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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

(57)摘要

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包括以下具体步

骤：S1、将输水管埋设在农业种植用的地垄内；其

中，输水管的外周面上延着地垄的长度方向均匀

设有多个出水孔，输水管的外周面上设有用于避

免多个出水孔被堵塞的过滤装置；地垄的四周端

面上设有防漏层，地垄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

防渗层、用于安装输水管的储水介质层以及包覆

在储水介质层外侧的土壤层；S2、通过预设在土

壤层中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土壤湿度，得到湿度信

号A；S3、灌溉处理系统获得湿度信号A并控制高

压泵运行；高压泵将储液箱内的液体输送至输水

管用于对种植在土壤层上的蔬菜进行灌溉。本发

明能有效的节约农业种植时灌溉用水，大大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灌溉用水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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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1、将输水管(1)埋设在农业种植用的地垄内；其中，输水管(1)的外周面上延着地垄的

长度方向均匀设有多个出水孔，输水管的外周面上设有用于避免多个出水孔被堵塞的过滤

装置(11)；地垄的四周端面上设有防漏层(24)，地垄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防渗层(21)、

用于安装输水管的储水介质层(22)以及包覆在储水介质层(22)外侧的土壤层(23)；

S2、通过预设在土壤层(23)中的湿度传感器(4)检测土壤湿度，得到湿度信号A；

S3、灌溉处理系统获得湿度信号A并控制高压泵(6)运行；高压泵(6)将储液箱内的液体

输送至输水管(1)用于对种植在土壤层(23)上的蔬菜进行灌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防漏层(24)选用塑料薄

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储水介质层(22)包括蛭

石和沙子。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蛭石和沙子的质量比为

8～11:1～3，蛭石和沙子均过40～60目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灌溉处理系统包括数据

接收模块(51)、转换器(52)、数据处理模块(53)、中央服务器(54)和用于与移动终端(7)通

讯连接的通讯模块(55)；

数据接收模块(51)通信连接湿度传感器(4)，数据接收模块(51)通信连接转换器(52)；

转换器(52)通信连接数据处理模块(53)；数据处理模块(53)通信连接中央服务器(54)；中

央服务器(54)控制连接高压泵(6)，中央服务器(54)与通讯模块(55)通信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检测土壤层

(23)中作物生长需要的大量营养元素的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

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通信连接数据接收模块(51)；其中，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包括

氮含量探测器、磷含量探测器和钾含量探测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移动终端(7)包括手机

端和电脑端。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自然能发电装置

(10)和电源模块(9)；电源模块(9)分别电性连接数据接收模块(51)、转换器(52)、数据处理

模块(53)、中央服务器(54)、通讯模块(55)、湿度传感器和高压泵，电源模块(9)的电流输入

端连接自然能发电装置(10)的电流输出端；其中，自然能发电装置(10)包括太阳能发电组

件和风能发电组件中的一种或多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过滤装置(11)选用滤布

和卡箍；

滤布包覆在输水管(1)外侧；卡箍套设在输水管(1)外侧用于将滤布压紧在输水管(1)

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其特征在于，储液箱内存有的液体

为水或溶有肥料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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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种植业是农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利用植物的生活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

粮食、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的社会生产部门；种植业包括各种农作物、林木、果树、药用

和观赏等植物的栽培；在农业种植蔬菜过程中，需要对蔬菜进行浇水灌溉，传统的灌溉方式

都是通过输水管对蔬菜进行喷水，以为蔬菜提供充足的水，但是对农业种植中的蔬菜等采

用喷水的方式进行灌溉，使得水大量被高温蒸发或挥发，水的利用率大大降低，而且水资源

是宝贵的，长久以往将浪费大量的水资源；为此，本申请中提出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

发明内容

[0003] (一)发明目的

[0004] 为解决背景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本发明

能有效的节约农业种植时灌溉用水，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灌溉用水的流失，且更

加的智能。

[0005] (二)技术方案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07] S1、将输水管埋设在农业种植用的地垄内；其中，输水管的外周面上延着地垄的长

度方向均匀设有多个出水孔，输水管的外周面上设有用于避免多个出水孔被堵塞的过滤装

置；地垄的四周端面上设有防漏层，地垄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防渗层、用于安装输水管

的储水介质层以及包覆在储水介质层外侧的土壤层；

[0008] S2、通过预设在土壤层中的湿度传感器检测土壤湿度，得到湿度信号A；

[0009] S3、灌溉处理系统获得湿度信号A并控制高压泵运行；高压泵将储液箱内的液体输

送至输水管用于对种植在土壤层上的蔬菜进行灌溉。

[0010] 优选的，防漏层选用塑料薄膜。

[0011] 优选的，储水介质层包括蛭石和沙子。

[0012] 优选的，蛭石和沙子的质量比为8～11:1～3，蛭石和沙子均过40～60目筛。

[0013] 优选的，灌溉处理系统包括数据接收模块、转换器、数据处理模块、中央服务器和

用于与移动终端通讯连接的通讯模块；

[0014] 数据接收模块通信连接湿度传感器，数据接收模块通信连接转换器；转换器通信

连接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通信连接中央服务器；中央服务器控制连接高压泵，中央

服务器与通讯模块通信连接。

[0015] 优选的，包括用于检测土壤层中作物生长需要的大量营养元素的营养元素检测模

块；

[0016] 营养元素检测模块通信连接数据接收模块；其中，营养元素检测模块包括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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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磷含量探测器和钾含量探测器。

[0017] 优选的，移动终端包括手机端和电脑端。

[0018] 优选的，包括自然能发电装置和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分别电性连接数据接收模块、

转换器、数据处理模块、中央服务器、通讯模块、湿度传感器和高压泵，电源模块的电流输入

端连接自然能发电装置的电流输出端；其中，自然能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发电组件和风能

发电组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9] 优选的，过滤装置选用滤布和卡箍；

[0020] 滤布包覆在输水管外侧；卡箍套设在输水管外侧用于将滤布压紧在输水管上。

[0021] 优选的，储液箱内存有的液体为水或溶有肥料的水。

[0022]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3] 本发明中，通过将输水管预设在种植蔬菜用的地垄内，当湿度传感器监测到蔬菜

处于的土壤层含水不足时，则需要对蔬菜进行灌溉时，通过高压泵将存放在储液箱内的液

体输送至输水管内，液体从输水管上的出水孔流出，流出的液体先与储水介质层接触，并慢

慢上渗至土壤层与蔬菜的根部接触，通过采用上述方式对蔬菜种植进行灌溉，大大提高水

资源的利用率，大大减少对蔬菜灌溉过程中液体蒸发或挥发的量，更加的节能环保；通过湿

度传感器和灌溉处理系统使得蔬菜种植灌溉更加的智能；

[0024] 通过设置的营养元素检测模块检查土壤层内氮磷钾的含量，当其含量不足时，及

时为蔬菜提供相应的肥料；太阳能或风能发电为用电器元件供电更加的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中地垄和输水管安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的原理框图。

[0028] 附图标记：1、输水管；3、地面；4、湿度传感器；6、高压泵；7、移动终端；8、营养元素

检测模块；9、电源模块；10、自然能发电装置；11、过滤装置；21、防渗层；22、储水介质层；23、

土壤层；24、防漏层；51、数据接收模块；52、转换器；53、数据处理模块；54、中央服务器；55、

通讯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并参

照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发

明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必要地混淆本

发明的概念。

[0030] 如图1-3所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水利节能灌溉工艺，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31] S1、将输水管1埋设在农业种植用的地垄内；地垄用于农业种植蔬菜或者药材等；

[0032] 其中，输水管1的外周面上延着地垄的长度方向均匀设有多个出水孔，输水管的外

周面上设有用于避免多个出水孔被堵塞的过滤装置11；

[0033] 地垄预设在地面3上，且其横截面呈梯形，地垄的四周端面上设有防漏层24，地垄

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防渗层21、用于安装输水管的储水介质层22以及包覆在储水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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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22外侧的土壤层23；

[0034] S2、通过预设在土壤层23中的湿度传感器4检测土壤湿度，得到湿度信号A；

[0035] S3、灌溉处理系统获得湿度信号A并控制高压泵6运行；高压泵6将储液箱内的液体

输送至输水管1用于对种植在土壤层23上的蔬菜进行灌溉。

[0036] 本发明中，通过将输水管预设在种植蔬菜用的地垄内，当湿度传感器4监测到蔬菜

处于的土壤层23含水不足时，则需要对蔬菜进行灌溉时，通过高压泵6将存放在储液箱内的

液体输送至输水管1内，液体从输水管1上的出水孔流出，流出的液体先与储水介质层22接

触，并慢慢上渗至土壤层23与蔬菜的根部接触，通过采用上述方式对蔬菜种植进行灌溉，大

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大大减少对蔬菜灌溉过程中液体蒸发或挥发的量，更加的节能环

保；通过湿度传感器4和灌溉处理系统使得蔬菜种植灌溉更加的智能。

[0037]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防漏层24选用塑料薄膜；将塑料薄膜包覆在土壤层23的

四周，避免土壤层23内的水因地势差快速的流失。

[0038]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储水介质层22包括蛭石和沙子；蛭石吸水性能好，能够存

储大量的水，从而提高对水的存储能力，延长对蔬菜灌溉的周期。

[0039]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蛭石和沙子的质量比为8～11:1～3，蛭石和沙子均过40

～60目筛。

[0040]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灌溉处理系统包括数据接收模块51、转换器52、数据处理

模块53、中央服务器54和用于与移动终端7通讯连接的通讯模块55；

[0041] 数据接收模块51通信连接湿度传感器4，数据接收模块51通信连接转换器52；转换

器52通信连接数据处理模块53；数据处理模块53通信连接中央服务器54；中央服务器54控

制连接高压泵6，中央服务器54与通讯模块55通信连接。

[0042]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包括用于检测土壤层23中作物生长需要的大量营养元素

的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

[0043] 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通信连接数据接收模块51；其中，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包括氮

含量探测器、磷含量探测器和钾含量探测器，通过设置的营养元素检测模块8检查土壤层23

内氮磷钾的含量，当其含量不足时，及时为蔬菜提供相应的肥料。

[0044]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移动终端7包括手机端和电脑端；通过移动终端7接收中

央服务器54接收到的土壤层23的湿度信息以及含氮磷钾元素的含量信息，以让种植人员及

时知晓作出相应的应对。

[0045]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包括自然能发电装置10和电源模块9；电源模块9分别电

性连接数据接收模块51、转换器52、数据处理模块53、中央服务器54、通讯模块55、湿度传感

器和高压泵，电源模块9的电流输入端连接自然能发电装置10的电流输出端；其中，自然能

发电装置10包括太阳能发电组件和风能发电组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6] 太阳能发电组件为利用太阳能进行发电的装置，为现有技术对此并不详细说明，

太阳能发电组件将太阳能转化为能存储在电源模块9内电能以为上述用电器元件供电；

[0047] 风能发电组件为利用自然风能进行发电的装置，为现有技术对此并不详细说明，

风能发电组件将风能转化为能存储在电源模块9内电能以为上述用电器元件供电；使用太

阳能或风能发电更加的节能环保。

[0048]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过滤装置11选用滤布和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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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滤布包覆在输水管1外侧；卡箍套设在输水管1外侧用于将滤布压紧在输水管1上。

[0050]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储液箱内存有的液体为水或溶有肥料的水。

[0051] 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于示例性说明或解释本发明的

原理，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所做的任何

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此外，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旨

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范围和边界、或者这种范围和边界的等同形式内的全部变化和修

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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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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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1194686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