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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

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和方法，属于农业节水灌溉和

自动控制领域。本发明考虑到表层土壤和深层土

壤的湿度不均匀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在表层土

壤和深层土壤合适深度处埋设渗灌管以此来建

立空间分布的渗灌系统。根据表层土壤和深层土

壤处土壤临界干旱湿度值作为设定值，将表层土

壤和深层土壤处的土壤湿度与设定值进行比较

来控制水泵和电磁阀的开启。以特定位置处土壤

水分变化情况作为电磁阀关闭的时机，通过控制

水泵的转速进行恒压控制，做到灌溉的自动和精

准控制。本发明将植物所必需的肥料加到水中通

过渗灌管直接运送到植物根系处，被植物直接吸

收，有效避免了肥料对环境和地下水的污染，大

大提高的肥料的利用率和节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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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网（1）、主管

（2）、水泵（3）、逆止阀（4）、调节阀（5）、文丘里施肥器（6）、叠式过滤器（7）、网式过滤器（8）、

流量表（9）、压力传感器（10）、施肥罐（11）、干管（12）、1号电磁阀（13）、2号电磁阀（14）、1号

渗灌管（15）、2号渗灌管（16）、1号湿度传感器（17）、2号湿度传感器（18）、3号湿度传感器

（19）、地膜（20）、排气阀（21）、控制器（22）、变频器（23）；

所述主管（2）上依次连接过滤网（1）、水泵（3）、逆止阀（4）、调节阀（5）、文丘里施肥器

（6）、叠式过滤器（7）、网式过滤器（8）、流量表（9）、压力传感器（10）、施肥罐（11）；

在所述干管（12）上分别连接各个1号渗灌管（15）和2号渗灌管（16），所述1号渗灌管

（15）位于地表植物中间位置处，位于地表以下5-10cm，地表铺设地膜，相邻两个所述1号渗

灌管（15）之间的距离等于植物的行距；所述2号渗灌管（16）位于1号渗灌管（15）正下方20-

25cm处；

在所述1号渗灌管（15）上依次连接1号电磁阀（13）、排气阀（21）；

在所述2号渗灌管（16）上依次连接2号电磁阀（14）、排气阀（21）；

所述1号湿度传感器（17）位于地表以下10cm处，2号湿度传感器（18）位于地表以下15cm

处，3号湿度传感器（19）位于地表以下20cm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其特征在于：

1号湿度传感器（17）、2号湿度传感器（18）、3号湿度传感器（19）和压力传感器（10）与控制器

（22）输入端相连；1号电磁阀（13）、2号电磁阀（14）和变频器（23）的输入端与控制器（22）的

输出端相连；水泵（3）连接变频器（23）的输出端。

3.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对植物进行分

层恒压渗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在控制器（22）中输入压力设定值和每个深度处的土壤湿度设定值；

步骤2，当1号湿度传感器（17）检测到该深度处的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启水泵（3）

和1号电磁阀（13）；当3号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该深度处的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启

水泵（3）和2号电磁阀（14）；

步骤3，所述渗灌系统运行后，当压力传感器（10）检测到主管（2）中的压力低于设定值

时，打开变频器（23），增加压力；当检测到压力高于设定值时，打开变频器（23），减小压力；

步骤4，当2号湿度传感器（18）检测到土壤湿度发生变化时，关闭1号电磁阀（13）；当3号

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土壤湿度高于设定值时，关闭2号电磁阀（14）；

步骤5，当1号电磁阀（13）和2号电磁阀（14）均关闭后，渗灌结束，关闭水泵（3），保持控

制器（22）开启，等待下一个渗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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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节水灌溉与自动控制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

分层恒压渗灌的系统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农业生产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灌溉方式仍为漫灌，漫灌虽然有效的解决了植

物干旱的问题，但是大量水分从上而下的土壤剖面流动，不仅破坏植物根系附近的土壤分

布，还会将肥料冲刷进土壤深层从而污染地下水，大大的浪费了水资源。故在此基础上，推

出了渗灌方法，渗灌是一种地下微灌形式，是指在低液压条件下，使灌溉水（含可溶性养料）

通过架设或埋没在每一株农林作物根系范围内的渗水管壁上的微孔，由内向外呈发汗状渗

出，以滴渗方式湿润作物根系层周围土壤，即直接向每一株农林作物根系适时、适量地供

水、供养的一种节水增产的灌溉技术方法。

[0003] 土壤可分为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灌溉结束后，由于太阳辐射的影响，表层土壤的

水分蒸发较快，故表层土壤的湿度会低于深层土壤的湿度，当深层土壤的湿度满足植物的

生长条件时，表层土壤的湿度有时会低于植物的生长条件。而当植物的根系生长时会大量

吸收深层土壤中的水分，此时深层土壤的湿度会低于表层土壤的湿度而不能满足植物根系

的生长条件。

[0004] 申请号201020565352.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脐橙果园渗灌系统，该专利中提到将渗

水管埋设在脐橙果园每行果树中间地下35cm深处，在脐橙树冠滴水线土中30cm深处测量持

水量，当持水量在40%以下时应及时灌水，达80%时停止灌溉。此专利中应用渗灌管为脐橙果

树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但是未考虑到是否需要分层灌溉，未考虑表层土壤干旱对果树的

影响，同时也未考虑到水管中压力变化对渗灌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和方法，以

考虑到表层干旱对灌溉现象的影响，实现分层灌溉，提高灌溉均匀性和节水率。

[0006] 为了解决以上的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网（1）、主

管（2）、水泵（3）、逆止阀（4）、调节阀（5）、文丘里施肥器（6）、叠式过滤器（7）、网式过滤器

（8）、流量表（9）、压力传感器（10）、施肥罐（11）、干管（12）、1号电磁阀（13）、2号电磁阀（14）、

1号渗灌管（15）、2号渗灌管（16）、1号湿度传感器（17）、2号湿度传感器（18）、3号湿度传感器

（19）、地膜（20）、排气阀（21）、控制器（22）、变频器（23）；所述主管（2）上依次连接过滤网

（1）、水泵（3）、逆止阀（4）、调节阀（5）、文丘里施肥器（6）、叠式过滤器（7）、网式过滤器（8）、

流量表（9）、压力传感器（10）、施肥罐（11）；在所述干管（12）上分别连接各个1号渗灌管（15）

和2号渗灌管（16）；在所述1号渗灌管（15）上依次连接1号电磁阀（13）、排气阀（21）；在所述2

号渗灌管（16）上依次连接2号电磁阀（14）、排气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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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1号渗灌管（15）位于地表植物中间位置处，位于地表以下5-10cm，地表铺设地

膜（20）；所述2号渗灌管（16）位于1号渗灌管（15）正下方20-25cm处。

[0009] 相邻两个所述1号渗灌管（15）之间的距离等于植物的行距。

[0010] 所述1号湿度传感器（17）位于地表以下10cm处，2号湿度传感器（18）位于地表以下

15cm处，3号湿度传感器（19）位于地表以下20cm处。

[0011] 1号湿度传感器（17）、2号湿度传感器（18）、3号湿度传感器（19）和压力传感器（10）

与控制器（22）输入端相连；1号电磁阀（13）、2号电磁阀（14）和变频器（23）的输入端与控制

器（22）的输出端相连；水泵（3）连接变频器（23）的输出端。

[0012] 一种根据植物根系分布进行分层恒压渗灌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3] 步骤1，在控制器（22）中输入压力设定值和每个深度处的土壤湿度设定值；

[0014] 步骤2，当  1号湿度传感器（17）检测到该深度处的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开启水

泵（3）和1号电磁阀（13）；当  3号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该深度处的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

时，开启水泵（3）和2号电磁阀（14）；

[0015] 步骤3，所述渗灌系统运行后，当压力传感器（10）检测到主管（2）中的压力低于设

定值时，打开变频器（23），增加压力：当检测到压力高于设定值时，打开变频器（23），减小压

力；

[0016] 步骤4，当2号湿度传感器（18）检测到土壤湿度发生变化时，关闭1号电磁阀（13）；

当3号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土壤湿度高于设定值时，关闭2号电磁阀（14）；

[0017] 步骤5，当1号电磁阀（13）和2号电磁阀（14）均关闭后，渗灌结束，关闭水泵（3），保

持控制器（22）开启，等待下一个渗灌周期。

[0018] 本发明的工作的过程。本发明利用土壤湿度的情况作为电磁阀开启和关闭的情

况，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从而控制系统恒压运行。本发明在控制器（22）中输入系统的

额定压力、表层土壤的湿度设定值和深层土壤的湿度设定值，当1号湿度传感器（17）检测到

该深度处的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打开水泵（2）和1号电磁阀（13），当3号湿度传感器（19）

检测到该深度处的土壤湿度低于设定值时，打开21号电磁阀（14）。系统运行后，压力传感器

（10）检测系统管道中的压力，当压力低于额定压力时，打开变频器（23），增大水泵（3）的转

速，增大系统的压力；当压力高于额定压力时，打开变频器（23），降低水泵（3）的转速，减小

系统的压力；以此来保证系统的恒压运行。当2号湿度传感器（18）检测到土壤湿度发生变化

时，关闭1号电磁阀（13）；当3号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土壤湿度高于设定值时，关闭2号电

磁阀（14）；当1号电磁阀（13）和2号电磁阀（14）均关闭时，关闭水泵（3），结束渗灌，等待下一

次灌溉周期。

[0019] 本发明具有有益效果。本发明考虑到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的湿度不均匀性对植物

生长的影响，将植物的灌溉分为表层灌溉和深层灌溉，通过分层灌溉解决植物生长过程中

湿度不均匀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本发明通过对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湿度的实时监测，判

断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处干旱的情况，以此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为植物的分层灌

溉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的使用，保证系统的恒压运行，提高了

灌溉均匀性和节水率、保证了植物实时、适量的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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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渗灌系统组成与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  滤网、2.  主管、3.  水泵、4.  逆止阀、5.  调节阀、6.  文丘里施肥器、7. 

叠式过滤器、8. 网式过滤器、9.  流量表、10.  压力传感器、11.  施肥罐、12.  干管、13.  1号

电磁阀、14.  2号电磁阀、15.  1号渗灌管、16.  2号渗灌管、17.  1号湿度传感器、18.  2号湿

度传感器、19.  3号湿度传感器、20. 地膜、21. 排气阀、22.  控制器、23.  变频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方法，但不用来限制本方法的范围。

[0023] 本发明的系统组成和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过滤网1、主管2、水泵3、逆止阀4、调节

阀5、文丘里施肥器6、叠式过滤器7、网式过滤器8、流量表9、压力传感器10、施肥罐11、干管

12、1号电磁阀13、2号电磁阀14、1号渗灌管15、2号渗灌管16、1号湿度传感器17、2号湿度传

感器18、3号湿度传感器19、地膜20、排气阀21、控制器22、变频器23；主管2上依次连接过滤

网1、水泵3、逆止阀4、调节阀5、文丘里施肥器6、叠式过滤器7、网式过滤器8、流量表9、压力

传感器10、施肥罐11；干管12上分别连接各个1号渗灌管15和2号渗灌管16；  1号渗灌管15上

依次连接1号电磁阀13、排气阀21；2号渗灌管16上依次连接2号电磁阀14、排气阀21。1号渗

灌管15位于地表植物中间位置处，位于地表以下5-10cm，地表铺设地膜20；2号渗灌管16位

于1号渗灌管15正下方20-25cm处。各1号渗灌管15之间的距离等于植物的行距。1号湿度传

感器17位于地表以下10cm处，2号湿度传感器18位于地表以下15cm处，3号湿度传感器19位

于地表以下20cm处。1号湿度传感器17、2号湿度传感器18、3号湿度传感器19和压力传感器

10与控制器22输入端相连；1号电磁阀13、2号电磁阀14和变频器23的输入端与控制器22的

输出端相连；水泵3连接变频器23的输出端。

[0024] 在本例中，1号渗灌管15和2号渗灌管16均采用优质型渗灌管，1号湿度传感器17、2

号湿度传感器18和3号湿度传感器19的型号均为CS616，压力传感器10的型号为QBE2002-

P16，地膜20为透明PE薄膜。

[0025] 渗灌区域土壤为壤粘土，供试植物为安吉白茶，树龄约7年。试验测得的茶树根系

深度为45cm。下面进一步介绍下渗灌的工作过程。

[0026] 第一步：在控制器22中输入压力设定值0.06Mpa，输入10cm和20cm处的土壤湿度设

定值15%、25%。

[0027] 第二步：当  1号湿度传感器17检测到10cm处的土壤湿度低于15%时，开启水泵3和1

号电磁阀13；当  3号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20cm处的土壤湿度低于15%时，开启2号电磁阀14。

[0028] 第三步：系统运行后，当压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低于0.06Mpa时，打开变频器23，增

加压力；当检测到压力高于0.06Mpa时，打开变频器23，减小压力。

[0029] 第四步：当2号湿度传感器18检测到土壤湿度发生变化时，关闭1号电磁阀13；当3

号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土壤湿度高于25%时，关闭2号电磁阀14。

[0030] 第五步：当1号电磁阀13和2号电磁阀14均关闭后，渗灌结束，关闭水泵3，保持控制

器22开启，等待下一个渗灌周期。

[0031]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方法，而并非对本方法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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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方法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

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方法的范畴，本方法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5794597 B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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