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021898.9

(22)申请日 2018.01.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32341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27

(73)专利权人 常州泽惠天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3022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华山中

路18号三晶工业园2号楼4001室

(72)发明人 李政　潘俊雅　胡安存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科谊专利代理事务所 

32225

代理人 孙彬

(51)Int.Cl.

A01G 25/16(2006.01)

G01N 15/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192812 A,2017.09.22

CN 103493715 A,2014.01.08

CN 106211897 A,2016.12.14

CN 106780086 A,2017.05.31

KR 20130051816 A,2013.05.21

CN 107525756 A,2017.12.29

审查员 张艺

 

(54)发明名称

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灌溉水量的判别方法

及智能灌溉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灌溉

水量的判别方法及智能灌溉系统，本判别方法包

括：在田间布置一个或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所

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分布并实时测量土壤含

水量，以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实际

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一次灌溉需水量数据，

进而确保农田灌溉活动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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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判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田间布置一个或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分布并实时测量土壤含水量，以计算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

速率、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一次灌溉需水量灌溉数据；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适于在每5‑10cm深度间隔布置一个水分感应器件，且采样速率设

置在5–20分钟；

在垂直测量深度H范围内，水分感应器件分别对应n个测量点，即

n＝1，2…N，N为水分传感组件对应的测量点数，且将n＝1定义为土壤表层测量点，并以

5‑20分钟时间间隔内进行数据扫描采集，获得土壤含水量，即

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

在获得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的基础上，建立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

n_t的计算方式，即

其中，ΔSM_n_t为在时间t、且时间间隔Δt时，测量点n处的土壤水分含量变化；

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的方法包括：

设定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为SIR_max，即

其中，SMD_n_max为在确保土壤水分含量SM_n满足小于田间持水量FD_n条件，即SM_n<

FD_n状态前提下，在测量点n处，通过获得的土壤水分最大变化率；m为可以观测到土壤水分

有变化的最深测量点位置标号数；

设定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为SIR_t，即

其中，SMD_n_t为在测量时间t，在确保土壤水分含量SM_n满足小于田间持水量FD_n条

件，即SM_n＜FD_n状态前提下，在测量点n处获得的土壤水分变化率；m_t为在测量时间t，可

以观测到土壤水分有变化的最深测量点位置标号数；

设定一次灌溉需水量为SIU，即

SIU＝667×rd×(SM_target‑SM；

其中，SM_target为根据灌区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预先设定的目标灌溉土壤水分含

量；SM_ts_avg为平均土壤水分含量；以及rd为灌溉深度；

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SIR_max的计算方法包括：

步骤S11，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饱和水分含量的垂直分布，即

以土壤水分含量SM为横坐标，且测量点垂直分布深度h为纵坐标作散点图，在散点图右

侧构建起一条适于表示土壤饱和水分含量的垂直分布边界线，并对在该垂直分布边界线上

所有边界点对应的土壤水分含量SM_n值求平均以获得土壤饱和水分边界平均线；

步骤S12，依据土壤饱和水分边界平均线，计算获取田间持水量线FC_n，即

FC_n＝b％*SM_n_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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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常量b值的取值范围可以在75‑85之间；

步骤S13，再一次处理采集的土壤分层水分含量SM_n数据集，抛弃所有SM_n＞FC_n的数

据点；

步骤S14，对保留的符合SM_n＜FC_n条件的数据子集，采用公式

计算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

步骤S15，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SMD_n_max的垂直

分布，即

以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为横坐标，测量点垂直分布深度h为纵坐标作散点

图，随着数据点的累积，高值的SMD_n_t数据点逐渐积累，由一系列最大值点SMD_n_max在散

点图构建起一条边界线，以表示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的垂直分布线；

步骤S16，确定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SMD_n_max的加和区间；寻找SMD_n_

max>0条件下的最深测量点m值，进而确定SMD_n_max的加和区间；

步骤S17，依据公式 计算出被监测土壤的最大土

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max；

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的计算方法包括：

步骤S21，在时间点t，计算出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

步骤S22，确定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的加和区间，寻找SMD_n_t>0条件

下的最深测量点m_t值，进而确定SMD_n_t的加和区间；

步骤S23，依据公式 计算出被监测土壤的实时土壤

表面渗水速率SIR_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判别方法，其特征在于，

一次灌溉需水量SIU的计算方法包括：

步骤S31，获得田间持水量的垂直分布FC_n线；

步骤S32，根据灌区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预先设定目标灌溉土壤水分含量SM_target，

设定x为域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相关的系数，则

SM_target＝x·FC_n；

步骤S33，在灌溉开始时间点ts，针对设定的灌溉深度范围内m个测量点，依据个点的土

壤水分含量SM_n，计算出平均土壤水分含量SM_ts_avg，即

步骤S34，通过获得的SM_target和SM_ts_avg，计算出一次灌溉量基数SIU，即

SIU＝667×rd×(SM_target‑SM_ts_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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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灌溉水量的判别方法及智能灌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灌溉水量的判别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历史数据显示，中国北方农业主要地区的平均年降雨量在300–500毫米之间，春季

少雨，降水集中在7、8两月，且多暴雨。在一般正常年份的作物主生长期内，自然降雨只可以

提供作物生长对水需求的30‑80％。近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提速、城乡人民生活快速改善，对

水资源的需求急剧扩大。受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中国广大地区的年降雨量呈现逐渐

减少趋势。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降雨在地域和时域的分布极其不均匀，加上地表蒸发蒸腾

量ET很高，如果不及时进行补水，作物极有可能在干旱条件下生长、呈现缺水胁迫(表现为

生长延缓、抵御病虫害能力降低、养分吸收能力降低)状态，导致减产或绝收。

[0003] 在农业作物生长周期内，如果自然降雨量不能够保持土壤水分在作物生长正常需

水区间，利用诸如河水、湖水或者地下水等其它替代水源进行灌溉就成为必须。灌溉其本质

就是以人工补水的形式来弥补自然降雨量的不足、确保土壤水墒在合适范围，满足作物生

长的需求。

[0004] 因此，为了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必须优化灌溉方式。灌溉方式的优化必须依赖

合适的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灌溉水量判别方法及智能灌溉系统，以获得最大土壤地表渗水

速率、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一次灌溉需水量等灌溉操作基础数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判别方法，以获得农田智能灌溉所需参数。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判别方法，包括：

[0007] 在田间布置一个或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

[0008]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分布并实时测量土壤含水量，以计算最大土壤地表渗水

速率，和/或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一次灌溉需水量灌溉数据。

[0009] 进一步，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适于在每5‑10cm深度间隔布置一个水分感应器件，

且采样速率设置在5–20分钟；

[0010] 在垂直测量深度H范围内，水分感应器件分别对应n个测量点，即

[0011] n＝1，2…N，N为水分传感组件对应的测量点数，且将n＝1定义为土壤表层测量点，

并以5‑20分钟时间间隔内进行数据扫描采集，获得土壤含水量，即

[0012] 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

[0013] 进一步，在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的基础上，建立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

化率SMD_n_t的计算公式，即

[0014]

[0015] 其中，ΔSM_n_t为在时间t，且时间间隔Δt时，测量点n处的土壤水分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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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的方法包括：

[0017] 设定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为SIR_max，即

[0018]

[0019] 其中，SMD_n_max为在确保土壤水分含量SM_n满足小于田间持水量FD_n条件，即

SM_n<FD_n状态前提下，在测量点n处，通过获得的土壤水分最大变化率；m为可以观测到土

壤水分有变化的最深测量点位置标号数；

[0020] 设定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为SIR_t，即

[0021]

[0022] 其中，SMD_n_t为在测量时间t，在确保土壤水分含量SM_n满足小于田间持水量FD_

n条件，即SM_n<FD_n状态前提下，在测量点n处获得的土壤水分变化率；m_t为在测量时间t，

可以观测到土壤水分有变化的最深测量点位置标号数。

[0023] 进一步，设定一次灌溉需水量为SIU，即

[0024] SIU＝667×rd×(SM_target‑SM_ts_avg)；

[0025] 其中，SM_target为根据灌区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预先设定的目标灌溉土壤水分

含量；SM_ts_avg为平均土壤水分含量；以及rd为灌溉深度，单位为米。转换系数取667时,即

为每亩换算成平方米为667平方米，SIU单位为立方米水/亩。

[0026] 进一步，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SIR_max的计算方法包括：

[0027] 步骤S11，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饱和水分含量的垂直分布，即

[0028] 以土壤水分含量SM为横坐标，且测量点垂直分布深度h为纵坐标作散点图，在散点

图右侧构建起一条适于表示土壤饱和水分含量的垂直分布边界线，并对在该垂直分布边界

线上所有边界点对应的土壤水分含量SM_n值求平均以获得土壤饱和水分边界平均线；

[0029] 步骤S12，依据土壤饱和水分边界平均线，计算获取田间持水量线FC_n，即

[0030] FC_n＝b％*SM_n_SA；

[0031] 其中，常量b值的取值范围可以在75‑85之间；

[0032] 步骤S13，再一次处理采集的土壤分层水分含量SM_n数据集，抛弃所有SM_n>FC_n

的数据点；

[0033] 步 骤 S 1 4 ，对 保 留 的 符 合 S M _ n < F C _ n 条 件的 数 据 子 集 ，采 用公 式

计算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

[0034] 步骤S15，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SMD_n_max的

垂直分布，即

[0035] 以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为横坐标，测量点垂直分布深度h为纵坐标作

散点图，随着数据点的累积，高值的SMD_n_t数据点逐渐积累，由一系列最大值点SMD_n_max

在散点图构建起一条边界线，以表示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的垂直分布线；

[0036] 步骤S16，确定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SMD_n_max的加和区间；寻找

SMD_n_max>0条件下的最深测量点m值，进而确定SMD_n_max的加和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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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步骤S17，依据公式 计算出被监测土壤的最

大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max。

[0038] 进一步，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的计算方法包括：

[0039] 步骤S21，在时间点t，计算出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

[0040] 步骤S22，确定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的加和区间，寻找SMD_n_t>0

条件下的最深测量点m_t值，进而确定SMD_n_t的加和区间；

[0041] 步骤S23，依据公式 计算出被监测土壤的实时土

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

[0042] 进一步，一次灌溉需水量SIU的计算方法包括：

[0043] 步骤S31，获得田间持水量的垂直分布FC_n线；

[0044] 步骤S32，根据灌区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预先设定目标灌溉土壤水分含量SM_

target，设定x为域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相关的系数，则

[0045] SM_target＝x·FC_n；

[0046] 步骤S33，在灌溉开始时间点ts，针对设定的灌溉深度范围内m个测量点，依据各点

的土壤水分含量SM_n，计算出平均土壤水分含量SM_ts_avg，即

[0047]

[0048] 步骤S34，通过获得的SM_target和SM_ts_avg，计算出一次灌溉量基数SIU，即

[0049] SIU＝667×rd×(SM_target‑SM_ts_avg)。

[0050] 又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智能灌溉系统。

[0051] 所述智能灌溉系统包括：

[0052] 至少一个土壤水分传感器，以及与土壤水分传感器相连的服务器；

[0053]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分布并实时测量土壤含水量；

[0054] 所述服务器适于根据土壤含水量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实际土壤地

表渗水速率，和/或一次灌溉需水量数据。

[0055] 进一步，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适于在每5‑10cm深度间隔设置一个水分感应器件，

且采样速率设置在5–20分钟；

[0056] 在垂直测量深度H范围内，水分感应器件分别对应n个测量点，即

[0057] n＝1，2…N，N为水分传感组件对应的测量点数，且将n＝1定义为土壤表层测量点，

并以5‑20分钟时间间隔内进行数据扫描采集，获得土壤含水量，即

[0058] 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

[005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判别方法及智能灌溉系统，通过在田间布置一个

或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且实时测量土壤含水量，以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实际

土壤地表渗水速率、一次灌溉需水量数据，进而确保农田灌溉活动正常进行。

附图说明

[006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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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图1a是本发明的复合直杆式土壤水分传感器的布置示意图；

[0062] 图1b是本发明的分立针式土壤水分传感器的布置示意图；

[0063] 图2是本发明的实测水分含量SM的分布图；

[0064] 图3是本发明的去除大于田间持水量FC数据点的实测水分含量SM分布图；

[0065] 图4是本发明的灌溉水垂直渗透时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的分布图；

[0066] 图5是本发明的一次灌溉量基数的基本参数的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7]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68] 实施例1

[006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灌溉水量的判别方法，具体的，本判别

方法包括在田间布置一个或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分布并实时测

量土壤含水量，以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一次灌

溉需水量数据，进而确保农田灌溉活动正常进行。

[0070] 首先，先进行田间土壤水分含量及其垂直分布讯息的采集，此处列举两种符合本

发明需求的实时采集土壤水分含量信息的土壤水分传感器常规布置方式如图1a和图1b所

示，即复合直杆式土壤水分传感器和分立针式土壤水分传感器的布置方式。

[0071] 为确保实时采集的土壤水分含量及其垂直分布有足够的精度和垂直空间分辨率，

土壤水分传感器需要采用在每5–10cm深度间隔设置一个水分感应器件。数据采样速率适于

采用高速率，以提供足够高的时间分辨率，采样速率可以设置在5–20分钟之间可调节，应付

极端干旱和极端潮湿情况下正确获取土壤地表渗水速率的应用需求。

[0072] 如图1a，在垂直测量深度H范围内，对分立针式土壤水分传感器或者复合直管式土

壤水分传感器上水分感应器件的全部n个测量点(n＝1，2…N，N为各水分感应器件对应的测

量点数，且将n＝1为土壤表层测量点)以5‑20分钟时间间隔内进行数据扫描采集，获得土壤

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

[0073] 以公式(1)计算出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

[0074]

[0075] 其中：ΔSM_n_t为在时间t、时间间隔Δt时，在测量点n处的土壤水分含量变化。

[0076] 并且，通过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地表渗水速率。

[0077] 针对一个智能灌溉的实际应用，在制定一个精准灌溉计划时，需要测量和计算出

灌区内土壤相关物理参数土壤水分含量(SM，Soil  Moisture)和土壤地表渗水速率(SIR，

Surface  Infiltration  Rate)。特别是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即雨水或灌溉水通过土壤表面

向下迁移的速率。土壤地表渗水速率是一个通量(Flux)参数，即在单位土壤地表面积单位

时间内向下渗透水的体积(立方米水/平方米土壤表面·小时＝米水/小时)。严格含义上土

壤渗水速率是一个随土壤深度变化而变化的变量，但是针对一般灌溉应用而言，经常提及

的土壤渗水速率是特定指土壤地表渗水速率，本发明采用这个土壤地表渗水速率的定义。

因此，当灌溉速率超过渗水速率时，水在地表面积存或水在地表面流失会确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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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土壤地表渗水速率(SIR)是决定灌溉速率的基本参数。为确保灌溉水的有效利用，

防止水地表面流失发生，灌溉速率需要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需要特别指出，土壤地表渗水

速率受土壤润湿速率、土壤毛细现象(Capillarity)、土壤种类、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以及

田间农耕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不能被作为常量来对待，与灌溉起始时的土壤水分含量之间

有非线性函数关系。因此，单纯依据土壤物理学原理来推导的纯粹理论路径得出的土壤地

表渗水速率数值事件中并不能表征实际发生在田间的状态，要获取正确的数值必须有在原

位的土壤水分传感器实际感知。

[0079]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先进行如下假设。

[0080] 本发明中所涉及的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参量，是在假定土壤水分含量低于田间持水

量(FC，Field  Capacity)的状态条件下获取的，即通常所说的非饱和灌溉，符合中国北方地

区大部分罐区灌溉时土壤墒情所处的实际情况。在非饱和灌溉状态下，从地表面向下渗透

的雨水或灌溉水受土壤孔隙的吸附滞留，会垂直逐层分配到土壤介质中去，进而导致在测

量深度范围H内总可以观察到数个相应阶层土壤水分含量值在发生变化。

[0081] 针对一个特定土壤，如果土壤物理特性相同，理论上都会呈现一个最大土壤地表

渗水速率SIR_max。SIR_max可以定义为在测量深度范围H内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

化率的加和。

[0082] 针对一个特定土地，如果土壤物理特性相同，在实际承受雨水或灌溉水过程中会

呈现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SIR_t。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SIR_t可以定

义为在测量深度范围H、在时间t，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的加和。

[0083] 本实施例提出一个通过土壤水分传感器采集的土壤水分数据去获取最大土壤表

面渗水速率SIR_max和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的系统方法。即：

[0084]

[0085] 其中：SMD_n_max为在确保土壤水分含量满足小于田间持水量条件，即SM_n<FD_n

状态前提下，在测量点n处，通过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得的土壤水分最大变化率；m为可以

观测到土壤水分有变化(SMD_n>0)的最深测量点位置标号数。

[0086] 同样地，

[0087] 其中：SMD_n_t为在测量时间t，在确保土壤水分含量满足小于田间持水量条件，即

SM_n<FD_n状态前提下，在测量点n处获得的土壤水分变化率；m_t为在测量时间t，可以观测

到土壤水分有变化(SMD_n_t>0)的最深测量点位置标号数。

[0088] 本实施例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在田间条件下智能获得SMD_n_max、SIR_max、

SMD_n_t和SIR_t的具体步骤。描述如下：

[0089] 步骤S1，获得土壤水分最大变化率SMD_n_max、最大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max的

流程包括：

[0090] 根据应用需求，在受灌区域安装一个或多个土壤水分传感器。为获得能够指导灌

溉决策的依据，在作物生长期内宜尽早安装；并且土壤水分传感器以一定的频率采集土壤

分层水分含量SM_n；

[0091] 步骤S11，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饱和水分含量(Saturation)的垂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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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具体地，以土壤水分含量SM为横坐标、测量点垂直分布深度h为纵坐标作散点图(图2)，

随着数据点的累积，高值的SM_n数据点会逐渐积累，在散点图右侧构建起一条边界线(图

2)，该边界线表示了一个特定土壤的土壤饱和水分含量(Saturation)的垂直分布，可以命

名为SM_n_SB线。对在边界线SM_n_SB上所有边界点SM_n_S值求平均可以获得土壤饱和水分

边界平均线SM_n_SA。

[0092] 步骤S12，依据土壤饱和水分边界平均线SM_n_SA线，以公式(4)计算获取田间持水

量线FC_n(图2)。

[0093] FC_n＝b％*SM_n_SA    (4)

[0094] 其中常量b值的取值范围可以在75–85之间。

[0095] 步骤S13，再一次处理采集的土壤分层水分含量SM_n数据集，抛弃所有SM_n>FC_n

的数据点(图3)。

[0096] 步骤S14，对保留的符合SM_n<FC_n条件的数据子集，采用公式(1)计算土壤水分含

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

[0097] 步骤S15，以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SMD_n_max的

垂直分布。具体地，以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为横坐标，测量点垂直分布深度h为

纵坐标作散点图(图4)，随着数据点的累积，高值的SMD_n_t数据点会逐渐积累，由一系列最

大值点SMD_n_max在散点图右侧构建起一条边界线SMD_n_maxB(图4)。这条边界线表示了特

定土壤的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的垂直分布线(图4)。

[0098] 步骤S16，确定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最大时间变化率SMD_n_max的加和区间。寻找

SMD_n_max>0条件下的最深测量点m值(图4中A点)，进而确定SMD_n_max的加和区间。

[0099] 步骤S17，依据公式(2)计算出被监测土壤的最大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max。

[0100] 步骤S2，获得土壤水分变化率SMD_n_t、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的流程包括：

[0101] 用与获得上述SIR_max相似的方法，可以获得在一个具体时间t时的实际土壤表面

渗水速率SIR_t。具体地：

[0102] 步骤S21，在时间点t，针对每一个测量点n，应用采集获得的土壤水分含量SM_n_t

和公式(1)计算出SMD_n_t。

[0103] 步骤S22，确定分层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率SMD_n_t的加和区间。寻找SMD_n_t>0

条件下的最深测量点m_t值(图4中B点)，进而确定SMD_n_t的加和区间。

[0104] 步骤S23，依据公式(4)计算出被监测土壤的实时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

[0105] 并且，在本实施例中还通过边界线数学处理方式获取一次灌溉量基数

[0106] 灌溉应用中，一次灌溉量基数SIU(Single  Input  Unit，立方米水/亩)指的是，在

当前土壤水分状态下，为了让作物解除缺水胁迫所需要一次性灌溉水量的理想估值。

[010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个获取一次灌溉量基数的计算方法。

[0108] 如图5所示，土壤水分含量SM是决定一次灌溉量基数的基本参数。实践中，根据分

层土壤水分含量SM_n、预设的灌溉深度rd(一般由作物根系深度判定)、预设的目标灌溉土

壤水分含量SM_target(一般根据特定作物的需水特性判定)来计算出一次灌溉量基数SIU。

具体地：

[0109] 步骤S31，采取上述步骤S11，步骤S12相同的步骤获得田间持水量的垂直分布FC_n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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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步骤S32，根据灌区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可以预先设定目标灌溉土壤水分含量

SM_target，一般设定x为域内种植植物需水特性相关的系数，那么：

[0111] SM_target＝x·FC_n    (5)

[0112] 步骤S33，在灌溉开始时间点ts，针对设定的灌溉深度hr(米)范围内m个测量点，依

据个点的土壤水分含量SM_n，计算出平均土壤水分含量

[0113] SM_ts_avg。

[0114]

[0115] 步骤S34，依据从公式(5)和(6)获得的SM_target和SM_ts_avg，以公式(7)计算出

一次灌溉量基数SIU

[0116] SIU＝667×rd×(SM_target‑SM_ts_avg)    (7)

[0117] 本发明提出的判别方法获取的最大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max和一次灌溉量基数

SIU等基础参数，可以直观方便地决定灌溉速率和灌溉时常等灌溉基本操作参数。进一步

地，其预设的灌溉速率还可以与实际传感测量获取的实际土壤表面渗水速率SIR_t进行实

时比较，在灌溉计划执行中实现智能反馈控制逻辑的构建。

[0118] 实施例2

[0119] 在上述实施例1基础上，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智能灌溉系统，包括：

[0120] 至少一个土壤水分传感器，以及与土壤水分传感器相连的服务器；

[0121]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垂直分布并实时测量土壤含水量；

[0122] 所述服务器适于根据土壤含水量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实际土壤地

表渗水速率，和/或一次灌溉需水量数据。

[0123] 所述土壤水分传感器适于在每5‑10cm深度间隔设置一个水分感应器件，且采样速

率设置在5–20分钟；在垂直测量深度H范围内，水分感应器件分别对应n个测量点，即n＝1，

2…N，N为水分传感组件对应的测量点数，且将n＝1定义为土壤表层测量点，并以5‑20分钟

时间间隔内进行数据扫描采集，获得土壤含水量，即土壤体积水分含量瞬时值SM_n_t。

[0124] 关于本智能灌溉系统中服务器根据土壤含水量获取最大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

或实际土壤地表渗水速率，和/或一次灌溉需水量数据的具体工作方法和原理具体详见实

施例1部分。

[0125]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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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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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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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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