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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

灌系统，适用于农田水循环土层厚度较薄、旱涝

频繁、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降雨再分配以填洼

与地表径流为主的农田地区，包括集蓄装置、排

水装置、节灌装置及太阳能供电装置。本发明能

够有效提高天然降水资源的利用率与节水灌溉

的自动化水平，具有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特

点，尤其适用于农田水循环土层厚度较薄、旱涝

频繁、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降雨再分配以填洼

与地表径流为主的农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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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适用于农田水循环土层厚度较薄、旱涝频繁、

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降雨再分配以填洼与地表径流为主的农田地区，包括集蓄装置、排水

装置、节灌装置及太阳能供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集蓄装置包括水平铺设在地下的承接管网，此承接管网包括多排相互水平平行设

置的承接管（1），各平行承接管（1）之间通过一根与之垂直设置的水平承接管（1）相互连通，

所有承接管（1）两端端部均设置为盲管，且在每根平行设置的承接管（1）顶部管壁上设置有

若干呈品字形分布的集雨开孔（2），每一集雨开孔（2）上均包裹覆盖有透水无纺土工布（3），

透水无纺土工布（3）上方设置有延伸至地表的反滤层（4）；在每一根平行设置的承接管（1）

上均间隔设置至少一组向下延伸的竖管（5），不同竖管（5）的底端通过管路相互连通，承接

管（1）与竖管（5）之间通过三通连通；

所述排水装置的组成结构为：至少一根承接管（1）最边缘的一个竖管（5）高出所述承接

管（1）3-8cm，在此竖管（5）的顶端或者上部侧壁上设置有排水孔（7），此排水孔（7）通过排水

管路接通至附近的排水沟；

所述反滤层（4）自上向下依次包含粗砂层（41）、小石子层（42）、大石子层（43），且粗砂

层厚度:小石子层厚度:大石子层厚度为1:1:（1-2）；所述粗砂层（41）中粗砂的粒径为0.5-

3mm、小石子层（42）中小石子的粒径为3-12mm、大石子层（43）中大石子的粒径为10-5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灌装置

包括提水装置（8）和与提水装置（8）连通的输配水管网（9），所述提水装置（8）的提水末端设

置在所述任一竖管（5）底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能供

电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太阳能板（10）、充电控制器（11）和蓄电装置（12），此蓄电装置（12）

与所述节灌装置的提水装置（8）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接管网

铺设在地下30-40cm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雨开孔

（2）的单孔直径2-3cm，开孔密度为80-120个/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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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田雨水集流节水灌溉装置系统，特别适用于农田水循环土层厚

度较薄、旱涝频繁、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降雨再分配以填洼与地表径流为主的农田地区。

背景技术

[0002] 雨水集蓄利用是水资源开发利用最早的方式，早在4000年前的中东、南阿拉伯以

及北非等地区就出现了将收集的雨水用于生活、生产等的雨水集蓄系统。在20世纪上半叶，

由于江河开发和地下水供水技术的飞速发展，雨水集蓄技术除在少数缺水地区利用外已被

人们所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世界水资源日益紧缺，同时低成本的水源工程也几

乎都已开发，以供水为目的的雨水集蓄系统得到了迅速发展，雨水利用范围也从生活用水

向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方面扩展。1982年6月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第1届雨水集流利用国际

会议和1980年11月联合国在第35届大会上提出的“联合国1981—1990年国际饮水供应和环

境卫生十年”，共同推动了雨水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东南亚的尼泊尔、印度、泰国，非洲

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多种技术开发

和利用雨水。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开发利用雨水资源，如甘肃省实施的“121雨水集

流工程”、内蒙古实施的“112集雨节水灌溉工程”、宁夏实施的“窖水工程”、陕西实施的“甘

露工程”等都促进了我国雨水集蓄措施的研究和应用，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1995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国际雨水集流系统大会”，1998年9月在徐州召

开了“国际雨水利用学术会议暨中国第二届雨水大会”，这两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雨

水利用研究和示范工作。

[0003] 总之，雨水集流利用已经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包括干旱缺水的发展中国家和供水

比较充足的发达国家，但目前还基本处于以民间方式利用的阶段，主要集中用于解决农村

与小城镇的人畜饮用水问题，如何更好地发挥雨水集蓄在农业生产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是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各国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特别适用

于农田水循环土层厚度较薄、旱涝频繁、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降雨再分配以填洼与地表径

流为主的农田地区。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适用于农田水循环土层厚度较薄、旱涝频

繁、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降雨再分配以填洼与地表径流为主的农田地区，包括集蓄装置、

排水装置、节灌装置及太阳能供电装置；

[0007] 所述集蓄装置包括水平铺设在地下的承接管网，此承接管网包括多排相互水平平

行设置的承接管，各平行承接管之间通过一根与之垂直设置的水平承接管相互连通，所有

承接管两端端部均设置为盲管，且在每根平行设置的承接管顶部管壁上设置有若干呈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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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分布的集雨开孔，每一集雨开孔上均包裹覆盖有透水无纺土工布，透水无纺土工布上方

设置有延伸至地表的反滤层；在每一根平行设置的承接管上均间隔设置至少一组向下延伸

的竖管，不同竖管的底端通过管路相互连通，承接管与竖管之间通过三通连通；

[0008] 所述排水装置的组成结构为：至少一根承接管最边缘的一个竖管高出所述承接管

3-8cm，在此竖管的顶端或者上部侧壁上设置有排水孔，此排水孔通过排水管路接通至附近

的排水沟。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节灌装置包括提水装置和与提水装置连通

的输配水管网，所述提水装置的提水末端设置在所述任一竖管底部。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太阳能供电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太阳能

板、充电控制器和蓄电装置，此蓄电装置与所述节灌装置的提水装置电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承接管网铺设在地下30-40cm处。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集雨开孔的单孔直径2-3cm，开孔密度为

80-120个/平米。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反滤层自上向下依次包含粗砂层、小石子

层、大石子层，且粗砂层厚度:小石子层厚度:大石子层厚度为1:1:（1-2）。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粗砂层中粗砂的粒径为0.5-3mm、小石子层

中小石子的粒径为3-12mm、大石子层中大石子的粒径为10-50mm。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面向农业现代化与水资源安全

的需战略求，围绕降水资源利用率低与节水灌溉自动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开展农田雨水集

蓄、排水与节灌系统及方法的研究，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够利用上壁开孔、包裹透水无纺土

工布、铺设反滤层的承接管自动收集农田内天然雨水再分配所形成的地表积水与径流，并

利用手压泵或者电动水泵，通过竖管抽取集蓄在承接管内的雨水，在非雨季节适时进行补

灌，从而提高天然降水资源的利用率与节水灌溉的自动化水平，具有节能、环保、绿色、低碳

的特点。

[0016] 本发明创制的承接管网系统的设计及配套的反滤层装置，是本发明高效实施的重

要保障，能够较好的收集雨水并控制泥沙堵塞现象的出现，是本发明的核心技术改进点之

一；尤其适用于旱涝频繁、农田土壤有效水含量偏低、参与农田水循环的土层厚度较薄、降

雨再分配主要以填洼与地表径流为主的地区，为农业生产提供水资源保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集蓄装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显示集蓄装置的立面结构及排水装置。

[0019] 图3为承接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反滤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节灌装置及太阳能供电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承接管（1）、集雨开孔（2）、透水无纺土工布（3）、反滤层（4）、粗砂层（41）、小

石子层（42）、大石子层（43）、竖管（5）、排水孔（7）、提水装置（8）、输配水管网（9）、太阳能板

（10）、充电控制器（11）、蓄电装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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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农田雨水集蓄、排水及节灌系统

[0024] 参看附图，本发明一个具体实施例的结构中包括集蓄装置、排水装置、节灌装置及

太阳能供电装置；

[0025] 其中的集蓄装置包括水平铺设在地下35cm处的承接管网，此承接管网包括多排相

互水平平行设置的承接管1，各平行承接管1之间通过一根与之垂直设置的水平承接管1相

互连通，所有承接管1两端端部均设置为盲管，且在每根平行设置的承接管1顶部管壁上设

置有若干呈品字形分布的集雨开孔2，集雨开孔2的单孔直径2.5cm，开孔密度为100个/平

米；每一集雨开孔2上均包裹覆盖有透水无纺土工布3，透水无纺土工布（上海盈帆环保材料

有限公司出产的长丝土工布）3上方设置有延伸至地表的反滤层4，反滤层4自上向下依次包

含粗砂层41、小石子层42、大石子层43，且粗砂层厚度:小石子层厚度:大石子层厚度为1:1:

1.5，粗砂层41中粗砂的粒径为0.5-3mm、小石子层42中小石子的粒径为3-12mm、大石子层43

中大石子的粒径为10-50mm；在每一根平行设置的承接管1上均间隔设置多组向下延伸的竖

管5，不同竖管5的底端通过管路相互连通，承接管1与竖管5之间通过三通连通；

[0026] 其中排水装置的组成结构为：至少一根承接管1最边缘的一个竖管5高出所述承接

管5cm，在此竖管5的顶端或者上部侧壁上设置有排水孔7，此排水孔7通过排水管路接通至

附近的排水沟；

[0027] 其中的节灌装置包括提水装置8和与提水装置8连通的输配水管网9，提水装置8的

提水末端设置在任一竖管5底部；多数情况下提水装置8为电动水泵，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手压泵或水桶提水，输配水管网9多数情况下为地表沟渠灌水网，根据实际情况也可采用

为滴灌、渗灌、喷灌系统；

[0028] 其中的太阳能供电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太阳能板10、充电控制器11和蓄电装置

12，此蓄电装置12与节灌装置的提水装置8电连接。

[0029] 实施例2、本发明的应用分析

[0030] 2.1集蓄库容的计算

[0031] 以1公顷（100米×100米）的农田为例，雨季降雨量为200mm-500mm，农田的集流效

率为5%-10%，那么雨季的集流量为100m3-500m3。承接管的直径为80cm，承接管的间距为20

米，那么可以计算出承接管的总长度为600米，库容为314立方米。

[0032] 2.2节水灌溉制度的确定

[0033] 假设节水灌溉的灌水定额为10m3/亩，那么1公顷农田灌一次总共需要150m3水，也

就是说，在雨季将承接管全部蓄满一次，可以在非雨季节为作物提供两次补灌的机会。

[0034] 2.3投资概算

[0035] 承接管以水泥管为例，直径80cm的水泥管单价为100元/米，600米的水泥管需要

6.0万元，加上25根竖管的费用2500元，合计6.25万元。一次投资，多年受益，使用寿命按20

年计算，平均每年的费用为200元左右。

[0036] 上述描述仅作为本发明可实施的技术方案提出，不作为对其技术方案本身的单一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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