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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

高效栽培方法，本发明所提出的马铃薯高效栽培

方法是主要围绕寒区土壤和气候特性所提出的，

以大垄双行、一管两行滴灌栽培模式为基础，以

实现提高种植密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为目标。考

虑到寒区土壤比较密实，传统滴灌模式结薯空间

小的问题，提出了配套中耕培土农艺措施和相配

套的中耕机具，通过中耕培土，将滴灌带浅埋，构

建浅埋地下滴灌系统，同时解决地表滴灌带在种

植初期易受风力影响位移、易生杂草等问题。滴

灌系统中安装有施肥、加气装置以及中央控制

器、土壤水分采集器、阀门控制器等无线自动化

控制设备，能够进行马铃薯各个生育期自动化水

肥气精量调控。实现了马铃薯种植的自动化控

制，提升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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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应用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

灌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包括：地下滴灌系统、土壤水分采集

器、阀门控制器、无线传输装置、中央控制器和终端；

所述地下滴灌系统包括田间管路系统和首部系统，所述田间管路系统与首部系统连

接，所述田间管路系统包括干管、支管和滴灌带；所述干管与支管通过三通相连，所述支管

与滴灌带通过滴灌带旁通相连；所述首部系统包括：水泵、过滤装置、施肥装置和加气装置；

所述水泵置于井中，水泵从井中将水输送到输水管道，所述过滤装置、施肥装置和加气装置

均并联安装在输水管道上；

所述土壤水分采集器布置在田间的垄台上，与作物在同一条直线上；所述土壤水分采

集器用于将该土壤水分信息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发送到中央控制器；

所述阀门控制器布置在田间灌水小区入口处，阀门控制器接收中央控制器的命令，控

制布置在田间灌水小区入口处的配套电磁阀执行开闭，从而实现灌溉的自动控制；

所述中央控制器是实现滴灌系统自动控制的中枢，用于接收土壤水分采集器的信号，

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向阀门控制器、水泵、加气装置以及施肥装置发送命令，与滴灌系统管理

人员的终端进行通讯以及进行智能决策；

所述中央控制器同时还连接设置在田间的压力传感器，以接收压力传感器采集的信

号；

每个灌水小区设有两部土壤水分采集器，所述土壤水分采集器具有五个探头，根据寒

区马铃薯种植特性，分别检测土层深度为15～18cm，30～33cm，45～48cm，60～63cm，75～

78cm的水分情况，用五个土层含水率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灌水决策的依据；

所述地下滴灌系统的干管采用PE硬管，埋深为40～50cm；田间支管选用可拆卸的移动

式PE软管；滴灌带采用流量小于1.6L/h、抗堵塞、抗虫咬的滴灌带产品，所述滴灌带的铺设

长度大于100m；

所述加气装置用于实现对马铃薯根区的气体调控；所述加气装置采用带有自动控制功

能的微纳米气泡发生器，施肥装置采用施肥机或注肥泵；

包括以下步骤：

(1)马铃薯种植形式为大垄双行、一管两行模式；播种时采用马铃薯大垄双行起垄、播

种、铺管、施肥一体机；播种时，设定的种植参数为：播种深度15～20cm，株距18～20cm，垄台

高度25～30cm，垄顶宽50～60cm，垄底宽100～120cm；

(2)播种后，1～2天在垄台上进行喷洒可降解液体地膜，用于增温保墒，促进作物发芽；

(3)利用中耕培土机在播种后20～25天进行中耕培土，将垄沟中土壤打碎耕松后覆盖

在现有垄台上，垄面覆土的深度为10～15cm，此时附在地表的滴灌带变为了浅埋深度为10

～15cm的浅埋式的滴灌带；

步骤(3)中所述的中耕培土机采用前置动力旋耕，后置覆土部件整形的结构，所述中耕

培土机包括：机架、牵引架、主变速箱、侧变速箱、覆土部件和旋耕刀轴；所述覆土部件采用

曲面结构，覆土部件的下部宽度为90～100cm，上部宽度为40～50cm；所述旋耕刀轴上设有

若干组旋耕刀，每组旋耕刀是由一对刀片组成，所述刀片之间的间距为10cm，每条覆土垄台

需要两组旋耕刀，两组旋耕刀中最近旋耕刀片之间的间距为50cm；所述中耕培土机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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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为悬挂式；配套动力为80～130kw；工作幅度为3300～3500mm；作业行数为3行；行距为

1100～1200mm；作业效率为1.2～1.6公顷/小时；作业速度为4.0～6.0km/h；

(4)根据寒区的气候特性，利用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对马铃薯

进行水肥气一体化调控；

步骤(4)中水肥气一体化调控具体包括：

①灌水管理方案

发棵期：灌水下限：65～70％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75～80％田间持水量；

旺张前期：灌水下限：70～75％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80～85％田间持水量；

旺张中期：灌水下限：75～80％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85～90％田间持水量；

结薯期：灌水下限：80～85％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95～100％田间持水量；

②施肥管理方案

本栽培方法中，采用施肥策略为“轻底肥、重追肥”，马铃薯底肥通过所述马铃薯大垄双

行起垄、播种、铺管、施肥一体机施入，所述底肥采用马铃薯专用复合肥N:P:K＝15:10:20，

施用量为30～50kg每亩；追肥随水施入，选用可溶性的肥料，具体追肥方案如下：

发棵期：施肥1次，亩施氮素1.4～1.9kg；

旺张前期：施肥1次，亩施氮素1.4～1.9kg；

旺张中期：施肥1～2次，每次亩施氮素0.5～0.9kg，亩施钾素2.6～3.1kg，亩施磷素0.5

～0.9kg；

结薯期：施肥3～4次，每次亩施氮素0.5～0.9kg，亩施钾素2.6～3.1kg，亩施磷素0.5～

0.9kg；

③加气管理方案

利用加气装置将水气混合液通过滴头缓慢渗入到作物根系周围的土壤中，所加气体为

空气，全生育期的溶氧浓度为8～10mg/L；

步骤(4)中将所述灌水管理方案编入到中央控制器中，实现自动控制灌水和灌水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

述液体地膜采用降解时间为20～30天的液体地膜。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为了降低生产

成本、降低污染风险，在马铃薯收获后采用滴灌带回收机，对滴灌带进行回收处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控制

器同时还连接设置在田间的溶氧传感器、EC/pH传感器，以接收溶氧传感器、EC/pH传感器采

集的信号，以帮助滴灌系统管理人员监测系统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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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特别是一种配合有自动化控

制、中耕覆土与水肥气一体调控的滴灌马铃薯栽培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马铃薯是我国第四大粮食作物之一，目前，我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在500万公顷以

上，主要分布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区，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1/4左右,据有关资料统计，

我国已成为马铃薯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我国寒区耕地是马铃薯种植的主要区域，其马铃

薯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2万公顷。季节性干旱及严重的寒区水土水资源短缺形势时刻威胁

着马铃薯生产安全、农民致富，所以发展节水、高产、高效型寒区马铃薯栽培方法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3] 滴灌是目前最具前景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其借助全管道化系统可精量、适时、适

量地直接向作物根区供水，并能有效集成农艺、农机、信息、管理等手段，成为现代节水高效

农业生产技术平台之一，具有靶向供给(灌水、施肥、供药等)、节约成本(节水、节能、节地、

节肥等)、高效环保(劳动效率高、增产幅度大、环境友好等)、易于控制(机械化、自动化)等

多重特点，已在多种作物节水高效栽培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专利号为CN201410506337.X

的发明提出的马铃薯高效栽培方法，该发明提出了膜下滴灌条件下大垄双行的种植模式，

但是播种腹膜后再进行中耕覆土，将会造成地膜浪费和土壤污染，同时地膜覆盖阻碍了根

部与大气之间的气体流通，造成膜下氧气的浓度过低，从而抑制了根部的有氧呼吸，影响马

铃薯的正常生长。专利号为CN201610061642.1的发明提出的一种马铃薯高垄密植全膜滴灌

免耕栽培方法，该发明提高了马铃薯的种植的密度，但对于具有一定降雨量的寒区而言，这

种全膜的栽培方式并没有解决对降雨利用率低的问题。而对于黑龙江等高寒地区，土壤具

有有机质含量较高、腐殖质层也厚、土壤团粒结构较好、植物营养元素含量较高等优点，已

成为我国高品质马铃薯的重要产区。但由于寒区土壤密实、干容重较大，水分在土壤中的运

移和入渗能力较差，灌溉水和雨水的利用率不高，土壤易结块，透气性较差，又对马铃薯不

利。在该种类型区采用地面滴灌，会产生水分入渗速度慢、水分蒸发浪费严重、滴灌带位置

不易固定等问题，同时也会由于滴灌带附近水肥充足，易导致杂草丛生。膜下滴灌技术在马

铃薯主要种植区取得了较大的推广面积，但对于降雨量相对适中的寒区而言，雨水利用率

不高、种子埋深浅、马铃薯块茎容易露出地面等问题，也容易造成较低的产量。为此，本发明

综合考虑寒区的特点，提出了适宜的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所提出的马铃薯高效栽培方法是主要围绕寒

区土壤和气候特性所提出的，以大垄双行、一管两行滴灌栽培模式为基础，以实现提高种植

密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为目标。考虑到寒区土壤比较密实，传统滴灌模式结薯空间小的问

题，提出了配套中耕培土农艺措施和相配套的中耕机具，通过中耕培土，将滴灌带浅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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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浅埋地下滴灌系统，同时解决地表滴灌带在种植初期易受风力影响位移、易生杂草等问

题。滴灌系统中安装有施肥、加气装置以及中央控制器、土壤水分采集器、阀门控制器等无

线自动化控制设备，能够进行马铃薯各个生育期自动化水肥气精量调控。

[0005] (1)综合运用自动控制技术与作物根区水肥气调控技术，结合中耕覆土农机农艺

措施，构建了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解决了目前滴灌技术在寒区适应性

较差的问题，为寒区马铃薯节水高效栽培提供了解决方案。

[0006] (2)提出一种与(1)中栽培方法相适应的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

系统与构建方法，利用该系统可实现对马铃薯根区水肥气的自动控制和精准调节，改善了

作物根系生境，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产量。

[0007] (3)提出与(1)中所构建栽培方法相适应的中耕覆土农艺措施和配套机具，将滴灌

技术与动力中耕技术相结合，将地表滴灌变为浅埋地下滴灌，解决了寒区土壤密实、滴灌种

植结薯空间小等问题。

[0008] (4)提出了一种与(2)中所述调控系统相配套的调控方法与调控阈值。实现以土壤

水分数据为指标进行自动控制，提出了对应的控制方法与阈值，实现了马铃薯种植的自动

化控制，提升了生产效率。

[0009]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包括：地下滴灌系统、土壤水分

采集器、阀门控制器、无线传输装置、中央控制器和终端；

[0011] 所述地下滴灌系统包括田间管路系统和首部系统，所述田间管路系统与首部系统

连接，所述田间管路系统包括干管、支管和滴灌带；所述干管与支管通过三通相连，所述支

管与滴灌带通过滴灌带旁通相连；所述首部系统包括：水泵、过滤装置、施肥装置和加气装

置；所述水泵置于井中，水泵从井中将水输送到输水管道，所述的过滤装置、施肥装置和加

气装置均并联安装在输水管道上；

[0012] 所述土壤水分采集器布置在田间的垄台上，与作物在同一条直线上；所述土壤水

分采集器用于将该土壤水分信息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发送到中央控制器；

[0013] 所述阀门控制器布置在田间灌水小区入口处，阀门控制器接收中央控制器的命

令，控制布置在田间灌水小区入口处的配套电磁阀执行开闭，从而实现灌溉的自动控制；

[0014] 所述中央控制器是实现滴灌系统自动控制的中枢，用于接收土壤水分采集器的信

号，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向阀门控制器、水泵、加气装置以及施肥装置发送命令，与滴灌系统

管理人员的终端进行通讯以及进行智能决策。

[001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地下滴灌系统的主干道(干管)采用抗冻性较好的PE硬

管，埋深为40～50cm；田间支管选用可拆卸的移动式PE软管；滴灌带(毛管)采用小流量(流

量小于1.6L/h)、长毛管(铺设长度大于100m)、抗堵塞、抗虫咬的滴灌带产品。

[0016]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加气装置用于实现对马铃薯根区的气体调控；所述加

气装置优选采用带有自动控制功能的微纳米气泡发生器，施肥装置优选采用施肥机或注肥

泵。

[0017]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所述中央控制器同时还可以连接设置在田间的溶氧传感

器、EC/pH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设备，以接收溶氧传感器、EC/pH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设备

采集的信号，以帮助滴灌系统管理人员监测系统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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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每个灌水小区设有两部土壤水分采集器，所述土壤水分采

集器具有五个探头，根据寒区马铃薯种植特性，分别检测土层深度为15～18cm，30～33cm，

45～48cm，60～63cm，75～78cm的水分情况，用五个土层含水率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灌水决策

的依据。由于寒区在马铃薯发芽期气温较低，在马铃薯发芽期不需要灌溉，所以土壤水分采

集器的布置时间选择在中耕培土时，这样不存在拆卸的麻烦。

[0019] 同时，本发明也提出了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的调控方法，

具体过程为：当土壤水分采集器检测到土壤水分达到该生育期的灌水下限时，信息通过无

线传输装置发送到中央控制器，由中央控制器转送到滴灌系统管理人员的终端(例如手

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该生育期对肥料的需求状况，做出灌溉、施肥、加气决策，当需要灌

溉、施肥、加气时，用户通过终端向中央控制器发送指令，控制首部系统中的水泵、施肥装

置、加气装置等装置，进行定量的灌溉、施肥、加气操作，同时中央控制器向阀门控制器发送

信号，电磁阀启动，执行灌溉、施肥、加气等操作。当达到灌水要求时，土壤水分采集器会发

射停止信号到中央控制器，中央控制器向电磁控制器、水泵发射关闭信号，从而系统停止工

作。

[0020] 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应用上述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

调控滴灌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马铃薯种植形式为大垄双行、一管两行模式，即在一条垄上种植两行马铃薯，

滴灌带布置在两行马铃薯中间的垄台上；播种时优选采用马铃薯大垄双行起垄、播种、铺

管、施肥一体机；播种时，设定的种植参数为：播种深度15～20cm，株距18～20cm，垄台高度

25～30cm，垄顶宽50～60cm，垄底宽100～120cm；

[0022] (2)播种后，1～2天在垄台上进行喷洒可降解液体地膜，用于增温保墒，促进作物

发芽；

[0023] (3)利用中耕培土机在播种后20～25天进行中耕培土，其形式为将垄沟中土壤打

碎耕松后覆盖在现有垄台上，垄面覆土的深度为10～15cm，此时附在地表的滴灌带变为了

浅埋深度为10～15cm的浅埋式的滴灌带；

[0024] (4)根据寒区的气候特性，利用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对马

铃薯进行水肥气一体化调控。

[002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步骤(4)中水肥气一体化调控具体包括：

[0026] ①灌水管理方案

[0027] 发棵期：灌水下限：65～70％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75～80％田间持水量；

[0028] 旺张前期：灌水下限：70～75％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80～85％田间持水量；

[0029] 旺张中期：灌水下限：75～80％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85～90％田间持水量；

[0030] 结薯期：灌水下限：80～85％田间持水量，灌水上限：95～100％田间持水量；

[0031] ②施肥管理方案

[0032] 本栽培方法中，采用施肥策略为“轻底肥、重追肥”，马铃薯底肥通过所述马铃薯大

垄双行起垄、播种、铺管、施肥一体机施入，优选采用马铃薯专用复合肥(N：P：K＝15：10：

20)，施用量为30～50kg每亩；追肥随水施入，选用可溶性较高的肥料，具体追肥方案如下：

[0033] 发棵期：施肥1次，亩施氮素1.4～1.9kg；

[0034] 旺张前期：施肥1次，亩施氮素1.4～1.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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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旺张中期：施肥1～2次，每次亩施氮素0.5～0.9kg，亩施钾素

[0036] 2.6～3.1kg，亩施磷素0.5～0.9kg；

[0037] 结薯期：施肥3～4次，每次亩施氮素0.5～0.9kg，亩施钾素

[0038] 2.6～3.1kg，亩施磷素0.5～0.9kg；

[0039] ③加气管理方案

[0040] 利用加气装置将水气混合液通过滴头缓慢渗入到作物根系周围的土壤中，所加气

体为空气，全生育期的溶氧浓度为8～10mg/L。

[0041]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步骤(2)中所述液体地膜优选采用降解时间为20～30天的

液体地膜。

[0042]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步骤(3)中所述的中耕培土机采用前置动力旋耕，后置覆土

部件整形的结构。所述中耕培土机包括：机架、牵引架、主变速箱、侧变速箱、覆土部件、旋耕

刀轴等部件；所述覆土部件采用与市面上普通的中耕培土机一样的设计，只是在尺寸上有

所差异，所述覆土部件采用曲面结构，覆土部件的下部宽度为90～100cm，上部宽度为40～

50cm；所述旋耕刀轴上设有若干组旋耕刀，每组旋耕刀是由一对刀片组成，所述刀片之间的

间距为10cm，每条覆土垄台需要两组旋耕刀，两组旋耕刀中最近旋耕刀片之间的间距为

50cm；所述中耕培土机的主要技术指标：配套形式为悬挂式；配套动力为80～130kw；工作幅

度为3300～3500mm；作业行数为3行；行距为1100～1200mm；作业效率为1.2～1.6公顷/小

时；作业速度为4.0～6.0km/h。

[0043] 该中耕培土机作业时，首先由牵引架与拖拉机后悬架连接，实现机械的升降，旋耕

刀轴由拖拉机提供动力实现高速旋转，旋耕刀插入垄沟底层对土壤进行旋耕松土作业，并

且同时除草。覆土部件与机架相连接，随着机组的前行，旋耕后的土壤通过覆土部件翻扣垄

上，实现覆土工作，使其垄形饱满，以满足马铃薯根部生长空间和相对疏松环境的要求。所

述中耕培土机可以用来疏松土壤，培土和除草等。

[0044]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步骤(4)中将所述灌水管理方案编入到中央控制器中，实现

自动控制灌水和灌水量。

[0045]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污染风险，在马铃薯收获后采用滴

灌带回收机，对滴灌带进行回收处理。

[0046] 本发明(1)提出一种寒区马铃薯滴灌节水高效栽培方法，该栽培方法可以解决寒

区土壤和气候特性对滴灌高效节水技术结合程度较差的问题。在搭配中耕培土的滴灌条件

下，寒区马铃薯种植能够提高灌溉水和雨水的利用率，提高了种植密度，实现节水增产的目

标。

[0047] (2)提出一种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与方法，利用该系统可

以做到对马铃薯水肥气的自动控制和精准调节，从而营造一种适合作物根系和块茎生长发

育的土壤环境。

[0048] (3)提出与(2)中所构建的地下滴灌系统相匹配的动力中耕培土技术和配套机具。

利用该项技术不仅增大马铃薯的覆土深度和疏松的马铃薯根部的土壤，解决了寒区土壤密

实、硬度大的等问题，而且将地表滴灌变为地下滴灌，从而促进水肥气调控体的形成。

[0049] (4)提出了一种与(2)中所述地下滴灌系统相配套的调控方法与调控阈值。此系统

的调控方法可以对田间墒情进行适时的监测，将田间土壤水分信息发送到中央控制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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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央控制器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发送到手机终端中，最后通过手机终端做出灌水、施肥、加

气决策，进而实现自动化。而调控阈值可以对灌水量、施肥量精准控制，以避免水肥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50] 本发明有如下附图：

[0051] 图1本发明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结构图。

[0052] 图2马铃薯种植示意图。

[0053] 图3中耕培土前、后垄台结构变化示意图。

[0054] 图4中耕培土机结构图一。

[0055] 图5中耕培土机结构图二。

[0056] 图6旋耕刀轴结构图。

[0057] 其中，1、机架，2、主变速箱，3、牵引架，4、旋耕刀轴，5、侧变速箱，6、覆土部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58] 以下结合附图1-6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9] 本发明所提出的马铃薯高效栽培方法是主要围绕寒区土壤和气候特性所提出的，

以大垄双行、一管两行滴灌栽培模式为基础，以实现提种植密度，提高土地利用率目标。考

虑到寒区土壤比较密实，传统滴灌模式结薯空间小的问题，提出了配套中耕培土农艺措施

和相配套的中耕培土机具，通过中耕培土，将滴灌带浅埋，构建浅埋地下滴灌系统，同时解

决地表滴灌带在种植初期易受风力影响位移、易生杂草等问题。滴灌系统中安装有施肥、加

气装置以及中央控制器、土壤水分采集器、阀门控制器等无线自动化控制设备，能够进行马

铃薯各个生育期自动化水肥气精量调控。

[0060] (1)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与方法

[0061] 该马铃薯根区水肥气微生境精准调控滴灌系统(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带有加气

与施肥装置的地下滴灌系统、控制整个系统的中央控制器、设置在田间的土壤水分采集器、

控制田间出水的阀门控制器等。

[0062] ①地下滴灌系统

[0063] 所述地下滴灌系统包括田间管路系统和首部系统，由于寒区的气候特征，寒区马

铃薯采用一年一茬的种植方式，为了提高滴灌系统中管线的重复利用率，滴灌系统的主干

道采用抗冻性较好的PE硬管，埋深为40～50cm；田间支管选用可拆卸的移动式PE软管；毛管

采用小流量(流量小于1.6L/h)、长毛管(铺设长度大于100m)、抗堵塞、抗虫咬的滴灌带产

品，布设方式采用一管两行，铺设在垄台中间。铺设时优选采用起垄、播种、铺管、施肥一体

机，在播种后，滴灌带为地表布设，在播种后20-25天，采取本发明的中耕覆土农艺措施，对

滴灌带实施10-15cm浅埋，此时转变为地下浅埋滴灌带。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污染风险，

在马铃薯收获后优选采用滴灌带回收机，对滴灌带进行回收处理。

[0064] 首部系统包括：水泵、过滤装置、施肥装置和加气装置。其中加气装置并联在首部

系统中，优选采用带有自动控制功能的微纳米气泡发生器作为加气装置，用于实现对马铃

薯根区的气体调控；施肥装置优选采用施肥机或注肥泵。本系统可以通过对根区水、肥、气

的一体化调控，达到改善马铃薯根区生长环境，增加作物产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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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②中央控制器

[0066] 中央控制器是实现所述调控滴灌系统自动控制的中枢，用于接收土壤水分采集器

信号，向阀门控制器、水泵、加气装置以及施肥装置发送命令，与滴灌系统管理人员的手机

终端进行通讯以及进行智能决策。其中，中央控制器与上述模块的通讯均以无线通讯的形

式进行。该中央控制器同时还可以连接溶氧传感器、EC/pH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设备，以帮

助滴灌系统管理人员监测系统工作状态。

[0067] ③土壤水分采集器

[0068] 土壤水分采集器布置在田间，优选每个灌水小区设有两部土壤水分采集器，布置

在垄台上，与作物在同一条直线上。所述土壤水分采集器具有五个探头，分别检测不同土层

深度的水分情况，根据寒区马铃薯种植特性，检测土层深度为15～18cm，30～33cm，45～

48cm，60～63cm，75～78cm的水分情况，用五个土层含水率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灌水决策的依

据，将该土壤水分信息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发送到用户手机终端。由于寒区在马铃薯发芽期

气温较低，在该时期不需要灌溉，所以土壤水分采集器的布置时间选择在中耕培土时，这样

不存在拆卸的麻烦。

[0069] ④阀门控制器

[0070] 阀门控制器与配套电磁阀布置在田间灌水小区入口处。阀门控制器接收中央控制

器的命令，控制配套电磁阀执行开闭，从而实现灌溉的自动控制。

[0071] 同时，本发明也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方法，具体过程为：当土壤水分采集器检测到土

壤水分达到该生育期的灌水下限时，信息通过无线传输装置发送到中央控制器，由中央控

制器转送到滴灌系统管理人员的手机终端，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该生育期对肥料的需求状

况，做出灌溉、施肥、加气决策，当需要灌溉、施肥、加气时，用户通过手机终端向中央控制器

发送指令，控制首部系统中的水泵、施肥、加气等装置，进行定量的施肥、加气操作，同时中

央控制器向阀门控制器发送信号，配套电磁阀启动，执行灌溉、施肥、加气等操作。当达到灌

水要求时，土壤水分采集器会发射停止信号到中央控制器，中央控制器向电磁控制器、水泵

发射关闭信号，从而系统停止工作。

[0072] (2)地下滴灌形成的中耕覆土方法及配套机具

[0073] 本发明所提出的栽培方法中的马铃薯种植形式为大垄双行、一管两行模式，即在

一条垄上种植两行马铃薯，滴灌带布置在两行马铃薯中间的垄台上。

[0074] 播种时优选采用马铃薯大垄双行起垄、播种、铺管、施肥一体机。播种时，设定的种

植参数为：播种深度15～20cm，株距18～20cm，垄台高度25～30cm，垄顶宽50～60cm，垄底宽

100～120cm。播种后，1～2天在垄台上进行喷洒可降解液体地膜，用于增温保墒，促进作物

发芽，优选采用降解时间为20～30天的液体地膜。

[0075] 为解决寒区土壤密实、硬度大、滴灌种植结薯空间小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中

耕覆土的农艺措施，利用中耕培土机在播种后20～25天进行中耕培土，其形式为将垄沟中

土壤打碎耕松后覆盖在现有垄台上，垄面覆土的深度为10～15cm，此时附在地表的滴灌带

变为了浅埋深度为10～15cm的浅埋式的滴灌带，具体形状尺寸见图3。

[0076] 为实现上述中耕培土农艺，本发明提出了配套的中耕培土机具(如图4和5所示)，

该机具是由：机架1、牵引架3、主变速箱2、侧变速箱5、覆土部件6、旋耕刀轴4(如图6所示)等

部件组成。采用前置动力旋耕，后置覆土部件6整形的结构。覆土部件6采用与市面上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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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耕培土机一样的设计，只是在尺寸上有所差异，其下部宽度为90～100cm，上部为40～

50cm。所述旋耕刀轴4上设有若干组旋耕刀，每组旋耕刀是由一对刀片组成，其间距为10cm，

每条覆土垄台需要两组旋耕刀，两组中最近旋耕刀片之间的间距为50cm。覆土部件6采用曲

面结构，工作时其与机架1相连接，机组工作时把旋耕后的土壤培到垄上，进而实现覆土工

作。动力中耕培土机主要技术指标：配套形式为悬挂式；配套动力为80～130kw；工作幅度为

3300～3500mm；作业行数为3行；行距为1100～1200mm；作业效率为1.2～1.6公顷/小时；作

业速度为4.0～6.0km/h。

[0077] 该中耕培土机作业时，首先由牵引架3与拖拉机后悬架连接，实现机械的升降，旋

耕刀轴4由拖拉机提供动力实现高速旋转，旋耕刀插入垄沟底层对土壤进行旋耕松土作业，

并且同时除草。随着机组的前行，旋耕后的土壤通过覆土部件6翻扣垄上，使其垄形饱满，以

满足马铃薯根部生长空间和相对疏松环境的要求。此机械可以用来：疏松土壤，培土，除草

等。

[0078] (3)调控方法及临界控制阈值范围

[0079] ①灌水管理方案

[0080] 根据寒区的气候特性，在发芽期到块茎膨大后期为较为干旱的时期，然而这段时

期中大部分时间为马铃薯需水较多的时期，本发明结合寒区气候特点，提出了马铃薯种植

的灌水管理方案，具体方案见表1，其中FC为田间持水量。将该灌水方案编入到中央控制器

中，用于自动控制灌水和灌水量。

[0081] 表1滴灌条件下灌水方案(占田间持水量百分比)

[0082]

[0083] ②施肥管理方案

[0084] 本栽培方法中，采用施肥策略为“轻底肥、重追肥”，马铃薯底肥通过(3)中所述马

铃薯大垄双行起垄、播种、施肥、铺管一体机施入，优选采用马铃薯专用复合肥(N：P：K＝15：

10：20)，施用量30～50kg每亩；追肥采用滴灌水肥一体随水施入，选用可溶性较高的肥料，

具体追肥方案见表2。

[0085] 表2滴灌条件下施肥方案

[0086]

[0087] ③加气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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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该滴灌系统中的加气装置，加气灌溉是在地下滴灌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加气装置

将水气混合液通过滴头缓慢渗入到作物根系周围的土壤中，改善根系的生长环境，及时的

对根系周围土壤进行气体交换，增强土壤通气性，为根系的有氧呼吸提供尽可能多的O2来

促进作物根系进行有氧呼吸，贮存更多能量，为作物生长提供动力，保证作物正常成长。该

装置中，所加气体为空气，利用加气装置，全生育期的溶氧浓度为8～10mg/L，且与灌水同时

进行。

[008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90] 以黑龙江省克山县某农场种植400亩马铃薯为例，该400亩马铃薯滴灌系统分为5

个灌水小区，每个灌水小区进水处设置有电磁阀，灌水小区田间设置有土壤水分采集器两

部。首部系统设置有：水泵，施肥装置，组合式过滤器，加气装置。主管道选择直径为75mm的

PE硬管，支管采用直径为63mm的可拆卸PE软管。

[0091] 马铃薯采用大垄双行的种植模式。田间毛管选择流量为1.38L/h，壁厚为0.4mm，滴

头间距为30cm，内镶贴片式的一次性滴灌带，布设长度为120m，方式采用一管两行，铺设在

垄台中间，置于地表。土壤水分采集器布置在田间，每个灌水小区设有两部土壤水分采集

器，布置在垄台上，与作物在同一条直线上，分别检测深度为15cm，30cm，45cm，60cm，75cm土

层的水分状况。该地区在5月初播种。播种后随即喷洒液体地膜，用于增温保墒，促进作物发

芽。在播种后20天，利用大垄双行式马铃薯动力中耕培土机进行中耕培土。

[0092] 首先，加氧方案定为：全生育期的溶氧浓度为10mg/L，且与灌水同时进行。整个生

育期内，共灌水8次，灌水总量为93m3/亩。播种时施马铃薯专用复合肥50kg/亩(氮磷钾≥

45％，15-10-20)，生育期内每亩共追施尿素13.5kg，磷酸二胺10kg，可溶性硫酸钾28kg。具

体实施情况如下：

[0093] 发棵期：灌水1次，每次灌水定额为8m3/亩，灌溉定额为8m3/亩；追肥1次，滴施尿素

3kg/亩。

[0094] 旺张前期：灌水2次，每次灌水定额为10m3/亩，灌溉定额为20m3/亩；追肥1次，滴施

尿素3kg/亩。

[0095] 旺张中期：灌水2次，每次灌水定额为10m3/亩，灌溉定额为20m3/亩；追肥2次，每次

滴施尿素1.5kg/亩，硫酸钾5kg/亩，磷酸二胺2kg/亩。

[0096] 结薯期：灌水3次，每次灌水定额为15m3/亩，灌溉定额为45m3/亩；追肥3次，每次滴

施尿素1.5kg/亩，硫酸钾6kg/亩，磷酸二胺2kg/亩。

[0097] 经试验测算本方法与喷灌、地面灌溉等种植模式相比，可增产37.2％；商品薯率提

高7.1％；从品质上来看，蛋白质、淀粉、Vc含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分别为5.7％、11.2％、

4.9％。

[0098] 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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