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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浅埋式喷灌机，为解决无法

使用地埋管灌溉问题，是包括用于向下延接机井

的横长型分水箱，分水箱通连的中间和两边调节

阀分别通连浅埋横主管，每根横主管至少通过四

通和三通对称通连至少两道相邻间隔的浅埋纵

分管，分水箱通连的两端调节阀通连的纵主管端

通过三通对称通连与浅埋中纵分管端对应的浅

埋端横分管；浅埋纵分管和浅埋端横分管分别间

隔均匀通连伸出地面喷灌立管，浅埋端横分管在

浅埋纵分管端纵向间隔相对处，设置端喷灌立

管；喷灌立管的纵向相邻间距小于相邻浅埋纵分

管之间的行距。具有正常播种浇出苗水时，埋在

地下的喷灌管道就能化冻灌溉使用，喷灌质量

好，效率高，省水工，并且埋在地下的喷灌管道冬

季也不会冻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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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向下延接机井输出管的竖管，竖管上端通

连横长型分水箱，分水箱的两长侧边分别通连中间调节阀和在中间调节阀两边对称的两边

调节阀，分水箱的两短侧端通连对称的两端调节阀，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分别进一步

通连与分水箱长轴垂直的浅埋横主管，每根浅埋横主管至少通过四通和三通对称通连至少

两道相邻间隔的浅埋纵分管，两端调节阀分别通连浅埋纵主管，浅埋纵主管端通过三通对

称通连与浅埋纵分管端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浅埋纵分管和浅埋端横分管分别间隔均匀通

连伸出地面，上端带喷头的喷灌立管，浅埋端横分管在浅埋纵分管端纵向间隔相对处，设置

上端带喷头的端喷灌立管；喷灌立管的纵向相邻间距小于相邻浅埋纵分管之间的行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浅埋是指浅埋管与地面之间的

距离为40厘米或小于40厘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浅埋管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小于40厘

米是浅埋管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为40厘米，在浅埋管上方挖有沿浅埋管走向的浅埋管上沟

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浅埋管上方沟槽深度为5-15厘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喷灌立管在相邻浅埋纵分管上纵向

错位分布，浅埋端横分管上设置与浅埋纵分管端纵向错位喷灌立管相对应的纵向错位端喷

灌立管。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与浅埋主横管通连的所有道浅埋纵

分管上都设置2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一浅埋纵分管的上长半段设置N个等间距喷灌立管，

与之对应的下短半段设置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与之相邻道的浅埋纵分管的上短半段设

置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与之对应的下长半段设置N个等间距喷灌立管，浅埋端横分管上

设置与浅埋纵分管端所述纵向错位喷灌立管相对应的纵向错位端喷灌立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浅埋端横分管上直接和间接设置间

隔浅埋纵分管行距的端喷灌立管，并且依次交替设置与浅埋纵分管的长半段端部喷灌立管

纵向间隔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直连的端喷灌立管和与浅埋纵分管的短半段端部喷灌立管

纵向间隔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通过纵延管间接相连的端喷灌立管。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分水箱的两长侧边分别通过

侧伸管连接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中间调节阀连接的中间浅埋横主管和两边调节阀连

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分别通过三通和至少一个四通对称通连至少两道依次自远至近相邻

间隔的浅埋纵分管。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连接中间调节阀的中间侧伸管长度

大于连接两边调节阀的两边侧伸管长度，离中间调节阀越远的两边调节阀连接的两边侧伸

管长度越短。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浅埋式喷灌机，其特征在于分水箱的两长侧边和短侧边分别通

连侧伸管和端伸管，侧伸管分别通过兰盘通连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端伸管通过兰盘

通连两端调节阀，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及两端调节阀再分别通过兰盘通连浅埋横主管

及浅埋纵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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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埋式喷灌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田喷灌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浅埋式喷灌机。

背景技术

[0002] 申请人所在的内蒙古半干旱寒冷地区，大多数农田作物都离不开灌溉。现有的高

架类喷灌存在：1.在土壤底层湿润不足时，容易出现喷灌强度过大，土壤入渗能力低的情

况，会造成土壤表层很湿润而底层湿润不足的问题。2.  易受风的影响。喷灌时有风，会增加

水量损失，同时风力会改变水舌形状和喷射距离，导致受水量不均。3.  水分蒸发大，水利用

率低问题。4.指针圆形喷灌机丢四角——受高坡、地面障碍物的影响；卷盘喷灌机费时、雇

用人工人数多、且不能抗风；小型喷灌机需要人工挪移，费时、费力，喷头水珠过大，矮苗期

作物被喷倒，作物倒伏不能高产。大型平移喷灌机：造价高，对地形要求高，适应性差。现有

的地埋式喷灌相对于高架类喷灌，虽然优点非常多，但是，在本申请人所在地区（北纬43度

左右，冬天冻层厚度能达1  .5米）：正常播种浇出苗水时，埋在地下的管道还没化冻，使得农

民往后推迟10-15天播种，而春天早播是农业种植增产的关键，所以，无法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正常播种浇出苗水时，埋在

地下的喷灌管道就能化冻灌溉使用的浅埋式喷灌机。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包括用于向下延接机井输出管的竖管，竖

管上端通连横长型分水箱，分水箱的两长侧边分别通连中间调节阀和在中间调节阀两边对

称的两边调节阀，分水箱的两短侧端通连对称的两端调节阀，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分

别进一步通连与分水箱长轴垂直的浅埋横主管，每根浅埋横主管至少通过四通和三通对称

通连至少两道相邻间隔的浅埋纵分管，两端调节阀分别通连浅埋纵主管，浅埋纵主管端通

过三通对称通连与浅埋纵分管端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浅埋纵分管和浅埋端横分管分别间

隔均匀通连伸出地面，上端带喷头的喷灌立管，浅埋端横分管在浅埋纵分管端纵向间隔相

对处，设置上端带喷头的端喷灌立管；喷灌立管的纵向相邻间距小于相邻浅埋纵分管之间

的行距。浅埋管上的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以提高地温。或者浅埋管上的地表覆盖黑土层，

以提高地温，并且在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进一步提高地温。所有喷灌立管在本发明浅埋式

喷灌机设置的地面上间隔均匀分布，并且，喷灌立管的纵向相邻间距小于相邻浅埋纵分管

之间的行距。喷灌立管的纵向相邻间距为18米，相邻浅埋纵分管之间的行距为20米。所有浅

埋管都是PE配方防冻管材。横长型分水箱是两端封堵的横长管型分水箱，横长管为横长圆

管。喷头为能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的A型20式喷头。每个调节阀前或后都分别串接有

流量计。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埋地管道浅，相对于深埋春天温升快，能及早熔化，使用水温

显著高于同季节地表水温的井水，更有利于化冻，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提高水温，

落在植物叶片和茎杆上，解决上旱、秋凉问题。具有正常播种浇出苗水时，埋在地下的喷灌

管道就能化冻灌溉使用，喷灌质量好，效率高，省水工，并且埋在地下的喷灌管道冬季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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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冻坏的优点。

[0005] 作为优化，所述浅埋是指浅埋管与地面之间的距离为40厘米或小于40厘米。分水

箱向上通连防冻剂加注调节阀，防冻剂加注调节阀向上连接防冻剂加注槽或加注罐。所述

防冻剂为尿素或尿素水溶液。在最后一次喷灌后加注，通过潜水泵加压注入浅埋管道，用于

降低浅埋管道里水的冻结温度。加注槽或加注罐还可以用于加注施用的水溶肥，或水溶或

水混合型农药。各调节阀前或后分别串接流量计，并且分别在各自流量计上标记各调节阀

所调喷灌分管路的容积。

[0006] 作为优化，浅埋管与地面之间的距离小于40厘米是浅埋管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为

40厘米，在浅埋管上方挖有沿浅埋管走向的浅埋管上沟槽，用于减少浅埋管的埋深。浅埋管

上沟槽上面在早春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或者覆盖黑土层，以加速提高地温。

[0007] 作为优化，浅埋管上方沟槽深度为5-15厘米。浅埋管上方沟槽深度为7-10厘米。浅

埋纵分管及其浅埋管上方沟槽为东西走向。浅埋管上沟槽上面先覆盖黑土层，再在早春地

表化冻后，覆盖地膜，以加速提高地温。

[0008] 作为优化，喷灌立管在相邻浅埋纵分管上纵向错位分布，浅埋端横分管上设置与

浅埋纵分管端纵向错位喷灌立管相对应的纵向错位端喷灌立管。

[0009] 作为优化，与浅埋主横管通连的所有道浅埋纵分管上都设置2N-1个等间距喷灌立

管，一浅埋纵分管的上长半段设置N个等间距喷灌立管，与之对应的下短半段设置N-1个等

间距喷灌立管；与之相邻道的浅埋纵分管的上短半段设置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与之对应

的下长半段设置N个等间距喷灌立管，浅埋端横分管上设置与浅埋纵分管端所述纵向错位

喷灌立管相对应的纵向错位端喷灌立管。

[0010] 作为优化，浅埋端横分管上直接和间接设置间隔浅埋纵分管行距的端喷灌立管，

并且依次交替设置与浅埋纵分管的长半段端部喷灌立管纵向间隔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直

连的端喷灌立管和与浅埋纵分管的短半段端部喷灌立管纵向间隔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通

过纵延管间接相连的端喷灌立管。

[0011] 作为优化，分水箱的两长侧边分别通过侧伸管连接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中

间调节阀连接的中间浅埋横主管和两边调节阀连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分别通过三通和至

少一个四通对称通连至少两道依次自远至近相邻间隔的浅埋纵分管。中间调节阀连接的中

间浅埋横主管长度大于连接中间调节阀两侧紧相邻的两边调节阀的两边浅埋横主管长度，

离中间调节阀越远的两边调节阀连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长度越短，例如，与中间调节阀间

隔相邻的两边端调节阀连接的两边端浅埋横主管长度小于与中间调节阀直接相邻的两边

紧相邻调节阀连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长度。并且相对称或对应的两边浅埋横主管中，一根

长度大于另一根长度。

[0012] 作为优化，连接中间调节阀的中间侧伸管长度大于连接两边调节阀的两边侧伸管

长度，离中间调节阀越远的两边调节阀连接的两边侧伸管长度越短。例如，与中间调节阀间

隔相邻的两边端调节阀连接的两边侧伸管长度小于与中间调节阀直接相邻的两边紧相邻

调节阀连接的两边侧伸管长度。

[0013] 作为优化，分水箱的两长侧边和短侧边分别通连侧伸管和端伸管，侧伸管分别通

过兰盘通连中间调节阀和两边调节阀，端伸管通过兰盘通连两端调节阀，中间调节阀和两

边调节阀及两端调节阀再分别通过兰盘通连浅埋横主管及浅埋纵主管。侧伸管和端伸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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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流量计。

[0014] 本发明是200亩地中间一眼机井，总阀设在井口上不大扡方，在井房内打开阀门二

天浇灌200亩地，能搬动阀人就能浇；在副管设有出水口，出水口上接立杆，立杆上口接A型

20式喷头，喷出雨点细小不产生明流，不损害，秧苗。地埋出水口行距20米，喷头间距18米，

一套喷灌机打开可控26亩至30亩，14小时可浇7垡一人完成。喷雾头能以大雨，中雨，小雨细

雨，喷雾状，这几种喷出。这分水箱设有流量调节后能产生大，中，小，细小雨点，还可喷药，

施肥。寿命长，使用方便。主要特点：1.节水：按亩用水量计算，每亩节省地下水46%。2.省工：

一次投入，安装简便，不需要每年更换。同时实现化肥、农药同步喷灌，有效地节省了劳动

力。3.高效：一人多井一次操作1000亩，节省人工。4.增产：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可以控制喷

水量，保持土壤疏松透气，同时冲掉叶面上的尘土，保证叶面更充分的进行光合作用，从而

有利于增长，达到增产。5.适应性强：不受地形限制适用于各类地形，不管面积大小、坡地、

起伏不平、有无形状规则、有无障碍物，都可以安装。

[0015] 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埋地管道浅，相对于深埋春天温升快，能及早熔化，使用水温

显著高于同季节地表水温的井水，更有利于化冻，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提高水温，

落在植物叶片和茎杆上，解决上旱、秋凉问题。并解决四个“秋”字问题：中伏中期就是立秋。

第一个“秋”字：黑天白天的温差太大（白天38度-40度，晚间18度-22度左右），经过跟踪观

察、试验发现，当温差超过18度-22度时，大面积玉米没法正常生长，本发明把水喷洒到空中

变成细雨点，提高水温，解决第一人秋字问题。第二个“秋”字：内蒙古高原旱风微微刮过来，

把我区所有植物的水分轻轻带走，造成大面积玉米和其它作物大量减产，本发明把水喷洒

到空中变成细雨点，增加田间温度，解决第二个秋字问题。第三个“秋”字：高原风越来越多

了，而且风速加快，使我区大面积玉米上梢和叶片摩擦撞击，造成植物没有光合能力，使植

物损伤严重，没能力正常生长，造成严重减产，本发明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落在植

物叶片和茎杆上，显著提高玉米上梢和叶片的抗风和耐摩擦撞击能力，解决第三个秋字问

题。第四个“秋”字：到9月20左右，秋天夜间冷凉风吹来，严重时直接变成霜，直接影响当年

产量；本发明采用明显高于同季地表水温的10多度的井水，进行喷灌，能显著提高田间气

温，避免晚熟作物霜冻灾害。四个“秋”字是本申请发明人所在区自然现象，造成大面积玉米

亩产一直在1400斤-1700斤没有突破。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正好解决四个“秋”字问题，使玉

米在原产量基础上，亩再增产400斤-800斤。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具有正常播种浇出苗水时，埋在地下

的喷灌管道就能化冻灌溉使用，喷灌质量好，效率高，省水工，并且埋在地下的喷灌管道冬

季也不会冻坏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机头部分的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整

机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所示，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包括用于向下延接潜水泵机井输出管的竖管1，竖

管1上端通连两端封堵的横长管型分水箱2，分水箱2的两长侧边分别通连中间调节阀3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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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间调节阀31两边对称的两边调节阀32，分水箱2的两短侧端通连对称的两端调节阀33，

中间调节阀31和两边调节阀32分别进一步通连与分水箱2长轴垂直的浅埋横主管4，每根浅

埋横主管4至少通过四通和三通对称通连至少两道相邻间隔的浅埋纵分管5，两端调节阀33

分别通连浅埋纵主管6，浅埋纵主管6端通过三通对称通连与浅埋纵分管5端对应的浅埋端

横分管7；浅埋纵分管5和浅埋端横分管7分别间隔均匀通连伸出地面，上端带喷头的喷灌立

管8，浅埋端横分管7在浅埋纵分管5端纵向间隔相对处，设置上端带喷头的端喷灌立管8；喷

灌立管8的纵向相邻间距小于相邻浅埋纵分管5之间的行距。所有喷灌立管8在本发明浅埋

式喷灌机设置的地面上间隔均匀分布，并且，喷灌立管8的纵向相邻间距小于相邻浅埋纵分

管5之间的行距。喷灌立管8的纵向相邻间距为18米，相邻浅埋纵分管5之间的行距为20米。

所有浅埋管都是PE配方防冻管材。喷头为能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的A型20式喷头。浅

埋管上的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以提高地温。浅埋管上的地表覆盖黑土层，以提高地温，并

且在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进一步提高地温。横长型分水箱是两端封堵的横长管型分水箱，

横长管为横长圆管。每个调节阀前或后都分别串接有流量计。

[0019] 所述浅埋是指浅埋管与地面之间的距离为40厘米或小于40厘米。浅埋管与地面之

间的距离小于40厘米是：浅埋管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为40厘米，在浅埋管上方挖有沿浅埋

管走向的浅埋管上沟槽，用于减少浅埋管的埋深。浅埋管上方沟槽深度为5-15厘米。浅埋管

上方沟槽深度为7-10厘米。浅埋纵分管及其浅埋管上方沟槽为东西走向。分水箱向上通连

防冻剂加注调节阀，防冻剂加注调节阀向上连接防冻剂加注槽或加注罐。所述防冻剂为尿

素或尿素水溶液。在最后一次喷灌后，加注后，通过潜水泵加压注入浅埋管道，用于降低浅

埋管道里水的冻结温度。加注槽或加注罐还可以用于加注施用的水溶肥，或水溶或水混合

型农药。各调节阀前或后分别串接流量计，并且分别在各自流量计上标记各调节阀所调喷

灌分管路的容积。

[0020] 喷灌立管8在相邻浅埋纵分管5上纵向错位分布，浅埋端横分管7上设置与浅埋纵

分管5端纵向错位喷灌立管8相对应的纵向错位端喷灌立管8。与浅埋主横管4通连的所有道

浅埋纵分管5上都设置2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8，一浅埋纵分管5的上长半段设置N个等间距

喷灌立管8，与之对应的下短半段设置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8；与之相邻道的浅埋纵分管5

的上短半段设置N-1个等间距喷灌立管8，与之对应的下长半段设置N个等间距喷灌立管8，

浅埋端横分管7上设置与浅埋纵分管5端所述纵向错位喷灌立管8相对应的纵向错位端喷灌

立管8。浅埋端横分管7上设置间隔浅埋纵分管行距的端喷灌立管8，并且依次交替设置与浅

埋纵分管5的长半段端部喷灌立管8纵向间隔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7直连的端喷灌立管8和

与浅埋纵分管5的短半段端部喷灌立管8纵向间隔对应的浅埋端横分管7通过纵延管80间接

相连的端喷灌立管8。

[0021] 分水箱2的两长侧边分别通过侧伸管3连接中间调节阀31和两边调节阀32；中间调

节阀31连接的中间浅埋横主管4和两边调节阀32连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4分别通过三通和

至少一个四通对称通连至少两道依次自远至近相邻间隔的浅埋纵分管5。中间调节阀31连

接的中间浅埋横主管4长度大于连接中间调节阀两侧紧相邻的两边调节阀32的两边浅埋横

主管4长度，离中间调节阀31越远的两边调节阀32连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4长度越短，例如，

与中间调节阀31间隔相邻的两边端调节阀32连接的两边端浅埋横主管4长度小于与中间调

节阀31直接相邻的两边紧相邻调节阀连接的两边浅埋横主管4长度。并且相对称或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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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浅埋横主管中，一根长度大于另一根长度。

[0022] 连接中间调节阀31的中间侧伸管3长度大于连接两边调节阀32的两边侧伸管3长

度，离中间调节阀31越远的两边调节阀32连接的两边侧伸管3长度越短。例如，与中间调节

阀31间隔相邻的两边端调节阀连接的两边侧伸管3长度小于与中间调节阀31直接相邻的两

边紧相邻调节阀连接的两边侧伸管3长度。分水箱2的两长侧边和短侧边分别通连侧伸管3

和端伸管30，侧伸管3分别通过兰盘通连中间调节阀31和两边调节阀32，端伸管30通过兰盘

通连两端调节阀33，中间调节阀31和两边调节阀32及两端调节阀33再分别通过兰盘通连浅

埋横主管4及浅埋纵主管6。浅埋管上沟槽上面在早春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或者覆盖黑土

层，以加速提高地温。优选浅埋管上沟槽上面覆盖黑土层，再在早春地表化冻后，覆盖地膜，

以加速提高地温。侧伸管和端伸管上设置流量计。

[0023] 本发明是200亩地中间一眼机井，总阀设在井口上不大扡方，在井房内打开阀门二

天浇灌200亩地，能搬动阀人就能浇；在副管设有出水口，出水口上接立杆，立杆上口接A型

20式喷头，喷出雨点细小不产生明流，不损害，秧苗。地埋出水口行距20米，喷头间距18米，

一套喷灌机打开可控26亩至30亩，14小时可浇7垡一人完成。喷雾头能以大雨，中雨，小雨细

雨，喷雾状这几种喷出。这分水箱设有流量调节后能产生大，中，小，细小雨点，还可喷药，施

肥。寿命长，使用方便。主要特点：1.节水：按亩用水量计算，每亩节省地下水46%。2.省工：一

次投入，安装简便，不需要每年更换。同时实现化肥、农药同步喷灌，有效地节省了劳动力。

3.高效：一人多井一次操作1000亩，节省人工。4.增产：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可以控制喷水

量，保持土壤疏松透气，同时冲掉叶面上的尘土，保证叶面更充分的进行光合作用，从而有

利于增长，达到增产。5.适应性强：不受地形限制适用于各类地形，不管面积大小、坡地、起

伏不平、有无形状规则、有无障碍物，都可以安装。

[0024] 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埋地管道浅，相对于深埋春天温升快，能及早熔化，使用水温

显著高于同季节地表水温的井水，更有利于化冻，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提高水温，

落在植物叶片和茎杆上，解决上旱、秋凉问题。并解决四个“秋”字问题：中伏中期就是立秋。

第一个“秋”字：黑天白天的温差太大（白天38度-40度，晚间18度-22度左右），经过跟踪观

察、试验发现，当温差超过18度-22度时，大面积玉米没法正常生长，本发明把水喷洒到空中

变成细雨点，提高水温，解决第一人秋字问题。第二个“秋”字：内蒙古高原旱风微微刮过来，

把我区所有植物的水分轻轻带走，造成大面积玉米和其它作物大量减产，本发明把水喷洒

到空中变成细雨点，增加田间温度，解决第二个秋字问题。第三个“秋”字：高原风越来越多

了，而且风速加快，使我区大面积玉米上梢和叶片摩擦撞击，造成植物没有光合能力，使植

物损伤严重，没能力正常生长，造成严重减产，本发明把水喷洒到空中变成细雨点，落在植

物叶片和茎杆上，显著提高玉米上梢和叶片的抗风和耐摩擦撞击能力，解决第三个秋字问

题。第四个“秋”字：到9月20左右，秋天夜间冷凉风吹来，严重时直接变成霜，直接影响当年

产量；本发明采用明显高于同季地表水温的10多度的井水，进行喷灌，能显著提高田间气

温，避免晚熟作物霜冻灾害。四个“秋”字是本申请发明人所在区自然现象，造成大面积玉米

亩产一直在1400斤-1700斤没有突破。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正好解决四个“秋”字问题，使玉

米在原产量基础上，亩再增产400斤-800斤。

[0025] 总之，本发明浅埋式喷灌机具有正常播种浇出苗水时，埋在地下的喷灌管道就能

化冻灌溉使用，喷灌质量好，效率高，省水工，并且埋在地下的喷灌管道冬季也不会冻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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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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