质资料，分析项目区地

下水开采条件，并通过对当地及邻近地区机井出水情况的调查，

确定地下水资源量和可开采量。

    2 在地下水资源资料不足时，可根据补给模数、可开采模

数，以及民用井调查资料，确定地下水资源量和可开采量。

    3 对于无水文地质资料的地区，应打勘探井并经抽水试验

确定地下水资源量和可开采量

3.4.4 灌溉水源的水质应符合GB 5084-92

3.5 规划分区与总体布局

3.5.1 规划范围应根据不同规划的尺度、规划任务，按下列要

求确定 :

    1 全国或区域性规划应以行政部门划定的纯牧区和半农半

牧区为主，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

    2 流域规划应以流域分水岭为界，结合行政区划。

3.5.2 规划范围内应根据地貌特征，气候条件，水、草资源配

置状况和畜牧业生产结构，按下列原则进行分区:

    1 分区内属同一地理位置，自然条件 (气候、地形、地貌)

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基本相同或相似。

    2 分区内草地类型和畜牧业生产结构基本相同或相似。

    3 分区内牧区水利发展方向和灌溉与排水工程特点基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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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相似 。

    4 适当保持行政单位完整性或流域 (区域)已有水利设施

管理的统一性。

3.5.3 灌溉与排水规划总体布局和建设重点，应根据规划区水

资源分布、自然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下列基本要求

提出 :

    1 根据规划区域内降雨等自然条件和水资源状况，提出灌

溉与排水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

    2 根据不同草地类型、生态建设要求，提出实现生态自我

修复的综合治理技术措施。

    3 根据规划区域内不同分区特点和畜牧业生产方式，提出

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和结构形式。

    4 对草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不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应长

期禁牧或实施生态移民。

3.5.4 根据水土资源分布特点确定的小型灌溉饲草料地和灌溉

饲草料基地，应按下列条件选定:

    1 小型灌溉饲草料地宜选定在牧户承包的草地范围内。

    2 灌溉饲草料基地应选定在水土资源条件较好、面积较大、

集中连片的地区。

3.5.5 灌溉饲草料基地建设模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各种建设模式时，应根据水土资源条件，优先对现

有工程进行节水改造，然后再考虑新建工程。

    2 在农牧交错带或有条件的地区，根据水土资源等自然条

件和退耕还草生态建设要求，可将现有农田种植结构调整为灌溉

饲草料地

    3 根据规划区水、草、畜平衡和饲草亏缺状况，在具备发

展灌溉条件的牧区，可新建灌溉饲草料地。

    4 在具备雨洪资源或地表水较丰富的地区，可选择地势开

阔、地形平坦的天然草地发展灌溉。

3.5.6 地下水开发区需根据水资源赋存状况划出宜采区、限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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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禁采区。

3.5.7 在盐碱化和次生盐碱化草地发展灌溉时，应配套建设排

水系统。

3.6 发展规模预测和确定

3.6.1 发展规模预测应采用水、草、畜动态平衡原理，按下列

程序确定:

    — 确定草地生态保护、社会经济、畜牧业发展指标。

    — 依据草畜平衡估算饲草料亏缺量，预测灌溉发展规模。

    — 规划区需水量计算

    —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3.6.2 规划水平年发展指标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畜牧业发展指标应与草地生态保护目标、社会经济发展

目标相协调。

    2 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为冷季舍饲与暖季放牧、冷季补饲

与冷暖季放牧相结合。

    3 饲草料亏缺量全部或部分由灌溉饲草料地增产的饲草料

来满足。

3.6.3 草畜平衡应按式 (( 3. 6. 3一1)~式 ((3. 6. 3一3)计算:

                        Y = Y,一Y:一Y,            (3. 6. 3一1)

                          Y,= DTN                (3.6.3一2)

          Y2一艺Y,S,d;  (t一1,2,""",n)    (3.6.3一3)
                                                        1= 1

式中 Y- 规划区饲草料亏缺量 ((kg);

      Y,— 规划区饲草料需求量 (kg) ;

      Y2— 规划区天然草地产草量 (kg)，不同类型草地生产

            能力和适宜载畜量按表3.6.3一1确定;

      Y,— 规划区人工草地、秸秆、饲料等各种途径的补饲能

            力 (kg)，不同类型草地饲草料作物产量按表3.6.3

              一2取值 ;



D— 一个羊单位日食草量，按干物质 1. 8-y 2. Okg/(羊

      单位·日)估算或按经验值干草0. 8 - 1. Okg/(羊

      单位 ·日)、青贮饲料2. 5-3. Okg/(羊单位 ·日)、

      精饲料0. lkg/(羊单位·日)计算;

T— 牲畜食草时间 ((d) ;

N— 目标年牲畜发展数量 (羊单位)，各类牲畜应按表

      3. 6. 3一3折算为羊单位数;

Y— 规划区各类天然草地面积 (h.1);

S— 规划区各类天然草地单位面积产草量 (kg/hm'),

      各类型天然草地生产能力按表3.6.3一I确定;

d;— 规划区各类天然草地牧草利用率，需经实测确定，

      缺乏资料时可按0.5一。.6取值。

表3.6.3一1 不同草地类型产.指标及适宜载畜.

草地类型 鲜草产量

(kg/h.')

干草产量

(kg/卜m')

  适宜载畜量

(羊单位/h.勺类 型 亚 类

温性草甸草原 3100-3500 1200-1600 1. 20- 1.30

温住 草原

类 草 地
温性典型草原 1500-2100 500̂ 800 0.60-0.70

温性荒漠化草原 1000- 1600 350-600 0. 30^ 0. 40

温性荒漠

类 草 地

温性草原化荒漠 900-1300 300-500 0. 28-0. 35

温性典型荒摸 600-1100 150̂ 430 0. 20̂ -0. 28

草甸类

草 地

低平地草甸类草地 3700--3900 1600̂ -1800 1. 20--1. 80

山地草甸类草地 5800-6100 1400--1700 2.00- 2.50

高寒草甸类草地 3800-4100 1500-1800 0. 70^-0. 90

高寒草原类草地 1900---3000 600--1000 0. 25^ 0. 31

高寒荒淇类草地 650-1000 250--300 0. 10^ 0. 15

暖性灌草丛类草地 2300--4500 850̂ 2000 0.80̂ -0.90

热性灌草丛类草地 5900̂ 6100 2000̂ 3000 2. 50--3. 00

沼泽类草地 6600̂  6800 1000̂ -2200 2.00̂ -2. 50

零星草地 6600̂ 6800 2500--2700 2.2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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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3一2 不同类型灌溉草地产，指标

                                  单位:万kR/hm'

草地类型 人工牧草 青贮饲料 饲 料 天然牧草

温性草原类草地 0.80--1.00 7.00-8.00 0. 45--0. 60 0. 67--0. 82

温性荒漠类草地 0. 85̂ -1.05 7. 50--8. 50 0. 50--0. 65 0. 70̂ -0. 85

高寒草原类草地 0. 65̂ -0. 80 0. 55.0. 65 0. 36̂ -0. 50 0. 54^-0. 66

暖性灌草丛类草地 0. 90--1. 10 0. 80-0. 90 0. 55--0. 70 0.75̂ 0.90

注 1:人工牧草产量以首蓓、披碱草等多年生牧草干草产量计

注2:青贮饲料以青贮玉米鲜草产量计

注3:饲料以玉米籽实产量计

注4:天然牧草产量以可食牧草干草产量计。

表3.6.3一3 牲畜折算系数

牲畜种类 山羊 绵羊 牛 马 驴 骆驼 耗牛 水牛 奶牛

折算系数 0. 9 1.0 5. 0 6. 0 3. 0 7. 0 4. 0 6.0 10.0

3.6.4 灌溉规模预测应按式 (3. 6.4一1)~式 (3.6.4一3)

计 算:

X一A习Z, B, A,   (i一1,2，二，，;，一1,2，二，n)

(3.6. 一1)

(3.6.4一2)

(3.6.4一3)

 
 
戈

浅

·习
同
·艺
1=1

 
 
一-

一一

 
 
X

A

式中 X— 不同建设模式的灌溉面积饲草料作物增产量

              (kg);

      A.— 不同建设模式预测的灌溉面积 ((hme) ;

      Z;— 饲草料作物种植结构比例 (%)，应根据当地自然
              条件和牲畜补饲要求确定，如无资料，可按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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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草种植4000̂ 60%，其余种植青贮饲草料和精

                饲料 ;

        g;— 各种饲草料作物单位面积增产量 (kg/hm'),应
              根据当地或临近地区试验资料确定，无资料时，

              可参照表3,6.3一2计算;

        A— 各种饲草料的利用率 (%)，取。.85-1.。;

        X— 规划区饲草料亏缺量，即灌溉草地提供的饲草料

              量 (kg);

        A— 规划区预测灌溉发展规模 (hm') ;

        ￡-一 不同建设模式种类;

        j一 一不同灌溉形式饲草料作物种植种类
3.6.5 规划区需水量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1 灌溉需水量应按式 (3.6.5一1)或式 (3.6.5一2)、式

(3.6.5一3)计算:

          W:一习A,-,/I   (i一1,2,---，。) (3. 6.5一)

                        WB=Amg/q              (3.6.5一2)

                      艺A;m;
                          斑。= 竺土一一一 (3.6.5一3)

                                            A

式中 w。— 规划区灌溉需水量 (m' );

      A;— 规划区某种饲草料作物的种植面积 (hm') ;

      。.— 某种饲草料地的灌溉定额 (m'/hm' )，按附录A

              表A.1.1一1一表A.1.1一4取值;

        I 灌溉水利用系数;

      。。— 规划区综合灌溉定额 (m'/hm');

        i— 规划区饲草料作物种植种类。

    2 规划区水平年需水量应按式 ((3.6.5一4)计算:

          W*一习W (‘一‘,2，一。) (3.6.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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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 规划区需水量 (m');

      w上— 规划区生活需水量、生产需水量、生态需水量

              (m')。生活需水量、生产需水量应分别根据国家

              和有关行业用水标准计算，生态需水应按照国家

              和行业对生态用水要求，安排生态需水量;

        i— 规划区需水类型。

3.6.6 规划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灌溉可供水量应不小于草

地灌溉需水量。

3.6.， 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应进行水、草、畜平衡分析，校核

灌溉与排水发展规模。

3.6.8 水、草、畜平衡应满足下列条件:

    1 规划区供水量应不小于需水量。

    2 各类灌溉饲草料地、天然草地提供的饲草料量与其他补

饲途径提供的饲草料量之和，应满足规划区牲畜对饲草料的

需求 。

    3 规划所确定的灌溉发展规模，应满足规划区水、草、畜

分区平衡，达到总体平衡。

3.7 工 程 规 划 布 局

3.7.1 灌溉与排水工程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布置按水草资源统一规划、合理利用的原则、对水

源工程、灌溉与排水渠系、灌溉与排水建筑物、承泄区、道路、

林带、居民点等进行统一布置。

    2 灌溉系统和排水系统的布置相互协调。灌溉与排水方式

应根据地形、土壤、水源，社会、经济，涝、碱的成因等条件，

经分析论证确定。

    3 灌溉与排水建筑物根据工程规模、作用、运行特点和工

程总体要求布置在地形条件适宜和地质条件良好的地区。

    4 有防洪要求的灌溉系统按照蓄泄兼顾的原则，选定防洪

标准，并将防洪工程纳人规划总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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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米用林带及沙障 生物工程 时，按国家现行 有关规 范要求

进行布置，利用渠旁、沟旁、路旁植树种草。

3.7.2 灌溉工程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结合牧业生产特点，水草资源状况，因地制宜地确定

水源工程形式和节水灌溉方式。

    2 地表水灌区应根据地形、地貌确定渠道走向，充分利用

自然落差扩大灌溉面积。有盐渍化趋势的应配套布置排水沟道。

    3 提水灌溉工程或井灌区，应根据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

以及水源、电源和行政区划等条件，按照总功率最小和便于运行

管理原则进行分区、分级布置。

    4 山丘区灌溉工程应遵循高水高用、低水低用原则布置灌

溉系统 ，利用天然河道 与沟溪 布置排水系统。

    5 应依据水资源状况、气候条件及技术经济条件，选择节

水灌溉形式 。

    6 田间工程规划应根据不同灌溉工程形式选择典型区，提

出典型布置。

    7 典型工程设计应为一个独立的配水系统，面积宜占灌区

总面积的I%一  5%>渠、沟、路、林、田配套。

    S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工程应根据经济水平、灌溉对

象、自然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按照 SL/T 153-95和 GBJ

85-85有关规定进行规划。
3.7.3 排水工程规划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盐碱化草地宜采用以井代排、井渠结合的形式。

    2 土壤盐碱化或可能产生盐碱化的规划区，应根据水文、

气象、土壤、水文地质条件及水盐运动规律进行土壤改良分区，

分别提出防治措施 。

    3 由湖、河引水灌溉的盐碱化、季节性沼泽化草地，在受

季节性暴雨淹没、地形平缓、地下水排泄不畅、地下水位埋深

浅、水质差 (大于2g/L)的情况下，宜排灌结合。当矿化度大

于4g/L时，应以排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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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明沟排水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天然草地排水明沟以宽浅式为宜，排水沟流速应满足

          不冲不淤流速要求。

      2)天然草地的排水沟线路宜充分利用天然沟壑。

      3)应布设牲畜跨越排水沟的建筑物，便于牲畜安全通过。

      4)应根据排水方式选择典型区，按有关标准进行典型工

          程和排水建筑物设计。

3.7.4 灌溉水源工程应根据总体规划及其规模，按照单项工程

扩大指标估算工程量。

3.7.5 灌溉与排水工程应采用典型工程设计扩大指标估算工

程量 。

3.7.6 规划成果应包括: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报告及附件、

附图。

3.7.7 规划附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 规划任务书;

    — 大型、中型工程规划应提交水资源论证专题报告;

    — 大型、中型工程应提交投资估算书;

    — 大型、中型工程应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专项报告;

    — 大型、中型工程应提交环境评价报告。

3.7.8 规划附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灌溉与排水I程现状图，比例尺为1:100000--1:5000;
    规划平面布置图，比例尺为1，100000̂-1:5000;

    主要建筑物平面图、剖面图，比例尺为1:100-1:50;
    骨干灌 (排)渠 (沟)纵横断面，横断间距为200-500m;

    典型田间工程平面图，比例尺为1 : 5000̂-1 0 1000.

3.8 监测网络建设与科技支撑规划

3.8.1 水环境监测应以地下水为主，应加强限采区和重点开发

区的地下水动态监测。地下水监测应按SL 183-2005, SL/T

207-1998和SL/T34-92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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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井灌区应监测分析开采后的地下水动态变化，防止地下

水过量开采可能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3.8.3 生态监测应确定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及监测

成果等内容。

3.8.4 科技支撑规划应提出科技支撑体系、科技推广、技术培

训、信息网络建设及关键技术和专题研究等规划内容。



4 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草地灌溉工程设计应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划和可行

性研究报告为依据。

4.1.2 草地灌溉应采用节水灌溉形式。

4.1.3 草地灌概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应按本标准要求编制。
4.1.4 设计阶段应根据工程规模进行水资源论证，中型以上灌

区应提交水资源论证报告，小型分散工程应在设计文件中将水资

源论证作为专门一章。大型、中型工程应进行必要的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勘查，大型工程应提交勘查报告。

4.2 基 本 资 料

4.2.1 草地灌溉工程设计资料收集除应符合3.3节的要求外，

还应补充以下资料 :

    1 水文气象:应收集灌溉水源及建设区域内降水、河道水

文、泥沙、水质等资料.系列不少于30a.

    2 工程地质:灌溉系统干渠线、支渠线应有工程地质勘察

资料，还应收集特殊地质问题及其处置方法等相关资料。

    3 水文地质:应收集地下水类型、埋深、地下水含水层厚

度、地下水动态、补给排泄条件、补给量、可开采量，以及可能

产生沼泽化盐碱化等相关资料。

    4 土壤:应收集土壤类型、容重、田间持水量、凋萎系数、

毛管水上升高度等资料。

    5 地形:应收集 1 : 50000 ̂- 1 e 1000。地形图，典型

区I，5000̂ -1，1000.

    6 其他:应收集灌溉工程现状、饲草料作物需水量、灌溉

制度、饲草料作物耐盐能力、防治冻胀技术等资料，以及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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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灌溉工程技术设计的要求。

4.2.2 有关基本资料和数据应经过审查确认，资料精度应满足

设计要求 。

4.3 灌 溉 规 模

4.3.1 应根据项目区水土资源条件、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及畜牧

业发展要求，对已批复的规划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的灌溉

规模加以进一步论证，满足项目区水、草、畜平衡要求。

4.3.2 牧区草地灌溉规模应根据现行标准确定，不小于2.0万

hm，为大型工程，0. 33万~2.0万hm，为中型工程，0. 33万

hm'以下为小型工程。对于相对集中的灌溉工程可按一项工程进

行总体设计。

4.3.3 灌溉工程等级应按GB 50288-1999确定。

4.4 灌 溉 设 计 标 准

:一:一;
灌溉设计保证率宜按GB 50288-1999的规定取值。

降水量小于250mm的干旱缺水区设计保证率宜按500o-

75%取值。

4.5 水 源 工 程 设 计

4.5.1 灌溉水源应符合区域水资源统一规划和管理要求，按

3. 4节规定计算。

4.5.2 地表灌溉水源可供水量、供水流量和水源水位，应根据

下列基本要求确定，以满足用水期内灌溉用水量、灌溉流量和水

位的要求:

    1 已建灌溉水源工程，实施节水改造，应根据设计和运行

情况对供水可靠性作进一步核实。

    2 新建水源工程应根据灌溉规模、灌溉用水量、水资源评

价资料和工程类型加以确定:

      1)河流水源供水应以河流水文资料为依据，按照不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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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方式 (有坝、无坝，自流、提水)确定。

      2)水库水源供水应根据水库设计标准确定。

      3)塘坝水源应根据降水量、集雨面积、径流系数、复蓄

          次数等计算确定。

4.5.3 以地下水为灌溉水源时，应有确切的水文地质资料，取

水量应小于可开采量，采补平衡，严禁超采。

4.5.4 灌溉水质应符合现行GB 5084-92的要求。

4.5.5 水源工程设计应按GB 50288-99及其他相关标准的要

求进行。

4.6 灌 溉 制 度 设 计

4.6.1 灌溉制度应根据项目区自然条件、人工饲草料作物种植

结构和需水特性，结合当地灌溉经验和试验资料分析计算。当降

水、土壤、水文、地质条件差异较大时，应分区确定

4.6.2 人工饲草料地作物及天然牧草的灌溉定额应根据设计保

证率、典型年降水量、草地需水量，按水量平衡原理，利用式

(4.6.2一1)~式 (4.6.2一5)计算:

                          M 二 M,+从 (4.6.2一1)

                  M,=100'hr,(Q一风) (4.6.2一2)

              M2= ET一 P。一Wk一 (W。一W,,)    (4.6.2一3)

                        W.=10'r胡。 (4.6.2一4)

                        W,=10'r,胡， (4. 6. 2一5)

式中 M-~一灌溉定额 (m'/hm');

      从— 播前灌水定额 (m'/hm');

      Mz—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生育期灌溉定额 (m'/h&);

        h— 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 (m)，按附录A.1.2确定;

r— 计划湿润层深度内土壤干容重 ((t/m');

R 计划湿润层深度内田间持水率 (占干土重%);

ET— 饲草料作物或天然牧草生育期需水量 (m'/hm'),

        按附录A. 2计算;



      P.— 生育期有效降水量 (m' /hm' )，不同草地多年平均

            有效降水量，按附录A. 3. 1计算;
      Wk—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生育期内地下水对根系的补

              给量 (m'/hm')，按附录A.3.2取值;

      wo 播前h深度土层中储水量 (m'/hm');

      W— 一饲草料作物收割时的土壤储水量 (m'/hm');

      几— 计划湿润层深度内饲草料收割时的土壤原始含水率

            (占干土重%);

      风一一计划湿润层深度内土壤原始含水率 (占干土重%)。

4.6.3 灌水定额应按式 ((4.6.3)计算，灌水时间、灌水次数应

按GB 50288-1999的规定确定。

                    ，=100y,H(焉、一风) (4.6.3)

式中 。— 灌水定额 (m'/hm');

      y,— 计划湿润层土壤干容重 ((t/m');

      H— 某一时段内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 (m);

    9-— 土壤计划湿润层适宜含水率上限值 (占干土重%);

      风— 土壤计划湿润层适宜含水率下限值 (占干土重%)。

    土壤计划湿润层适宜含水率按附录A. 3.3折算。

4.6.4 当资料不足时，各类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的灌溉制度

按附录A表A.1.1一1一表A.1.1一4确定。

4.6.5 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应采用非充分灌溉方式，按附录

A. 4. 1和A. 4. 2确定饲草料作物灌溉关键灌水期和相应的灌溉

制度。

                4.7 灌溉用水量计算

4.7.1 灌溉用水量宜采用式 (4.7.1一1)计算，设计流量宜采

用式 ((4.7.1一2)计算。

          W。一艺A, " M,   <i一1,2,""",n)   (4.7.1一1)
                                                1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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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 Aq100,7 (4.7.1一2)

式中 W，— 灌溉用水量 (ma);

      Q,.— 设计流量(m'/s);
        A 灌溉饲草料地及灌溉天然草地总面积 ((hm');

      A一一 某种灌溉饲草料作物或灌溉天然草地的面积

              (hm');

      M;— 某种灌溉饲草料作物或灌溉天然草地的净灌溉定

              额 (m'/hm');

        1- 灌溉草地的种类;

        ，— 设计灌水率 [(m'/ (s·100hm')]，按GB 50288-

              99计算 ;

        刀 一灌溉水利用系数，应由当地或类似地区渠 (管)

            道和田间水利用系数实测值确定，无实测资料的

            地区可根据灌溉方式、草地类型按表4. 7. 1一I,

              表4. 7.工一2选值

表 4.7.1一1 田间水、管道水、渠系水利用系数

4.7.2 应根据供水量、需水量进行平衡分析。当水源工程可供

水量不能满足灌溉用水要求时，应压缩灌溉面积或采用非充分灌

溉减小灌溉定额等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保证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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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1一2 灌溉水利用系数

油溉草地

  类型

地 面 灌 溉

低压管道

翰水灌溉
喷灌自 流 引 水

井灌
2万hm'以上 0. 3.2万 h.'0. 3h.'以下

灌溉饲草

  料地 0.。 50-0. 55 0.。 55-0-60 0.60 0. 70 0.80 0.。 75-0.80
液溉天然

  草地 0.。 40-0. 45 0. 45 0.。 45-0. 50 0. 80

4.8 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

4.8.1 草地灌溉工程总体布置应根据水源条件、生态建设、畜

牧业生产、行政区划等要求，按照水土资源高效合理利用原则，

对水源工程、灌溉系统、排水系统、道路、林带、输电线路等合

理布局。提水灌溉应根据地形、水源、能源及行政区划等条件，

按照年费用最小、便于运行管理原则，分区多级布设。

4.8.2 灌溉饲草料地建设须选择土层厚度不小于30cm的草地。

天然草地采用地面灌溉方式，须选择地形坡度小于1/20。的天然

草地。

4.8.3 天然草地灌溉工程应根据地形、水源、土壤、草地植被

及社会经济状况设计，可采用引洪淤灌、格田灌溉、喷灌等灌溉

形 式

4. 8. 4 引洪淤灌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引洪淤灌需分区筑埂，分区规模以3. 33-v 13. 33hm，为

宜。筑埂规格为高。.50 ̂- 0. 60m，顶宽。.5一1. Om，底宽

2 ̂-3m,

    2 沼泽化、盐碱化草地引洪淤灌，采用围堤淹灌方法，淤

灌后及时排除积水。

    3 建议引洪淤灌1年1---2次，淤积土层厚度宜小于20cm

4.8.5 天然草地格田灌溉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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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议格田规模0. 67̂-3. 33h.1，应采用长宽比大于5的

条形格田进行灌溉。

    2 输配水渠道宜根据工程地质、自然气候条件采取适宜的

防渗措施 。

    3 天然草地喷灌工程设计应按GBJ 85-85的规定进行。

4.8.6 饲草料基地灌溉输配水系统、渠系建筑物等工程设计应

按GB 50288-99的规定进行。

4.8.7 小型分散的饲草料地灌溉工程应以牧户为单元进行设计。

4.8.8 典型工程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饲草料基地、灌溉天然草地应以具有独立输配水系统的

灌溉单元为典型工程进行设计。

    2 小型分散的饲草料地灌溉工程应以独立的水源工程为单

元进行典型设计。

4.8， 凡季节性土层标准冻深大于 30cm地区的衬砌渠道、标

准冻深大于50cm地区的渠系建筑物均应进行抗冻胀设计。渠道

衬砌材料的允许冻胀量按表4.8.9取值。在强冻胀地区应优先选

择柔性衬砌材料或柔性膜料 (塑料或土工布)加刚性保护层的复

合结构 。

                    表4.8.9 村砌梁道允许冻胀值 单位:Cm

水泥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土料 石砌体 膜料 整体混凝土U形槽

0.5-2.0 3.0̂ 5.0 10.0 1.0-3.0 S.0-10.0 4. 0- 5. 0

4.8.10 应根据水源工程、灌溉渠系、建筑物结构设计和节水灌

溉工程规模，逐项计算工程量和材料用量。

4.8.11 应根据工程规模、施工条件及工程量等进行施工设计。

4.， 设 计 成 果

4.9.1 设计文件应包括灌溉与排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及附件、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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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设计附件应包 括以下内容 :

    — 大型、中型工程应提交投资估算书;

    — 大型、中型工程应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专项报告。

4.9.3 设计附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一平面布置图，比例尺为1，100000-1:5000;
    — 主要建筑物平面、剖面图，比例尺为1:100̂ -1:50;

    — 骨干灌 (排)渠 (沟)纵横断面，横断间距为200̂-500m;

    — 典型田间工程平面图，比例尺为1 ; 5000-1 ; 1000,



5 牧区草地排水工程设计

5.1 般 规 定

5.1.1 草地排水工程应包括与草地灌溉工程相配套的排水工程

或因开发利用不当造成草地盐碱化的排水治理工程。

5. 1.2 草地排水应以排渍为主，兼顾排涝要求。

5.1.3 草地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水利行业标准

规定。

5. 1.4 根据草地排水区地形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应尽量采用

自流排水 ，结合灌溉和农业技术措施 ，实现排水 区综合治理

5.2 排 水 设 计 标 准

5.2.1 排渍标准应依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可按降水成溃，

1-3d暴雨，5-7d将地下水位降至饲草料作物耐溃或排渍设计深

度。在地下水质较好的地区，饲草料作物耐渍历时和允许滞蓄水深、

地下水适宜控制深度应按表5.2.1一1和表5. 2. 1一2确定。

表5.2.1一1 饲草料作物耐盐演历时和允许滞蓄水深

排 水 指 标
饲草料作物种类

天然牧草 多年生人工牧草 一年生饲草料

耐盐演历时 〔d) 7- 10 7--10 3-5

允许滞蓄水深 (artJ 8- 12 8- 15 8-12

表5.2.1一2 地下水适宜控制深度 单位

牧 草种 类
                  生

分 (枝)葵至开花

育 阶 段

开花至 成熟

多年生牧草

一年生 牧草

30--50 40^-60

50- 100 70- 120



5.2.2 排涝标准应采用重现期 5a或 10a, 1-3d暴雨 5-7d排

至耐淹水深。

5.2.3 盐碱草地改良和草地盐碱化防治，排水标准应符合排涝

和排渍标准。盐碱化防治的排水时间、地下水位控制深度应按

SL/T 4-1999有关规定执行。

5.3 排水工程设计

5.3.1 除按3. 3节规定收集排水区资料外，还应具备地下水位

埋深或等水位线图、地下水位过程线图和5a或10a一遇1-3d

最大降水量及当地除涝治渍改碱经验等资料。

5.3.2 排水工程设计应包括排水设计标准确定、排水系统设计、

沟系建筑物设计及工程量计算等。

5.3.3 排水标准应按5. 2节规定确定。

5.3.4 排水工程形式应根据排水区自然条件，草地灌溉与排水

规划和涝、渍、盐、碱综合治理要求确定。

    1 由降水或灌溉引起的草地盐碱化、沼泽化，宜采用明沟

排水与灌溉系统相配套的形式。

    2 排水区为薪重土壤或为沼泽泥炭层均匀的草地时，可采

用暗管排水或暗管与鼠道相结合的排水形式。

5.3.5 排水系统沟系及建筑物布置、设计应满足3. 7节草地排

水有关要求，按GB 50288-1999和SL/T 4-1999的有关规定

设计 。

5.3.6 应根据排水系统沟系、建筑物工程规模，逐项计算工程

量、材料用量，确定工程建设投资。



b 投资概 (估)算与经济评价

6.1 一 般 规 定

6.1.1 编制投资概 (估)算应说明编制原则依据，计算达到设

计效益的全部工程建设费用。投资计算应符合国家、行业主管部

门和地方政府颁发的有关法规和批准的规定。

6.1.2 规划阶段可采用典型工程按扩大指标法估算工程投资;

设计阶段应按单位工程造价和单项工程规模、工程量概算投资;

续建、扩建、改建工程可计算新增部分的投资。

6.1.3 经济评价应包括评价依据、费用计算、效益计算、国民

经济评价、财务评价、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计算等内容，各项内容

宜直接计算。不能直接计算的可用 “类比法”计算或定性阐述。

经济评价还应按SL 72-94的有关规定执行。

6.2 投 资 概 (估)算

6.2.1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投资费用由建筑工程费、机电设备

费及安装工程费、金属结构费及安装工程费、施工临时工程费、

独立费用及预备费、建设期还贷利息等构成。

6.2.2 各项费用应按有关规定取值计算。

6.2.3 工程投资概 (估)算应提出静态总投资或动态总投资、

工程分期建设投资和主要技术指标及相应计算表等。

‘.3 经 济 评 价

6.3.1经济效益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草地不同灌溉模式，按工程有无对比法，分别计

算新增效益:

      1)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的经济效益应为配套改造前

          后饲草料作物的增量或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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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调整种植结构的经济效益应为种植粮食转变成种植饲

          草料后的增量或增值。

      3?新建饲草料地、天然草地灌溉的经济效益应为工程建

          设前后饲草料的增量或增值。

    2 排水效益应按当地发展草地排水前后经济损失的减少量。

    3 灌溉草地效益计算时，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产量应以

可利用的干物质产量计算，利用率按表6. 3. 1一1确定，鲜干比

按附录B取值。

              表6.3.1一1 天然牧草及饲草料作物利用率

类 型 利用率 { 利用率

荒漠、草原化荒漠、

  各类高寒草地
0. 40̂ -0. 50}草甸、草甸草原、热性、

} ，性，草丛
0. 60-0. 70

荒淇草原、典型草原 0. 50-0. 60{ 0.85̂ 1.00

    4 玉米 、大豆等伺 科价格应 按影于价格 计算 ，其他 饲草料

的影子价格可按当地市场价格计算。

    5 饲草料及天然牧草的增量或增值为灌溉与排水工程和农

牧业技术措施的综合效益时，应由水利与其他行业合理分摊。分

摊值应根据调查资料或灌溉与排水试验资料确定。资料不足时，

灌溉与排水效益分摊系数宜按表6.3.1一2取值，或采用扣除成

本 法计算。

    6 饲草料转化为畜产品及加工后的增值效益，可按附录C

计算，或通过已建工程调查分析确定。

            表‘.3.1一2 蕊溉 (排水)草地效益分摊系数

灌溉饲草料地 灌溉 (排水)天然草场

地区类型 分摊系数 地区类型 分摊系数

半湿润 0.3̂ 0.4 半湿润 0. 5̂ -0. 6

半干早 0. 4-0. 6 半于早 0.6-0.7

干 早 0.6-0.7 干 早 0. 7-0.8



6.3.2 费用计算应符 合下列要求 :

    1 固定资产形成率宜按静态总投资85%计算。

    2 年运行费用应包括燃料动力费、维修费和管理费。规划

阶段年运行费按固定资产的7%计算。设计阶段年费用应按下列

要求单项计算 :

      1)燃料动力费和管理费应根据投产规模和实际需要分析

          确定 。

      2)维修费应包括日常养护和定期大修费用，可根据工程

          实际使用情况分析确定，缺乏资料时，可按投资的

          2%-3%计算。

    3 折旧费按SL 72-94的规定取值。

6.3.3 国民经济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阶段国民经济评价应以静态分析为

主，设计阶段应以动态法为主，静态法为辅。

    2 灌溉与排水工程在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时，社会折现率宜

采用7%或12%.

    3 静态分析法评价指标可采用投资回收期、效益费用比等

指标，按SL 72-1994规定计算。当投资回收期不大于12a时为

经济可行 。

    4 动态分析法应按SI. 72-94的规定计算，经济内部收益

率、经济净现值、经济效益费用比、投资回收年限等指标宜按照

表 6. 3. 3规定进行评价 ，符合该规定 ，则认为经济可行 。

                    表 6.3.3 国民经济动态评价指标

} 指标名称 }评价标准 }} 指标名称 }评价标准

经济净现值 (ENPV) 经济收益费用比

    投资回收期

(EBCR) I   >1.0

经济内部收益率 (EIRR) (P;) } 毛 12

    5 财务分析伴价应 在国 民经 侨伴价 的基础上迸 仃 ，大塑土

程、国民经济效果较优的工程宜按照SL 72-94的规定进行财务

分析评价。中小型工程不作财务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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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灌溉与排水工程供水成本计算及水价预测应按照 SL

72-94的规定和相关标准进行。

6.3.4经济效益评价还应计算单位面积投资、单方水投资、单

位面积效益、单方水耗能、单方水效益、灌溉水生产率等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

6.3.5 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后，灌溉人工饲草料地水分生产率应

提高25%以上，灌溉天然草地水分生产率应提高20%以上。不

同灌水方式下的水分生产率按表6. 3. 5的规定取值。

                      表 ‘3.5 灌溉草地 水分生产率 单位 :ke/m'

淄溉草地类型
灌 水 方 式

渠道灌溉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 喷 灌

灌溉饲草料地 2.5 3.0 3. 0

灌概天然草地 2. 0 2. 5

注:表中数值为饲草饲料地上部分干4勿质重量

6.3.6 生态效益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1 保护和改善天然草地面积、增加饲草料产量效益宜按附

录D.0.1计算。

    2 项目实施后，提高天然草地植被覆盖率宜按附录D. 0. 2

计算 。

    3 应对项目实施后减少的草地土壤侵蚀量、水土流失量和

减少沙尘暴恶劣气候发生频率，以及对地表径流、地下水和湿地

生态等影响进行定量分析评价。

6.3.7 应从加快项目区牧民脱贫致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对社会效益进行定量和定性

评价



7 工程施工与验收

                7.1  - 般 规 定

7.1.1 工程施工应遵照已批复的设计文件进行，大型、中型工

程还应编制施工设计文件。

7.1.2 灌溉与排水工程应按设计文件要求组织施工，施工中若

需更改设计，应征得主管部门和设计单位同意，由设计单位

完成 。

7.1.3 工程施工中施工放样、基坑开挖、基坑排水、基础处理

等应按有关标准执行。

7.1.4 在工程施工中应做好施工记录，隐蔽工程应填写 《隐蔽

工程记录》，经验收后方能进人下一道工序

7.2 水 源 井 施 工

7.2.1 机井、深筒井施工应按SL 256-2000的规定进行。

7.2.2 大口井在松散的第四纪沉积层施工宜采用沉管成井法、

大开槽法施工;在岩石风化破碎层、卵砾石层开凿宜采用人工、

机械挖掘，必要时可采用爆破或扩大井口开挖法。

7.2.3 塑料管井施工宜采用反循环成井法。

7.2.4 成井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井壁管为塑料管、棍凝土管、钢管或铸铁管时，滤水管

开孔率不应小于25%;钢筋混凝土管，滤水管孔隙率不应小

于 15%.

    2 大口井井壁材料宜采用砌石、砌砖、混凝土、钢筋混凝

土等。

    3 成井时在井壁外侧必须添加滤料，滤料厚度不宜小于

10cm,滤料高度应填过滤水管上端，或根据含水层岩性确定。

    4 滤料应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滤料粒径规格应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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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 4选择，滤料不均匀系数应小于2.

                    表 7.2.4 成 井 法 料 级 配

地质条件 粗砂层 中砂层 细砂层 粉砂层

粒径 (mm) 5.0̂ 7.0 2.0-4.0 1.0-2,0 0.5- 1.0

7.2.5

和长 度。

7.2.6

成井时应对设计含水层进行复核，校正滤水管设计位置

成井后必须及时洗井，保证出水量。

7.3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与喷灌工程施工

7.3.1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工程施工应按照SL 207-1998

和GBJ 85-85的规定进行。

7.3.2 管网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固定管道应按设计规定开挖管槽，槽底应平整，管道埋

深应满足田间动荷要求。

    2 冻深较大的地区，管道埋深可仅满足动荷要求，冬季采

用排空管道内积水的技术措施，防止冻胀破坏。

    3 管道安装宜由首部枢纽开始，沿主管槽、干管槽向下游

逐根连接 。

    4 管道纵坡应大于2%0，且不应有起伏。

    5 布设长距离输水管道，若随地形起伏铺设，应在凸起部

位设置泄排气阀，低凹部位设置冲沙阀，管线变位处应设置镇

墩。直线长管段镇墩距离宜取SOm.

7.3.3 输水管道置于冻土层内时，承插连接可不设伸缩节，其

他连接须设伸缩节。

7.3.4 管道安装后，应进行水压试验，当满足压力管道安装的

有关标准要求时，方可回填夯实管槽，回填高度应符合设计

要求 。



7.4 渠道及建筑物施工

7.4.1 渠道和建筑物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施工测量控制网，根据施工条件应设

置防洪、排水、导流、清淤等设施。

    2 建筑物基础应置于完整均匀的地基上。地基承载力不足

时，应按有关标准进行基础处理。

    3 填方工程应充分夯实，每层松土不应大于20cm，夯实深

度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适宜含水量要求。适宜含水量宜按表

7.4. 1的规定取值。

            表7.4.1 回坟土料适宜含水.范围 (占干土孟%)

土料种类 砂壤土 壤 土 重壤土

含水量 (%) 9̂ 15 12^-15 16--20

7.4.2 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砂浆配合比的拟定应符合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

范》 (SDJ 207-82)和 《砌筑沙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98-96)的规定。

    2 混凝土和砂浆采用人工拌和时，干湿料应各拌3次。拌

和后至使用完毕不应超过2-3h，如中途因故停止浇筑超过允许

间歇时间范围，应按有关规定清理混凝土表面。

    3 混凝土应连续浇筑，每次浇筑高度不得超过20cm。混凝

土浇筑时应充分振捣、确保密实，抹面应平整光滑。

    4 混凝土的伸缩缝应符合设计要求，缝内杂物应清洗干净，

填充应饱满密实。

    5 混凝土及砂浆在终凝后应覆盖草袋等物品并洒水养护，

养护时间不应少于7d。地下部位可适当减少养护次数。

7.4.3 石方工程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砌筑石料应坚硬完整，不应使用风化石或软弱岩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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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砌筑前应将表面杂物清理干净。

    2 干砌块 (片)石应砌面平整，上下层砌石错缝，填充

密实 。

    3 浆砌块 (片)石应座浆砌筑，不应先干砌再灌缝，且应

保证砌面平整，砌石稳当，上下砌层错缝。

7.5 工 程 施 工 防 冻

7.5.1 渠道和建筑物在寒冷及严寒地区施工时，

冻措施。气温分区可按表7. 5. 1确定。

                    表7.5.1 牧 区 气 温 分 区

应采用 防冻抗

单位 :℃

分区名称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温和地区

最冷月平均气温 <一I0 一10~一3 >一3

7.5.2 除钻井作业外，当气温降至一5℃时应停止施工作业

7.5.3 混凝土、浆砌石等建筑工程在施工期间应视施工气温条

件采取覆盖保温，添加抗冻剂、早强剂、减水剂等技术措施。

7.6 工 程 验 收

7.6.1工程验收应提交下列文件:批准的设计文件、招标投标
文件、有关测试检验报告、施工监理报告、工程决算报告、竣工

报告及图纸等。小型分散工程可适当简化。

7.6.2 水源工程验收满足下列条件应为合格:

    1 蓄水、取水、提水等地表水源工程布局、工程数量、施

工质量、配套设施及主要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试运行供水

正常。

    2 水源井等地下水源工程布局合理，井型、井距、结构、

出水量等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7.6.3 渠道和建筑物验收满足下列条件应为合格:

    1 渠道和建筑物布置合理，工程数量、施工质量、配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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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及所有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2 工程试运行正常，供水能力可满足设计需水要求。

7.6.4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等节水灌溉工程验收满足下列

条件应为合格:

    1 灌溉系统满足设计要求，实际灌溉面积达到或基本达到

设计灌溉面积。

    2 灌溉水利用系数符合SL 207-1998的要求。

7.6.5 排水工程验收满足下列条件应为合格:

    1 沟道 (含暗管及鼠道)和建筑物布置合理，工程数量、

施工质量、配套设施以及主要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2 工程试运行正常，排水能力可满足设计要求。

7.6.6 田间工程验收满足下列条件应为合格:

    1 工程布局、结构合理，工程数量，施工质量以及技术指

标符合设计要求。

    2 工程试运行正常，输水能力可满足灌溉用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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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 程 管 理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大型、中型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进行工程管理、运行管理、用水管理。

8.1.2 小型分散工程，本着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应在水行政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管理制度。

8.1.3 管理机构应提倡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提高管理水平。

8.1.4 管理人员应经岗位技术培训，持证上岗。

8.1.5 管理机构附属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SL/T 246-1999的

规定。

              8.2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8.2.1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运行管理应满足有关技术要求。

8.2.2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安全运行天数、运行成本及其他指

标应满足相关标准。

8.2.3 灌溉与排水渠道和建筑物，应定期观测、检查，及时维

护保养，对渗漏、裂隙等工程问题应及时处置，并报告上级主管

部门。

8.2.4 寒冷地区气温降至一7℃时应停止引水灌溉，并及时排干

衬砌渠道、输水管道中的积水。

8.2.5 灌溉水源井应建档立案，按SL 183-2005的规定，建立

地下水监控体系，加强运行管理，防止地下水超采。

              8.3 工 程 用 水 管 理

8.3. 1 工程用水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表水灌区应根据水资源量、供水能力、作物需水等情

况编制用水计划，结合气象条件进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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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下水灌溉应根据采补平衡原则，核定最大开采量，结

合上年度降水量和本年度气象条件及时调整开采量，实行动态

管理

8.3.2 草地灌溉应设置量水设施，大型、中型渠道应设置固定

量水断面;小型渠道宜利用水工建筑物、量水槽、量水堰量水;

井灌工程、喷灌以及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应使用水表量水。条

件许可应采用自动量水设备。

8.3.3 应核算供水成本，完善水价机制。

8.3.4 完善管理制度，组建农牧民用水管理协会，推进节约用

水 、科学 用水 。



附录A 草地灌溉制度设计

A. 1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灌溉制度设计参数

A.1.1 资料缺乏时，人工草地在畦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

灌条件下，其牧草、饲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的灌溉制度宜按表

A.1.1一1、表A.1.1一2、表A.1.1一3、表A.1.1一4确定。

表A.1.1一1 畦灌条件下饲草料作物灌溉制度



表 A.1.1一1(续)



表A.1.1一1(续)

饲草料

作物种类 k9 Cx
水文年

灌溉定额
(m'/hm')票轰灌水定额

(m'/hm')
灌水时间

_ 污不 月

霆鲁

  湿润年

(P=25%)
2025 3 675 分萦初，拔节，抽称

  中等年
(P=50%)

2700 4 675
  分萦 初、盛，拔节，

抽植
— ， 衬」匕 门 、

本科牧草

  干旱年
(P=75%)

3375 5 675
  苗期，分葵初、盛，

拔节，抽毯

饲料及
青贮玉米

9)'tJwW,

  湿润年
(P=25%)

4500 5 900   苗期，分栗初、盛，
拔节，抽翻

  中等年
(P=50肠)

6300 7 900

  苗 期，分葵 初、盛，

拔节 初、盛，抽娜 初、
盛期

  干旱年

(P-75%)
6825 7 975

  苗 期，分雍 初、盛，

拔节 初、盛，抽德 初、
盛期

Am$$

  湿润年

(P=25%)
3500 5 700

  苗期，分粟初、盛，

拔节，抽称

  中等年

(P--50%)
5250 7 750

  苗期，分荣初、盛，
拔节初、盛，袖翻 初、

盛期

  干早年
(P=75%)

5775 7 825

  苗期，分葵初、盛，

拔节初、盛，抽翻 初、
盛期

41fw]WIF

  湿润年

(P=25%)
2700 4 675

  苗期，分黄，拔 节，

抽秘

  中等年

(P=50%)
3375 5 675

  苗 期，分粟初、盛，

拔节，抽翻

  干旱年

(P=75%)
3750 5 750   苗 期，分靡初、盛，

拔节，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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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一2 低压管道翰水灌溉条件下饲草料作物灌溉制度

  饲草料

作物种类 ztlit ff水文年
灌溉定额

(m'/hm勺 鬓轰灌水定额
(m'/hm})

灌水时间

多年生禾
本科牧草

AMAVW

  湿润年

(P=25%)
3375 a 675   返青，分 粟初、盛，

拔节，抽根期

  中等年

(P=Sa%)
4725 7 675   返 青，分栗 初、中、

盛，拔节初、盛，抽秘期

  干旱年
(尸=75%)

5400 8 675   返青，分孽初、中、盛，

拔节初、中、盛，抽德期

翼

  湿润年

(P=25%)
2625 5 525   返青，分孽 初、盛，

拔节，抽穗期

  中等年
(P=50沉)

3675 6 525
  返 青，分粟初、盛，

拔节初、盛，抽穗期

  干早年

(P-75%)
4200 7 600   返 青 分魔初、盛，

拔节初、中、盛，抽穗

4"4E

  湿润年

(P=25 % )
1575 3 525 分甄，拔节，抽穗

  中等年
(P=500/a)

2100 4 525   分 粟 初、盛 期.拔
节，抽穗

  干早年

(P-75%)
2625 勺 525   分葵初，盛期，拔节

初、盛期，抽穗

多年生

豆科牧草

馨凳

  湿润年
(P=25%)

3000 5 600
  分 枝 初、嵘.孕蕾

初、盛.开花

  中等年

(P=50%)
4200 了 600

  分枝初、中、盛，孕

蕾初、中、盛，开花

  干旱年

(P=75%)
4800 8 600

  分枝初、中 盛 孕

蕾 初、中、盛，开 花
初、盛期

AMWE

  湿润年
(P=Z5%)

1.575 525 分技，孕蕾.开花

  中等年

(P=500/a)
2625 5 525   分 枝初、盛，孕 蕾

初、盛，开花

  千旱年
(P=75%)

3150 6 525
  分 枝初、盛，孕蕾

初、盛，开花初、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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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一2(续)

饲草料

作物种类 鬓 水文年
灌溉定额

(.'/h.')夔2kfk t
灌水定额

(m'ihm')
灌水时间

多年生

豆科牧草 髦晨

  湿润年

(P=25%)
1575 3 525 分枝，孕蕾，开花

  中等年
(P=50沉)

2100 4 525   分枝 初、盛，孕蕾，
开 花

  干旱年
(P=75%)

2625 525   分 枝 初、盛，孕蓄
初、盛，开花

- 书 斗 F

馨渗

  湿润 年

(P=25%)
3375 5 675   分 蔗 初、盛。拔节

初、盛，抽穗

  中等年

(P=50% )
4050 6 675   分 粟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初、盛期

  干旱年
(P=75%)

4725 7 675
  苗期，分萦初、盛，拔

节初 盛，抽穗初、盛期

AmilwjF

  湿润年

(P=25%)
2625 口 525   分 桑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

  中等年

(P=50%)
3150 6 525   分 粟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初、盛期

      甲 口: /.、

本科牧草

  干旱年

(P=75%)
3675 7 525

  苗期，分醉初、盛。拔

节初、盛，抽穗初、盛期

纂晨

  湿润年

(P=25 % )
1575 3 525 分孽，拔节，抽榴

  中等年
(P=50%)

2100 4 525
  分 0初、盛，拔节，

抽格

  干旱年

(P=750/n)
2625 5 525   分 葵 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

饲料及

青贮玉米 A mATE

  湿润年

(P=25%)
4050 6 675   苗期 ，分勇初、盛，

拔节初、盛，抽穗

  中等年

(P=50%)
5400 8 675

  苗 期，分葵初 盛，
拔节初、中、盛，抽穗

初、盛期

  干旱年

(P=75%)
6000 吕 750

  苗期，分 雍初、盛
拔节初、中、盛，抽穗

初、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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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一2 (续)

表 A.1.1一3 喷淮条件下饲草料作物滋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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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一3(续)

饲草料

作物种类 盅 水文年
灌溉定额

(m'/hm')

tk }
灌水定额

(m'/hm')
蔺水时间

多年生禾
太 u 肠 普

翼   干旱年

(P-75%)
4050 9 450

  返青，分葵初、中、
盛，拔 节初、中、盛，

抽翻初、盛

jwfw41W,

  湿润年
(P=25 % )

1500 5 300
  返青，分 雍初、盛，

拔节，抽抽

  中等年
(P=50 % )

2100 7 300
  返青，分 粟初、盛，

拔 节 初、 盛，抽 穗

初，盛

  干早年

(P=750/,)
2675 7 375

  返青，分鲤 初、盛
拔 节 初、 盛，抽 穆

初、盛

多年生

豆科牧草

Am,W)f

  湿润年

(P=25%)
2700 6 450

  分枝 初、盛。孕 蓄

初、盛，开花初、盛

  中等年

(P--50%)
3600 8 450

  分枝初、中、盛，孕
蕾 初、 中、盛，开 花
初、盛

  干旱年

(P=75%}
4200 8 525

  分枝初、中、盛，孕

蓄 初、中、盛，开 花

初、盛

翼

  湿润年

(P=25环)
1875 5 375   分 枝初、盛，孕曹

初、盛，开花

  中等年
(P=500/a)

2250 6 375
  分 枝 初、盛，孕酉

初、盛，开花初、盛

  干旱年

(P=75%)
4200 8 525

  分枝初、中、盛，孕
蓄 初、中、盛。开 花

初、盛

41%JVL W,

  湿润年

(P=25%)
1500 5 300   分枝 初、盛，孕 蓄

初、盛，开花

  中等年

(P=50%)
1800 6 300   分枝 初、盛，孕 曹

初、盛，开花初、盛

  干旱年

(P=75%)
2250 6 3夕5 分枝初，盛，孕蓄初、

盛，开花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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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1一3(续】

饲草料

作物种类 iL JAR4 9水文年
灌溉定额

(m3厂hm})夔7kUDC }
灌水定额

(m'/hm-')
灌 水时 间

一年 生禾

本科牧草

AAlwR,

  湿润年

(P-25%)
22.,0 6 37S

  苗期，分糜初、盛.

拔节初、盛，抽穗

  中等年

(P=50%)
3600 8 450

  苗期，分变初、中、

盛，拔节初、盛，抽穗

初、盛

  干旱年
(P=75%)

4050 9 450
  苗

盛 ，于

抽穗 千

期，分栗初、中、

发节 初、中、盛，

刃、盛

A 7}4jjwlW

  湿润年

(P=25%)
1875 5 375

  苗 期，分薛初 盛.
拔节，抽穗

  中等年

(P=50%)
2625 7 375   苗期，分粟初、盛，

拔节初、中、盛，抽穗

  干旱年
(尸=75%)

3150 7 450   苗期，分粟初、中、

盛，拔节初、盛，抽穗

纂履

  湿润年

(尸二25%)
1500 300

  分 孽 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

  中等年
(尸=50%)

1800 6 300
  分 孽初1盛，拔 节

初，盛，抽穗初、盛

  干旱年

(P=75%)
2250 6 375

  分 奕 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初、盛

饲料及

青贮玉米

xajwj#

  湿润年

(P=25%)
3600 6 600

  苗 期，分靡初，盛，
拔节初、盛，抽穗

  中等年
(P=50%)

4800 8 600

苗 期，分桑初、镬.
刃、中、盛，抽穗

茎赣节;
  干旱年

(P-75%)
5400 9 600

  苗
盛 ，」

抽穗 辛

期，分粟初、中、
发 节初、中、盛，

刃、盛

霆置

  湿润年

(P=25肠)
2700 6 450

  苗期，分陇初、盛，
拔节初、盛，抽穗

  中等年
(P=50%)

3600 8 450

  苗期，分孽初、盛.
拔节初、中、盛 抽穗

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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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一3 (续)

饲草料

作物种类 壕l1Zkh L}水文年
灌溉定额

(m'/hm')a >k
灌水定额

(m'/hm')
灌水时间

饲料及

青贮玉米

鹭晨
  干旱年

(P-75%)
4200 8 525

  苗期，分葵 初、中、

盛，拔节 初、中、盛，
抽穗

纂晨

湿润年
了 〕1_ 乃〔 0/ 、 1350 3 450 分孽，拔节，抽穗

  中等年
(P=50%)

2250 5 450   分 粟 初、盛，拔 节
初、盛，抽穗

  干 旱年

(P=75%)
2700 6 450

  分 粟 初、盛，拔 节

初 、盛 ，抽穗初 、盛

表A.1.1一4 天然草地牧草群落灌溉制度

mrJb K群落名称 水文年
灌溉定额
(m'/h.')

lx ft
灌水定额
(m'/hm')

灌水时间

矍履

冰草+隐子
草+野首楷

十杂类草

  湿润年
(P=25%)

1200 1 1200 返青

  中等年

(P=50%)
4050 3 1350

  返 青，营 养 生长
初、后

  干旱年
(P=75%)

4050 3 1350
  返 青，营 养 生长

期，生殖生长

针茅+冰草

+早熟禾十

  黄蔑等

  湿 润年

(P=25%)
3600 4 900

  返 青，营 养 生长

初、后 ，生殖生 长

  中等年
(P=500/a)

3600 4 900
  返 青，营 养 生长

初、后，生殖生长
63

  干旱年

(P=75 %)
4500 5 900

  返青，营养生长初、
后，生殖生长初、后

针茅+羊茅

+冰草+赖
    草等

  湿润 年

(P=25%)
2700 3 900

  返 青，营养生 长，
生殖生长

  中等年

(P=50 0/a )
3600 4 900

  返青，营 养生 长
初、后，生殖生长

TI

  干早年

(尸-75%)
4500 5 900

  返青，营 养生 长
初、后，生 殖 生 长

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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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一4 (续)

it 11XX 群落名称 水文年
灌溉定额
(m3 ihm})

lx}
灌水定额

(m3/h.1)
灌水时间

草甸

羊草+针茅
  一 乙 】， n l 月 」 一

  湿润年

(P=25%)
1200 1 1200 返青

  中等年

(P-50%)
2400 2 1200 返青，营养生长初神卞 三戈叮 翎 一卜

  杂类草

  干早年

(P=750 /a)
4050 3 1350   返 青，营养 生长

初，后期生殖生长

羊草+白草

+野首稽十

  杂类草

  湿润年

(P=25%)
1200 1 1200 返青

  中等年
(P=50%)

2400 2 1200 返青，营养生长初

  干早年

(P=750/a)
4050 3 1350

  返青，营养生 长，

生殖生长期

草原

友友草十早

熟禾+杂
    类草

  湿润年

(P=25%)
1200 1 1200 营养生长期

  中等年

(P=50%)
2400 2 1200 营养生长初、后期

  干早年

(P=75%)
3600 3 1200

  返青，营养生长初、

后期，生殖生长期

披碱草+羊
赞夕 一 为 ‘于长 色绍

  湿润年

(P=25姚)
2250 3 750 返青，分孽，拔节

  中等年

(P=50%)
3000 4 750   分粟初.盛，拔节

初、盛

  干旱年

(P=75%)
3750 5 750

  返青，分粟，拔节

初、盛，抽穗初

A 1.

表 A.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生育期土壤计划湿润层深度宜按

2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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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2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生育期计划湿润层深度

                                                        单位 :cm

饲草料作物种类 苗 期 返青期 分贾期 拔节期 抽穗期 成熟期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披碱草、老芒麦、

    早熟禾等)

20 30 30 40 50 50

  一年生禾本科牧草

(苏丹草、御谷、青贮

  玉米、燕麦等)

20 30 40 40 40

  多年生豆科牧草

(营偕.沙打旺、三

叶草、红豆草等)

20 30 40 50 60 60

一年生饲料作物

(饲料玉米)
30 40 50 70 50

    天然牧草

(旱生冰草群落、中

  早生羊草群落)

    20^ 40

〔营养生长期)

    30^ 50

(生殖生长期)

A. 2 草地需水量计算

A. 2. 1 当地或自然地理条件相似的邻近地区有灌溉试验研究成

果资料时，可直接引用相关的草地灌溉需水量试验研究成果。

A. 2.2 当试验研究成果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采用能量平衡法

(即修正彭曼法)按式 (A. 2.2一1)~式 (A.2.2一3)计算草地

需水量 :

    当土壤充分供水时 ET; =K,ETo;

                              (i=1, 2,⋯，n)     (A.2.2一1)

    在非充分灌溉条件下 ET, =K_ETo;           (A.2.2一2)

                          K,o=K}KW              (A.2.2一3)

式中 ET;— 某阶段日平均需水量 (mm/d) ;

      ET,;— 某阶段日平均参考作物需水量 (mm/d)，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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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288-99规定计算;

K..o— 作物综合系数，饲草料作物综合系数按表A. 2. 2

        取值，一年生饲料玉米的作物系数参照当地试验

        资料，或按 《全国作物需水量等值线图》确定;

K‘一 土壤水分修正系数;

K,— 作物系数;

  i— 一生育阶段。

          表 A.22 饲草料作物综 合系数 凡

干旱荒漠草原与荒摸区 半千旱草甸草原与典型草原区

饲草料作物种类
作物综合

  系数
饲草料作物种类

作物综合

  系数

  一年生禾本科牧草

(苏丹草、御谷、青贮

    玉米、燕麦等)

0. 86--1. 25

  一年生禾本科牧草

(苏丹草、御谷、青贮

    玉米、燕麦等)

0.72-0.98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披碱草、老芒麦、

    早熟禾等)

0. 90 - 1. 20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披碱草 老芒麦、

    早熟禾等)

0.60-0.94

    多年生豆科牧草

(首稽、沙打旺、三叶草、

        红豆草等)

0. 65 1. 10

    多年生豆科牧草

(首蓓、沙打旺、三叶草、

        红豆草等)

0. 64.1. 12

一年生饲料作物

  (饲料玉米)
0. 90̂ -1. 10

一年生饲料作物

(饲料玉米)
0. 90--1. 20

A. 2.3 在无试验成果和相关气象资料的地区，可采用水分生产

率法，中等水文年份饲草料作物需水量按式 (A.2.3)计算或按

表A.2.3一1取值。

                          ET 二 aY/K                  (A.2.3)

式中 ET -- 饲草料作物全生育期需水量 (m3/hm2);

        K— 水分生产率 ((kg/ M3 )，不同草地各类饲草料作物

            水分生产率按表A. 2. 3一2取值;

        a— 需水系数，按表A. 2. 3一2取值;

        Y--一设计干草产量水平 ((k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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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2.3一1 饲草料作物及夭然牧草需水f 单位:In lll

草地类型 草地类型

水 文 年 份

  湿润年

(P=25%)

  中等年

(P=500/u)

  干早年

(P=75%)

  一年生人工牧草

(苏丹草、御谷、青贮

    玉米、燕麦等)

荒漠草原一}520-600 575- 650 620-720

典型草原 45。一:20}500-620一600̂-675
草甸草原 I  375-460一}420--575 520-650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披碱草、老芒麦、

    早熟禾等)

荒淇草原 425-620一}560665}590-710
典型草原 }375-450 420- 600 }520-675
草甸草原 }300--367{375一5。。}450--550

    多年生豆科牧草

(百情.沙打旺、三叶草、

      红豆草等)

荒澳草原 385- 450 450- 570 525-675

典型草原 350-420}一420一。25 455-650

草甸草原 300-400}一380-450 420- 600

一年生饲料作物

(饲料玉米)

荒漠草原一}400-460 450̂ 510 510-580

典型草原一}350-420  I一、00--460一}460-550
草甸草原一}300--350一一350--420 420-500

天然牧草

荒漠草原一}525-630 600-675 675--825

典型草原一}495̂570一}575-625I  645-720
草甸草原 375̂ 450 525-500 {600-670

表 A. 2.3一2 饲草料作物水分生产率和需水系数

饲草料作物种类 草地类型
    K

(kg/m' )

    一年生禾本科牧草

(苏丹草、御谷、青贮玉米、

          燕麦等)

荒漠草原 一}2.2-2.8
1. 65--1. 96典型草原 2. 8- 3. 2

草甸草原 I 3. 2-3“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披碱草、老芒麦、

    早熟禾等)

荒淇草原 一{2. 0--2. 5
1. 56--2. 05典型草原 2.5 - 3.0

草甸草原 一}3“一35
    多年生豆科牧草

(首稽、沙打旺、三叶草、

      红豆草等)

荒漠草原 2.0-2.6

1. 42- 1. 65典型草原 一}2“一2. 8
草甸草原 一}2.8-3.5

一年生饲料作物

(饲料玉米)

荒漠草原 2. 0-2. 5

1. 46̂ -1. 75典型草原 2. 5--2. 8

草甸草原 }2. 8-3. 2

注:青贮玉米干鲜比按表 B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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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灌溉草地降水量利用系数及

牧草生育期内地下水补给量

A. 3. 1 灌溉草地降水量利用系数可按表A. 3.1取值

表 A. 3. 1 灌溉草地 降水f利用系数

A. 3. 2 灌溉草地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生育期内地下水补给量

宜按表 A.3.2取值

表 A. 3.2 灌溉草地地下水补给，

A.3.3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的土壤水分适宜范围宜按表

A.3.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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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3.3 灌溉草地土坡水分适宜范 围

草地类型 气卜 W-4 作物种类 j且
，。适宜土壤水分

飞占田间持水量的%)

人工草地

  一年生禾本科牧草 (苏丹草、御谷、青贮玉

米、燕麦等)
65--100

  多年生禾本科牧草 〔披碱草、早熟禾、老芒

麦等)
60 - 90

  多年生豆科牧草 (昔楷.沙打旺、三叶草、

红豆草等)
65-- 95

天然草地
冰草等旱生小禾草群落 55-90

羊草等中旱生禾草群落 60^95

A. 4 饲草料作物关键灌水期及灌溉制度

A. 4. 1 不 同饲 草料作物 的关键灌水期 宜按表 A. 4. 1确定。

表 A. 4. 1 饲草 料作物关键灌水期

饲草料作物种类 需水敏感期 水分生产最大效率期

一年 生
禾本科牧草 拔节、分葵期 孕穗至孕蕾期

一年生饲草饲料作物 分孽期 拔节至抽穗期

多年生
多年生豆科牧草 生长前期 分枝后期至孕蕾初期

禾本科牧草 拔节、分粟期 孕穗至孕蕾期

A. 4.2 饲草料作物关键灌水期灌溉制度宜按表A.4.2确定。

表 A.4.2 饲草料作物关键 灌水期灌溉制度

饲草料作物种类
灌水定额

(m'/hm')

灌水次数

  (次)

灌溉定额

(m3 ,卜m2)
灌水时间

一年生
禾本科 600 2 1200 分赣、拔节

饲 料 750 2 1500 分孽、拔节

多年生
禾本科 600- 750 2 1200 --1500 分靡、拔节

豆 科 600 2 1200 分枝后、孕蕾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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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饲草料作物干物质产，计算

表 B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干鲜比表

草 地 类 型 干鲜比

人工草地
牧 草 0. 35---0. 40

青贮饲料 0. 2R--0.:30

天然草地

荒漠及荒漠草原 >0. 45

典型草原及高寒草原 0.40- 0. 45

草甸草原、热性和暖性草原 0.35-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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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草畜转化效益计算

C. 0. 1 草地生产力应为单位面积上一定时期内生产的饲草料通

过能流、物流转化为畜产品的数量。转化率应根据畜牧业部门确

认的转化率或根据调查数值计算。

C. 0. 2 各种畜产品应按表C. 0. 2折算为畜产品单位。一个畜产

品单位即lkg中等肥度牛、羊的胭体重。

              表C. 0. 2 各类畜产品的畜产品单位折算表

畜 产 品 畜产品单位 一 畜产品单位

lkg育肥牛增重 1.0 }1头役牛工作一年 160. 0

1个活重50kg

  羊的嗣体

      22. 5

(屠宰率45写)一I峰役一‘300. 0

I个活重280kg

  牛的嗣体

      140. 0

〔屠宰率50%)一作一‘ 80. 0

lkg可食内脏 1.0 一1张羔皮
{‘羔皮羊品种，

13. 0

lkg含脂率4%

  的标准奶
0. 1 一:张裘皮

}‘裘皮羊品种，
15. 0

]kg各类净毛 13. 0 1张牛皮
          20. 0

(或以活重的 7%计)

I头 3岁出场

    役用 牛
400. 0 一

            4.5

(或以活重的9%计)

1峰4岁出场

  役 用骆驼
750. 0 一1头淘汰的中上月巴度

}菜羊‘活重SOkg)

          34.5

(或以活重的6，%计)

C.0.3 根据畜产品数量、单价计算牧草灌溉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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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 生 态 ·效 益 计 算

D.0.1

计算 :

      1

保护、改善天然草地的面积和饲草料增量应按下列要求

计算参数应包括:

U 根据试验和生产经验，灌溉饲草料地单位面积产草量

    相当于20-50倍天然草场生产能力;发展 Ihm'灌溉

    饲草料地可使 40一100hm̀ 天然草地休牧 〔或轮牧)

    120 -180d.

2)灌溉饲草料地生产能力相当于各种草地生产能力见

    表 D. 0. 1,

表D. 0. 1 单位面积灌溉饲草料地与各类草地生产能力折算

                                                            单位 :hm

草地类型 灌、草丛 草甸草原 典型草原 荒模草原 草原化荒漠 荒漠

折算面积 10- 15 15-25 25-40 40- 55 55- 75 了5-100

    2 应按照牲畜补饲数量和时间，计算可能实现围封禁牧、

修复天然草地、提高草地等级的面积和增加的饲草产量，并评价

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D. 0. 2 灌溉与排水工程实施后，草地植被盖度提高率，可按式

(D. 0. 2)计算

    习 Fh, $,一艺Fqe,.
0=二上一一一一 x 1001/0

        艺F。}4,

(z= 1,2,...,n)

(j= 1,2,⋯   ,m)

(D. 0. 2)

式中 0-一一草地植被盖度提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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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一 工程实施后采用围封、禁牧、轮牧措施修复天然草

      地面积 (hm') ;

$1，一 工程实施后，修复天然草地植被盖度 (%);

Fq;— 工程实施前，未采用围封、禁牧、轮牧措施面积
        (hm');

Eq.— 工程实施前，各类草地植被盖度 (%);

  i— 围封、禁牧、轮牧等恢复天然草地形式类别;

  ，-— 草地类型



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执行本标 准时 ，标准用词应遵守下表规定 。

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要求、要、只有·~才允许
要 求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宜 推荐、建议
推 荐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可 允许、许可、准许
允 许

不 必 不需要、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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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牧区草地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西北和北部地区，是我

国重要 的畜牧业生产 基地 。长期 以来 ，由于不 合理的 开发利用 ，

草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沙尘暴频繁发生，危及国家生态安全。

发展草地灌溉与排水是提高草地饲草料产量、改善饲草品质、缓

解草畜矛盾、促进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草原自

我修复的基础保障。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是利用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补

充草地土壤水分不足或排除多余积水，为可食性牧草生长创造

适宜的水分环境，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技术措施。20世纪80年

代以来，我国草地灌溉与排水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起到了 “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

态”的作用。为了合理开发牧区水、土、草资源，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统一技术要求，满足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建设

及管理需要，促进牧区水利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标准十分

必 要。

1.0.2 我国牧区水资源的分布特点是:内蒙古高原牧区水资

源短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走廊及陇

东牧 区 、宁夏 牧区水资 源严重 贫乏 ，生 态环境 恶化 ;水资 源较

充沛的川滇和青藏高原牧区，河谷深切，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

较大;东北牧区在工程技术可行的条件下，仍有一定的开发利

用潜力;新疆牧区南疆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北疆尚有一

定潜力，我国四大沙地及沙漠周边地区存在一定潜水资源可供

开发利用。各地应因地制宜地发展草地灌溉，或在盐渍化草地

上实施 排水改 良

1.0.3 关于 “灌溉与排水工程”有关规划、设计技术标准和要

求已在国家有关现行标准中作了详尽规定，本标准根据牧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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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仅对饲草料地、天然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中的

技术问题 (包括规划、设计、技术、经济、施工及管理等内容)，

从不 同角度作必要规定或按现行标 准加 以概括 和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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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1 牧区、草地与畜牧业

2. 1. 1-2. 1. 24 根据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特点和规划设计

中涉及到的牧区、草地、畜牧业等方面有关词语，本标准选择了

一些术语给予定义和解释。

    我国牧 区地域辽阔 ，加之地形 、地 貌、大气环流 、季风气候

的影响，各地气候差异显著，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草原类型，按草

原分类学，我国的草原可分为温性草甸草原、温性典型草原等共

有13种类型。各类草原的自然特征及生产能力简述如下:

    (1)温性草甸草原。温性草甸草原简称草甸草原，处于草原

向森林的过渡地带，指温带半湿润气候区，以中早生和广旱生多

年生草本植物为主构成的一类植物群落。一般年降水量 35。一

600mm,湿润度0. 6-1.。 主要建群植物有羊草、白草、贝加

尔针茅、羊茅、线叶菊等，可食干草产量1200̂-1600kg/hm1

    (2)温性典型草原。温性典型草原简称典型草原，指温带半

干旱气候区，以旱生多年生丛生禾草和篙类半灌木以及根茎型禾

草为主构成的一类植物群落。一般年降水量250̂-450mm,湿润

度。.3-0. 6。主要建群植物有大针茅、长芒草、隐子草、羊草、

冷篙、百里香等，可食干草产量500-1000kg/hm2 o

    (3)温性荒漠草原。温性荒漠草原简称荒漠草原，也称荒漠

化草原，是草原向荒漠过渡的一个类型，指在温带干旱半干早气

候 区，以强旱生多年生丛生小禾草和强旱生小半灌木为 主构成 的

一类植物群落。一般年降水量150--250mm，湿润度。.13-0. 3.

主要建群植物有小针茅、沙生针茅、冰草、糙隐子草、野韭、蒙

古葱等，可食干草产量350-600kg/hm'.
    (4)温性草原化荒漠。温性草原化荒漠简称草原化荒漠，也

称半荒漠，是荒漠向草原过渡的一个类型，指在温带干旱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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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强旱生和超旱生小灌木、小半灌木及一年生草木植物为主

构成的一类植物群落 一般年降水量100-200mm，湿润度。.08

一。.13 主要建群植物有锦鸡儿、驼绒黎、珍珠、红砂、戈壁针

茅等，可食干草产量300̂-500kg/hm1 o
    (5)温性荒漠。温性荒漠简称荒漠，也称典型荒漠，指在温

带干旱极干旱气候区，以超旱生灌木、半灌木为主构成的一类植

物群落。一般年降水量50--100mm,湿润度小于。.08。主要建

群植物有梭梭、霸王、白茨等，可食干草产量150̂-400kg/hm2o
    (6)草甸草地。草甸草地为非地带性植被，包括山地草甸类

草地和低平地草甸类草地，指处于干早半干旱及半湿润气候区，

一些局部土壤水分较高的低平地及山地地区，以中生草木植物为

主构成的一类植物群落。主要建群植物有早熟禾、绣线菊、篙

草、野古草、羊草、裂叶篙、拂子茅等，可食干草产量 1400

1800kg/hm̀ 。

    (7)高寒草甸类草地。高寒草甸类草地是在寒冷且湿润的气

候条件下形成的，由耐寒的多年生中生矮草植物为主构成的一类

草地植被。主要建群植物有篙草、苔草、藐、早熟禾、三角草、

碱茅等，可食干草产量150。一1800kg/hm%
    (8)高寒草原类草地 高寒草原类草地是在寒冷、干旱的气

候条件下形成的，由耐寒抗早的多年生丛生禾草和小半灌木为主

构成的一类植被。主要建群植物有紫花针茅、羽柱针茅、寒生羊

茅、固沙草、藏沙草、藏苔草等，可食干草产量 800

900kg/hm'。

    (9)高寒荒漠类草地。高寒荒漠类草地是在寒冷和极干旱大

陆性高原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以垫状或矮生小半灌木为主构成的一

类草地。主要建群植物有垫状驼绒黎、藏亚菊、高山绢篙、红

颖、高山早熟禾等，可食干草产量250̂-350kg/hm'o
    (10)暖性灌草丛草地。暖性灌草丛草地，是在温暖、半湿

润气候条件下，由于森林植被遭受连续破坏，不能自然恢复，或

地面严重侵蚀后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间有稀疏灌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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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乔木组成的相对稳定的次生植被。主要建群植物有荆条、胡

枝子、绣线菊、锦鸡儿、白羊草、大油芒、野古草等，可食干草

产量850一2000kg/hm'。

    (11)热性灌草丛草地。热性灌草丛草地是在热带亚热带气

候条件下，由于森林植被遭受连续破坏不能恢复或地面严重侵蚀

及耕地撂荒后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间有少量乔木、灌

木组成的相对稳定的次生植被。主要建群植物有白茅、野古草、

营草、金茅、鸭嘴草、芒、娱蛤草等，可食干草产量 200。一

3000kg/hm 。̀

    (12)沼泽草地 沼泽草地是指在草原地区局部地表积水或

土壤过湿并常伴有泥炭积累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由湿生草本植

物为主可供牲畜放牧或割草利用的一种非地带性植物群落。主要

建群植物有芦苇、大叶章、乌拉草、苔草、蒲草、三棱草等，可

食+草产量1000一2000kg/hm'
    (13)零星草地。零星草地是指半农半牧区及部分农区，零

星分布于耕地之间或局部山岗、坡地的可供刘草或放牧利用的

草地



3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的编制

3.1 一 般 规 定

3.1.1-3.1.5 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是在批准的规划任务书

的基础上，根据牧区水土资源条件、草地生态建设要求和畜牧业

生产，以及牧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论证牧区草地灌溉与

排水工程规划的必要性、可行性。按照国家和地区有关法规、政

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选定规划水平年和设计标准，合

理确定规划目标，根据水、土、草资源条件核定规划范围和灌溉

与排水规模，提出工程总体规划方案，科学合理的确定灌溉与排

水工程类型和保障措施，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牧区水资源，在充

分满足牧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水要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和畜牧业生产需水要求，为牧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水

资源保障 。

3.2 规划原则、依据及目标任务

3. 2. 1-3. 2. 3 根据我国牧区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和生态保护建设

的紧迫性，从水草畜平衡、维系草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水资源

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需求等方面，

对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规划的原则、目标进行了规定

3.4 规划区水资源分析

3. 4. 1, 3. 4. 2 规划阶段水资源评价及计算应采用同步水文系列

资料且不得小于30a，还应与全国及相关流域和省 (区)的水资

源规划相协调。

    对规划区进行水资源评价时，在符合水资源评价有关规范的

基础上，计算分区应适当划小，反映出牧区水资源状况。

    地表水可利用量计算应统筹考虑河道生态用水及下游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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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以及能够提供的可用于牧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水资源量。比如川滇牧区、青藏牧区水资源量较大，

但大多处于海拔3000m以上，且水低，地高，高差巨大，开发

利用难度极大，能够用于牧区发展灌溉的水资源量较少 (占这些

地区水资源量的100, 12%).

    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应以采补平衡、不引起生态环境恶化、

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且能够满足灌溉用水要求为原则，方可

作为灌溉水源

3.5 规划分区与总体布局

3.5.2 我国牧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条件差异较大，草地灌溉

与排水规划总体布局应依据牧区特点，结合水资源条件、草原类

型和经济技术水平，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统筹规划、合理布

置与规划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原则下，全国牧区草地灌溉

工程规划总体布局和分区建设重点大致可分为:

    (1)山地草原、草甸草原湿润、半湿润水资源丰富区。该区

包括:大兴安岭东侧的松花江、嫩江流域的黑龙江、吉林、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草甸草原，四川西北

及北部、西藏东南、青海南部、甘肃南部的草甸草原和沼泽草

地，以及川西、滇北山地草原区。这一区域水、土、草资源条件

较好。东北牧区应充分利用地表水资源，发展以节水灌溉为中心

的饲草料基地。而西南牧区河谷深切，又多为江河源头，应以生

态保护为重点，适度进行草场灌溉与排水工程建设

    (2)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半干旱水资源不足区。该区包括:

东北辽河流域的科尔沁草原和大兴安岭岭前山地丘陵草原，以及

冀北、燕北山地丘陵草原和农牧交错区所属草地;内蒙古高原东

部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大兴安岭岭西山地丘陵草

原、呼伦贝尔、浑善达克和乌珠穆沁沙地的典型草原、草甸草

原;黄土高原的鄂尔多斯草原和晋、陕北部及甘肃东南部、宁夏

南部的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新疆天山北麓山地丘陵草原、准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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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盆地周边荒漠及荒漠草原，伊犁、阿尔泰地区的山地丘陵草

原。这一区域降水量多在300̂-400 mm，水资源除局部地区相对

丰富外，整体仍显不足，重点是开源节流，强化沙化、退化、盐

碱化草原和沙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充分集蓄天然降水，合理

开发地表水，适度开发地下水，发展草地节水灌溉。

    (3)荒漠草原、荒漠干旱极干旱水资源贫乏区 该区包括:

内蒙古中西部及其宁夏北部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荒漠、荒漠草

原区;新疆南部的塔里木、青海东北的柴达木盆地周边的荒漠草

原、荒漠，以及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的山地丘陵荒漠草原 这

一区域天然降水极少，水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在开发

利用和治理过程中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水利的重点是保护性

开发，地表水、地下水统筹利用，加强绿洲生态和饲草料基地的

建设，维护草原生态平衡。

    (4)高寒干旱草原水资源不足区。该区包括:藏北羌塘草

原、青海西北及藏中山地草原。该区应以维护草原生态平衡为重

点，在局部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适度建设防灾抗灾饲草料

基地。

    (5)干热河谷暖性、热性草原水资源丰富区。该区包括:云

南北部、贵州北部高原，山川河谷内的暖性、热性草场。该区应

以充分利用地表水资源，发展天然草地和饲草料地灌溉为重点。

3.5.4 目前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省 (区)草地灌溉工

程 发展 的主要形式有 :现有灌溉工程的节水改造 ;现有农 田经种

植结构调整、水利工程配套建设，用于发展灌溉饲草料地;新建

灌溉饲草料地和天然草地灌溉等，在总结这些工程形式的基础

上，应综合考虑规划区水资源状况，自然条件和饲草料地发展需

求 ，确定发展建设模 式

3.6 发展规模预测和确定

3.6.1 我国牧区草地生态环境恶化，其主要原因是草地超载过

牧。通过发展草地灌溉，增加饲草料产量，逐步达到草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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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灌溉发展规模的预测和确定，必须

坚持以水定草、以草定畜的原则，充分考虑草地类型、生产力和

载畜能力及畜牧业生产现状，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水资源可

利用量和饲草料需求量，通过水、草、畜平衡分析，预测灌溉规

模。现提出草地灌溉规模算例供参考。

    (1)牧区某草地灌溉工程实施区水、草资源现状:

      ①水资源:地表水灌溉可供水量为8500 X 10'm';地下水

        可开采量为830O X 10'.' o

      ②草地资源:草地全部为温性草甸草原，总面积100 X

        10'hm'，平均鲜草单产为 3500kg/hm'，干草单产

        1200kg/hm'，适宜载畜量1. 3个羊单位/hm'。全年放

        牧可养畜130 X 10‘个羊单位。

    (2)牧业现状:牧业人口4万人，牧业年度养畜265 X 10'

个羊单位 (6月30日)，日历年 (12月30日)养畜135 X 10‘个

羊单位。平均为200 X 10‘个羊单位。

    (3)目标年经济发展与草原生态指标:

      ①畜牧业由单一的放牧转向放牧与舍饲结合方式，舍饲期

        4-6个月，年均养畜量维持在200 X 10'个羊单位。

      ②目标年草原生态得到改善，产草量增加20%0

    (4)目标年天然草场亏缺量:

      ①天然产草量:干草单产15ookg/hm'，项目区草地面积

        100 X 104 hm'，产干草15 X 10" kg，天然牧草利用率按

        0. 6计，可食干草为9 X loakg

      ②牲畜需草量:按一个羊单位日食饲草2kg(干草)计，

        全年需干草730kg/羊单位，共需干草14.6X10'kgo

      ③饲草亏缺量:14.6X108-9X108=5.6X108 (kg)

    (5)灌溉饲草料地规模分析:

      ①项目区畜草不平衡，需舍饲 140d，应新建灌溉饲草料

        地 以补不足 ;

      ②一个羊单位日舍饲量:按干草1. okg、青贮3. okg(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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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干草1. Okg)、精饲料0. lkg计。

  ③舍饲期饲草料总需求量:干草需要量为2. 8 X 10'kg,
    青贮需要量为 8.4 X IO'kg,精饲料需要量为 2800

    X 104 kg.

  ④饲草料作物单产:人工牧草 9000kg/hm'，青贮玉米

    75000kg/hm'，饲料玉米 (精饲料)9000kg/hm ，̀秸

    秆9000kg/hm'o

  ⑤灌溉定额:人工牧草2250m'/hrnz，青贮饲草3000m' / hmz ,

    饲料玉米 (精饲料)2700m' /hm'

(6)饲草料作物种植面积应按如下要求计算:

  ①采用式 (1)计算精饲料种植面积:

                    A,=G, / (R, +j,) (1)

    式中 A— 精饲料种植面积 (hm');

          Gl— 精饲料需要量 (kg);

R,— 精饲料单产 (kg/hm');

71,一一精词料利用率，取。.95.

②采用式

(2)

式中

③ 采用式

:::
式 中

  (2)计算青贮饲草料种植面积:

            Az = Gz/(R,77,)

Az— 青贮饲草料种植面积 ((hm');

G,- 青贮饲草料需要量 (kg);

R,— 青贮饲草料单产 (kg/hm');

'7z— 青贮饲草料利用率，取。.95,
  (3), (4)计算人工牧草种植面积:

        A,=(G:一味)/(R,q,)

              民 =A, x R4

A3— 人工牧草种植面积 ((hm');

G,— 干草需要量 (kg) ;

G,- 精饲料地秸秆产量 ((kg);

R,— 人工牧草单产 ((kg/hm');

?h— 人工牧草利用率，取。.9,



              A— 精饲料地面积 ((hm');

              R— 精饲料地秸秆单产 ((kg/hm');
      ④计算结果:精饲料地面积为。.33X10'hm'，青贮饲料

        面积为 1. 18 X 10" h.1，人工草地面积为 3. 09 X

        10' hm'，总计灌溉面积为4.60X10'hm'.

    (7)水一草平衡分析:

      ①饲草料地灌溉需水量:根据灌溉面积和灌溉定额计算灌

        溉需水量，人工草地 6953 X 10' m' ,精饲料地 891 X

        100 m'，青贮饲料地 3540 X 10'm'。总计净需水量

        11384X10'm'，地表水、地下水灌区平均灌溉水利用

        系数为0. 7，毛需水量为16263XI0' (m')
      ②项目区可供水量:项目区可供水量为地表水与地下水可

        供水量之和，即 8500 X 10' + 8300 X 10' = 16800

        X10' ma。
      ③平衡分析:可供水量满足灌溉需水量，饲草料地灌溉规

      模定为4.60X10"'hm'
3.6.4 按照优先安排现有灌溉工程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大力

推行种植结构调整发展饲草料地灌溉、充分利用雨水洪水资源发

展天然草地灌溉，适度发展新建饲草料地节水灌溉的原则，预测

规划区域灌溉发展规模。各类形式的发展灌溉面积与产草量，应

根据水、土资源条件和饲草料需求量相互调整，其饲草料生产总

量应满足水、草、畜平衡状态下的饲草料需求量。

3.6.7, 3.6.8 为保证以节水为中心的草原生态建设能够发挥正

常效益、达到预定目标，按照水草、草畜和水、草、畜三个层次

平衡的方法，校核预测的发展规模，最终确定草地灌溉与排水工

程建设规模 。

3.7 工 程 规 划 布 局

3. 7.1-3. 7.3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是直接为牧区畜牧业生

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提供水利保障的基础设施。由于牧区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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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较大，为避免工程建

设的盲目性，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和布置，既要满足水一土资源

条件、畜牧业生产和生态保护需求，又应符合规划区总体布局和

有关规范要求，通过多种方案比较，因地制宜确定规划工程类

型，不能盲目照搬异地的做法和经验，以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4 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

般 规 定

4.1.4 草地灌溉工程设计是在已批准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基础上，进行工程设计。为明确工程设计内容和深度，提出应

按4. 2节一4. 8节的程序进行编制，且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要求。小型工程设计程序可适当简化。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工程或

其他技术 问题 、其 内容和深度可由主管部门提出补充要求

4.2 基 本 资 料

4.2.1 草地灌溉工程设计所需基本资料应在规划或可行性研究

报告阶段所提供的包括建设区地形、气象、水文、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土壤、水利工程现状、自然灾害、社会经济状况、环境

保护及发展规划等基本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技术分析论证

所涉及确定的设计参数、满足设计深度要求的自然、技术，经济

资料。例如:降水和水文资料，大型、中型工程要求不少于30a

系列资料;地下水开发利用区要求提供地下水含水层厚度、埋

深、水质、地下水动态，采补条件等水文地质资料;水、草、畜

平衡要求提供畜群结构比例，草地资源生产能力、植被盖度，以

及草地资源沙化、退化状况，人工饲草料生产能力和社会经济发

展等资料 。

4.3 灌 溉 规 模

4. 3. 2, 4. 3. 3 国家和水利行业对农田灌溉与排水工程规模与分

级在有关标准中作了规定，但由于牧区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及草

地灌溉特点与农区有很大区别，加之牧区水资源条件较差，技术

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大型控制性工程，已建及在建工程多为中小

型工程，遍布牧区，对于这些分散的草地灌溉工程，应依区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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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条件、社会经济、畜牧业生产方式相近，工程类型相似，进行

工程统一设计。工程规模等级划分执行现行的国家标准和水利行

业标准。

4.4 灌 溉 设 计 标 准

4.4.2 我国牧区一般采用灌溉设计保证率进行草地灌溉工程设

计，在长期实践中，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于北方牧区和

干早内陆牧区，由于干旱少雨，水资源缺乏，牧草抗旱性能较

强，地表水灌溉设计保证率一般宜取5000，井灌区宜取75%.

在执行标准时，多年生牧草设计保证率宜取较小值，饲料作物宜

取较大值。

4.5 水 源 工 程 设 计

4.5.2 在保证区域水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不致发生恶化的

前提下，分析计算草地灌溉用水期内河川水源流量、水位、含沙

量，这是选择开发利用方式和确定草地灌溉规模的主要依据

    首先应对现有灌溉水源工程根据设计供水能力和供水可靠性

进行分析，计算、校核工程实际供水能力。

    新建水源工程的供水流量及水位应根据灌溉水源种类和引

水、取水方式分别进行分析计算:

    (1)河川水源水量计算应采用经验频率法，设计年选用何种

保证率应根据地区特点和牧草需水程度、水源控制条件决定，并

确定相应流量与水位 若为无坝引水灌溉工程，不仅要分析水源

流量，同时应分析引水枢纽前的河流水位变化，以满足需水要

求。如果水源位置较高，引水水位确有保障，应以水源流量分析

为主。当水量丰富，引水流量确有保障，应以水源水位分析为

主;若为有坝引水工程，水位得到保障，水源分析应以流量为

主。机械扬水，水源流量应大于抽水机出水流量，还应考虑抽水

后的水源水位以及扬程及机械效率等因素，确定扬水水量。

    (2)水库水源供水量分析决定于河流基本径流、降水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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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径流、水库库容大小、调蓄能力以及水量损失。应根据有关技

术规程、规范要求选定设计年降水量，并确定与其相应的径流系

数和水库水量损失，以及综合利用要求，进行水库水量平衡计

算，求得各个时期水库蓄水量，以确定水库水源供水量。如果某

一时期水库蓄水量不能满足灌溉用水要求时，则应准备其他补充

水源。

    (3)塘坝水源是我国牧区山丘区的重要水源工程。塘坝水源

不同于水库水源，主要取决于降水量大小、降水分布、径流系

数、集雨面积和蓄水时间及塘坝工作制度。应在分析不同年份可

能拦蓄地表径流量、蓄水时段的可能复蓄次数，以及用水时期的

用水量等因素的基础上 ，计算塘坝的供水量 。

4.6 灌 溉 制 度 设 计

4.6.2-4.6.4 灌溉制度设计应遵循水量平衡原理。本标准参照
有关规范提出灌溉定额 (M)、播前 (返青水)灌水定额 (M )

和生育期灌溉定额 (MZ)、灌水定额 (m)的计算公式。

    需水量计算是草地灌溉制度设计的基础，计算草地需水量宜

采用能量平衡法，在无试验研究资料地区，应优先选取FAO推

荐的修正彭曼法和Monteith法，或应用区域需水量等值线图确

定牧草需水量。

    有关计算参数、系数是根据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沁草

原、鄂尔多斯草原、乌拉特草原、阿拉善草原;甘肃省夏河、玛

曲、天祝;黑龙江省大庆;吉林省白城;青海省铁卜加和新疆等

地的试验研究成果，提出我国几类主要草地饲草料作物灌溉制度

设计中的有关 “饲草料作物及天然牧草生育期土壤计划湿润层深

度”，“灌溉草地降水量有效利用系数”、“灌溉草地地下水补给

量”、“灌溉草地土壤水分适宜范围”等参数，这些参数反映了牧

区自然特征和草地灌溉的特殊性，有别于农作物的计算参数。当

资料不足，设计灌溉制度有困难时，可按本标准提出的各类草地

25%, 5000, 75%三个水文年的灌溉制度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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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从节水和高效利用牧区水资源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水资

源紧缺地区或采用限额灌水方式的地区，根据本标准条文说明

4. 6. 2-4..6. 4条中的试验和研究成果，列出了牧草关键灌水期

和相应的非充分灌溉制度，供设计时选用。

4.7 灌溉用水量计算

4.7.1 在灌溉用水量计算中，灌溉水利用系数 ('7>应按照不同

灌溉形式分别确定。渠道输水灌溉、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的

田间水利用系数、管道水利用系数、渠系水利用系数是参照有关

规范确定的;而地面灌溉是根据饲草料地和天然草地灌概试验成

果提出的 。

4.7.2 水源工程可供水量是拟建水源工程可以提供草地灌溉的

水资源量，应依据项目区水资源可利用量，在满足生活、生产和

生态需水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水量平衡分析计算确定。灌溉用水

量则是草畜达到平衡时需发展的灌溉草地的需水量。设计可供水

量应取水资源可利用量、水源工程可供水量、灌溉需水量三者之

中的小值

4.8 牧区草地灌溉工程设计

4.8.2 灌溉工程总体布置，必须执行有关保护草原和水资源的

法律法规。按照规划总体布局要求，除应合理布置灌溉工程骨干

系统外，还应根据技术经济条件，对田间灌溉工程以及路、林、

田、并等配套模式，按照分区特点，提出不同的典型布置方案，

同时应考虑必要的试验观察站网及通讯线路等设置，以满足工程

建设和现代化管理需要。

4. 8. 3-4. 8. 5 天然草地灌溉应在具备洪水资源，且地表水较为

丰富，地势较为平整的地区进行选择，天然草地灌溉可采用引洪

淤灌或采用畦田灌溉技术。考虑经济因素，一般不采用低压管道

输水灌溉、喷灌等技术。天然草场灌溉一般不进行土地平整，由

于草地存在局部微地形的变化，且草群植株排列无序、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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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易冲刷的特点，采用畦田灌溉时，要求人畦单宽流量要大

于栽培牧草或农田畦灌标准，、一般为10̂15 L/ (s " m),以保
持较大的行进水头，保证灌溉效果。且要求骨干输配水渠道应全

部衬砌，渠系防渗率不应低于50%.

    表1是根据内蒙古牧区海日苏枢纽下游达林台灌区及额济纳

草原灌区等地试验研究资料，提出的适宜畦田规模、单宽流量等

指标，供设计时参考。

                表I 各类土坡适宜单宽流.

                                                      单 位:L/ (s·m)

纵 坡 砂 土 壤 土 猫 土

1/200--1/500 6- 10 3- 8 3- 8

4. 8. 6, 4. 8. 7 饲草料基地灌溉和小型饲草料地灌溉是牧区灌溉

饲草料地的两种主要模式。在地表水较丰富区可发展较大规模的

灌溉饲草料基地 (指大、中型草原灌区)，小型饲草料地灌溉是

因地制宜以户为单元或联户发展的灌溉饲草料地，可采用低压管

道输水灌溉 、喷灌等节水灌溉形式 ，亦 可采用畦灌 。



5 牧区草地排水工程设计

5.2 排 水 设 计 标 准

5.2.1 排溃标准是在 一定 时间内将地下水位降至牧草耐渍深度 ，

使牧草根系既有足够的水分补给，又不至因土壤水分过多而影响

牧草正常生长的适宜地下水埋深 本标准依据内蒙古翁牛特旗灌

溉草场沼泽化排水改良试验和甘肃省玛曲沼泽化草场排水改良试

验等成果，提出多年生牧草和一年生牧草的适宜地下水埋深指

标，供设计时选用。

5.2.2 草地排涝标准是根据牧区易发生一定重现期的暴雨的地

区，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牧区，以及东北、西南牧区。以灌溉

饲草料地不受浸涝作为设计排涝标准。考虑牧区经济条件、生产

发展水平和工程利用率及洪涝灾害造成损失等因素，参照农作物

排涝标准，牧区暴雨重现期一般选定为Sa，最大不超过10a，标

准过高，会显著增加工程规模和投资。



6 投资概 (估)算与经济评价

般 规 定

6.1. 1-6.1. 3 为了科学决策牧区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合理开

发、高效利用牧区水、土资源，避免失误，大、中型工程在规

划、可研、设计阶段均应按照有关标准要求，进行投资概 (估)

算与经济评价，对于小型工程，评价程序可适当简化。

                6.3 经 济 评 价

6.3.1 经济效益计算目前仍采用有无工程对比法确定饲草料的

增产或增值效益。水利效益分摊系数是根据各地试验调查资料并

参照有关标准确定的。对于采用饲草料转化为畜产品进行草地灌

溉与排水工程效益的计算，因转化率等关键技术参数尚无明确依

据，故本标准未作必须要求，但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尽可能地

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草地灌溉与排水经济效益计算。

6.3.3 由于草地灌溉与排水项目以生态效益为主，社会公益性

很强，可以采用社会折现率12%进行国民经济评价，也可按7%

计算评价。

6.3.4 6.3.5 本标准根据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改变过去

定性描述生态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方法，要求定量计算，对于无法

定量计算的效益可定性阐明。



7 工程施工与验收

7.1 般 规 定

7.1.4, 7.1.5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大部分是分散的中、小型工

程，为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及工期，本条文主要对施工技术

和施工安全做出规定。

7.2 水 源 井 施 工

7. 2. 1 7. 2. 6 根据我国牧区目前生产体制和草地畜牧业生产以

及生态建设要求，以联户经营或家庭牧场为单元的小型分散饲草

料地灌溉将成为草地灌溉的主要形式之一，且多以地下水为主要

水源，以水井为主要取水工程。为规范成井工艺，保证成井质

量，按照SL 256-200。的要求，同时考虑牧区特点和施工技术

水平，提出了水源井施工技术要求。

        7.3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与喷灌工程施工

7. 3. 1-7. 3. 3 节水灌溉是今后草地灌溉的发展方向，低压管道

输水灌溉、喷灌是草地灌溉的主要节水技术措施，且均为有压管

道输水。考虑到目前牧区水利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为保证管道

施工质量，按照SL 207-1998和GBJ 85-85的要求，本标准对

压力管道施工技术进行了必要的规定。

    所谓管线变位处是指管道转弯、分叉、管坡改变、设置出

水、分水口的地方。

7.4 渠道及建筑物施工

7. 4. 1-7. 4. 3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渠道 (沟道)及建筑物是

输配水系统中主体骨干工程。本标准结合牧区施工条件和技术水

平，按照GB 50288-99对渠系及建筑物设计要求和SDJ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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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z及JGJ/T 9s-96关于混凝土、砂浆施工要求，提出了渠道及

建筑物和混凝土、石方工程的施工技术要求，以保证渠道和建筑

物施工质量 。

7.5 工 程 施 工 防 冻

    我国牧区大多处于北方及青藏高原地区，气温低，气候寒

冷。为保证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的施工质量，须采用必要的防冻

措施 本规范根据牧区特点和施工条件对工程防冻指标及施工、

管理 提出了相关的技术要求 。

7.6 工 程 验 收

7. 6.1, 7. 6. 2 为保证牧区灌溉与排水工程建设质量、建设规模

和资金投人，对工程验收的组织管理、验收程序、验收内容作了

明确规定 。

7. 6. 3-7. 6. 6 根据水源、渠系、建筑物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

喷灌等不同工程形式，本标准参照有关规程、规范要求，分别提

出工程验收内容和标准，并辅以对工程的调查和检测，使验收结

论能够定性准确 。



8  2 程 管 理

8.1 般 规 定

8.1.1-8.1.5 牧区面广，工程建设分散，特别是以联户和牧户

为生产单元的工程管理存在设备利用率低、维修困难、管理水平

低等问题，为了强化工程管理，条文重点对大、中型工程和小型

分散工程等管理机构的建立、管理职能、责任人确定和人员培训

等组织管理进行了规范，以达到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提高管理

水平的 目的 。

8.2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8. 2. 1, 8. 2. 2 根据对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及青海省等地牧区

草地灌溉与排水工程管理调研资料和有关试验研究成果，参照有

关规定，提出本标准的工程管理指标。

S. 2. 3-8. 2. 5 主要针对各种工程运行管理中易发生的、特殊的

技术问题，为强化工程设施管理，及时处理隐患，保证工程正常

运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提出了规范性条文。

8.3 工 程 用 水 管 理

8. 3. 1-8. 3. 4 工程用水管理必须坚持供需平衡原则，根据不同

水文年的来水情况及时调整供水计划，在工程用水管理中应强化

节水意识，用价格机制调整牧民的用水行为。加强水量测量，视

工程形式采取适当的量水方法，力求计量准确，有效地减少水量

浪费，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同时提出了组建农牧民用水协会，推

进节约用水科学用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