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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包

括灌溉系统首部和润灌管路，所述灌溉系统首部

通过所述润灌管路对田地地表进行润灌操作，所

述润灌管路预埋在地下，所述润灌管路包括主管

道、一级主输水管道、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

间配水管道，所述润灌管路采用分布式润灌系

统，所述三级田间配水管的出水毛管埋设深度为

田面以下35—40cm，所述出水毛管上出水口间距

为80cm，所述三级田间配水管道的出水口设置有

膜调控装置。本发明通过在地下滴灌滴头上下覆

膜，及克服了地下滴灌主要以重力配水、配肥的

缺点，又为大面积推广地下高效灌水、施肥提出

了技术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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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包括灌溉系统首部和润灌管路，所述灌溉系统首部通过

所述润灌管路对田地地表进行润灌操作，其特征在于：所述润灌管路预埋在地下，所述润灌

管路包括主管道、一级主输水管道、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间配水管道，所述润灌管路采

用分布式润灌系统，所述三级田间配水管的出水毛管埋设深度为田面以下35—40cm，所述

出水毛管上出水口间距为80cm，所述田间配水管道的出水口设置有膜调控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膜调控装置包括

下层调控膜、透水基质、上层膜，所述三级管道的出口端设置有从上向下依次设置透水基

质、下层调控膜，三级管道上方设置上层导渗膜，上层膜与透水基质尺寸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层调控膜和所

述上层膜的尺寸比例为4:3。

4.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系统首部包

括设置有灌溉水源水质过滤器和施肥时间控制器。

5.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主输水管道

为PVC管材管道，所述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间配水管道均为PE管材管道。

6.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润灌管路采用压

力补偿式滴头且同一轮灌组的最大与最小压差率小于10％。

7.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润灌管路的配水

管道埋设深度为田面下35-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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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业灌溉系统，尤其涉及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灌溉用水是一种消耗性用水，在不同行业用水量中其所占比例最大，过量农

业灌溉用水造成河道干涸、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在保障作物产

量同时大幅度减少农业灌溉用水是本发明专利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基本的大田灌溉，包

括地面输水灌溉和设施输配水灌溉，都需要田面相应的输水垄沟、畦田或管道及喷滴头等

灌溉工程设施，这些既占用了农田，又影响了田间耕作的进行，本发明专利可实现输配水系

统均在地表之下，既节约了耕地，又与田间耕作不相互影响，为实现农业自动化提供了良好

条件；作物对灌溉水肥的吸收是通过根系进行的，最有效的灌溉施肥方式是在作物主要根

系区配水、施肥，而目前大田灌溉是通过田面入渗补给根区水分与养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

存在大量的蒸发(大气污染的源头之一)、渗漏损失，难以实现精准灌水与施肥，而且地表棵

间水分和养肥促使田间杂草丛生，除草剂的使用破坏了田间生态环境，本发明专利实现了

根区直接配水、施肥，在节水、节肥的同时，维持田面的干燥，抑制杂草丛生，具有良好的生

态效果；目前大田灌溉系统主要借助田间水、肥的入渗，间接补充作物根区的水分和养分，

而作物主要的营养根系在地表下20-60cm，要达到均匀配水配肥一次灌溉需要较大的灌溉

水量和施肥量，不仅污染了表层土壤，而且浪费了水肥，这也是传统田间灌溉难以提高水肥

利用效率的直接原因，本发明专利设计的灌溉系统能保证灌溉的水肥主要分布于大田地表

下20-60cm内，为高效水肥一体化实现创造的良好条件，可大大减少灌水定额，并根据作物

的具体需要结合灌溉施肥，从而达到降低作物灌溉定额，节水节肥，不仅极大减少田间暴雨

径流对水体的污染，也基本杜绝水肥深层渗漏造成的地下水污染，克服农田灌溉施肥引发

的面源污染。通过田间实验，也证明了本发明专利内容的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水肥一体化润灌系统。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0005] 本发明包括灌溉系统首部和润灌管路，所述灌溉系统首部通过所述润灌管路对田

地地表进行润灌操作，所述润灌管路预埋在地下，所述润灌管路包括主管道、一级主输水管

道、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间配水管道，所述润灌管路采用分布式润灌系统，所述三级田

间配水管的出水毛管埋设深度为田面以下35—40cm，所述出水毛管上出水口间距为80cm，

所述田间配水管道的出水口设置有膜调控装置。

[0006] 具体地，所述膜调控装置包括下层调控膜、透水基质、上层膜，所述三级管道的出

口端设置有从上向下依次设置透水基质、下层调控膜，三级管道上方设置上层导渗膜，上层

膜与透水基质尺寸相同。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下层调控膜和所述上层膜的尺寸比例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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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具体地，所述灌溉系统首部包括设置有灌溉水源水质过滤器和施肥时间控制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主输水管道为PVC管材管道，所述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间

配水管道均为PE管材管道。

[0010] 具体地，所述润灌管路采用压力补偿式滴头且同一轮灌组的最大与最小压差率小

于10％。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润灌管路的配水管道埋设深度为田面下35-40cm。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本发明通过在地下滴灌滴头上下覆膜，及克服了地下滴灌主要以重力配水、配肥

的缺点，又为大面积推广地下高效灌水、施肥提出了技术途径。

[0014] 1)解决了传统地下滴灌系统由于负压和根系引发的堵塞问题；

[0015] 2)实现了作物主要耕层全部湿润，使本灌溉系统适应于大田常见作物；

[0016] 3)基本杜绝了灌溉水肥深层渗漏，不仅最大限度节约了灌溉用水，而且避免了施

肥过量在耕层内的累积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

[0017] 4)在灌水前后保持田面干燥，大大减少棵间蒸发，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

[0018] 5)由于田面保持干燥，极大减轻杂草滋生，也有效减少常见病虫害的威胁，较少除

草剂和农药的使用量，特别是对冬小麦生产意义重大；

[0019] 6)直接在作物根系施肥，减少了中间环节，没有了肥料的渗漏和蒸发，减少农业生

产施肥对大气和地下水的污染，并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解决长期困扰我国化学肥料利用

率过低的状况；

[0020] 7)配水管道埋设在田间耕作影响深度(田面下25cm)以下，不与田间耕作相互影

响。

[0021] 8)该系统的实施不在需要田间地表配水渠道、管道和畦田，节约耕地2％以上，灌

溉施肥与其他农田耕作不再相互影响，为农业现代化、自动化打下坚实基础；

[0022] 9)可以通过田间水肥状态监测，实现实时补水灌溉，不仅可提高作物产量、品质，

而且为实现在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自动化打下基础，逐步实现智慧农业的目标；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润灌管路系统分布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的导渗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导渗装置剖视图；

[0026] 图4为传统技术的滴灌水渍分布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的滴灌水渍分布示意图；

[0028] 图6为不同作物根系堵塞与根系分布实验；

[0029] 图7为本发明的滴灌计算机数值模拟实验示意图；

[0030] 图中：1-灌溉系统首部  2-膜调控装置  3-三级田间配水管道  21-下层调控膜、22-

透水基质  23-上层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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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如图1所示，本发明包括灌溉系统首部1和润灌管路，所述灌溉系统首部1通过所述

润灌管路对田地地表进行润灌操作，所述润灌管路预埋在地下，所述润灌管路包括主管道、

一级主输水管道、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间配水管道3，所述润灌管路采用分布式润灌系

统，所述三级田间配水管3的出水毛管埋设深度为田面以下35—40cm，所述出水毛管上出水

口间距为80cm，所述田间配水管道的出水口设置有膜调控装置2。

[0033] 如图2和3所示，所述膜调控装置2包括下层调控膜21、透水基质22和上层膜23，所

述三级管道3的出口端设置有从上向下依次设置透水基质、下层调控膜，三级管道上方设置

上层导渗膜，上层膜与透水基质尺寸相同。

[0034] 所述下层调控膜21和所述上层膜23的尺寸比例为4:3。

[0035] 所述灌溉系统首部包括设置有灌溉水源水质过滤器和施肥时间控制器。

[0036] 所述一级主输水管道为PVC管材管道，所述二级输配水管道和三级田间配水管道

均为PE管材管道。

[0037] 所述润灌管路采用压力补偿式滴头且同一轮灌组的最大与最小压差率小于10％。

[0038] 所述润灌管路的配水管道如图1所示，埋设深度为田面下35-45cm。

[0039] 传统技术的滴灌水渍分布示意如图4所示，地下滴灌湿润体形状，中间黑点为出水

滴头，滴头下湿润体不仅较大，而且处于饱和状态，含水量大，滴头上部为土壤毛管吸水形

成的湿润体，体积较小含水量较低。图中白点为出水点，右侧图出水点下方两白点之间为底

膜图中封闭黑线为不同时段灌溉水肥湿润范围。

[0040] 实验结果表明，传统地下滴灌出水点主要是在重力作用下向土壤中配水，水肥主

要分布在出水点下方，且湿润体在土壤毛管吸力作用下上升高度和向出水点两侧的湿润范

围小；这样就造成了对应灌溉系统埋深要靠近地表(一般在25cm以内)，只能沿输水管路形

成一个湿润带，难以实现全面湿润。

[0041] 在地埋出水点上下两侧设置水肥调控膜后，同等条件下的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由

于底膜的存在，较大程度抵消了水肥出流后的重力配水作用，使水肥在土壤毛管吸力作用

下以湿润上层土壤为主，基本不会产生水肥的深层渗漏；另外，膜的调控作用不仅使水肥湿

润体上升高度增加，有利于增加输水管道和出水点埋设深度，避免灌溉系统对田间耕作的

影响，也使灌溉湿润体宽度大大增加，为实现作物主要根系层全面湿润提供了条件,防治出

水口被作物根系堵塞并使作物根系主要分布于0—40cm耕层内，提高水肥利用效率。

[0042] 图6为不同作物根系堵塞与根系分布实验,实验结果表明；4种作物根系90％以上

分布在0-40cm土层,上膜四周边缘毛根分布密度较大,出水口附近未见根系分布，不会造成

堵塞。

[0043] 图7为本发明的滴灌计算机数值模拟实验示意图,数值模拟选用Van  Genuchten

(1980)模型，针对室内物理实验对应土壤(取自工程实施大田)确定计算所需的土壤物理参

数，数值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计算机数值模拟与室内物理实验结果相一致，从不同角度证

明了新工程技术方案的合理性。通过以上的实验和数字模拟，我们明确了该新型灌溉系统

水肥在土壤中运移过程，简述为以下四个阶段：

[0044] 第一阶段：灌溉水流出灌水器至膜缝边缘

[0045] 第二阶段：土壤开始湿润至湿润锋推进到底膜边缘

[0046] 第三阶段：湿润锋流出底膜至上膜顶湿润锋交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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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第四阶段：上膜顶湿润锋交汇至灌水结束

[0048] 通过对新型灌溉系统展开的实验，基本解决了如下科学问题：

[0049] 在室内物理实验、计算机数值模拟与田间实验基础上，总结出本发明系统的关键

设计参数：

[0050] 出水毛管埋设深度：田面以下35—40cm；出水口下层调控膜尺寸为40＊40cm；出水

口上层膜和透水基质尺寸为30＊30cm；毛管上出水口间距为80cm；田间毛管间距为80cm；出

水口出流量为1.5—2.5l/h(根据田间土壤类型选定，沙性强的壤土流量大些，较粘重的土

壤采用较小流量)。

[0051] 大量的田间实验说明了这些参数的合理性，由于篇幅，对采用以上设计参数的新

型灌溉系统田间水分分布实验结果不再赘述。

[0052]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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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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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8

CN 110169345 A

8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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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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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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