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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地形影响下滴灌均匀度设计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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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对滴灌系统中田面微地形偏差、水力偏差、制造偏差三因素独立作用及共同作用
下产生的滴头流量偏差率、偏差系数、均匀度的计算公式进行分析，对符合正态分布的田面局部高、
滴头制造系数进行计算机模拟，并随机分配给滴头；然后借助计算机模拟计算出上述三种因素独立
作用及共同作用下流量偏差率、偏差系数、均匀度等指标；最后将上述四种计算结果的５００组数据，
经过统计分析，确定了灌水均匀度计算公式，并建立了各均匀度参数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到的公式可
直接用于滴灌系统的水力学计算。
关键词：滴头制造流量偏差；田面微地形流量偏差；水力流量偏差；滴灌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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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本研究在同时考虑水力偏差、灌水器制造

引言

偏差、田面微地形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灌

田面高低不平引起滴头实际工作压力与设计
工作压力的偏差，即微地形引起流量偏差；水
沿毛管流动时，由于水流内部摩擦、水与毛管
壁的摩擦以及地面坡度等水力因素，使沿毛管
分布的滴头的水压力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滴头

水均匀度参数之间的关系，将其直接用于滴灌
系统的水力学计算，可进一步提高设计精度。
１

滴灌水力参数计算公式

１．１滴头制造偏差水力计算

流量产生偏差；滴头在制造过程中同种规格型

将滴头制造偏差引起的水力学变差作为独立

号滴头的流道尺寸会有不同程度的偏差，导致同

事件时，滴头工作压力为恒值，地面平坦无起伏，

型号滴头在同一水压力下的出流量不同，即由于

则水力计算公式如下：

制造因素产生流量偏差。因此滴灌均匀度不仅取
决于水力设计，而且与滴头制造偏差、田面平整
度有关，当制造偏差大于水力标准或地面平整度
很差时，再强调传统的水力设计已没有多大意
义，因此，在滴灌设计中如何把影响均匀度的参

ｑ。Ｉ＝ＫｆＨ；

式中，Ｋ。为第ｉ个滴头的制造系数；％为滴头设
计工作压力，ｍ；ｑ。，为第ｆ个滴头的流量，Ｌ／ｈ；
Ｘ为流态指数。

石：学＝华叫ｋ，（２）

数都考虑进去，尽可能减小计算值与实际值之间
的差距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在滴灌设计中一般只以水力学变差
指标为计算依据，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考虑水力

ｇ。为滴头平均流量，Ｌ／ｈ；Ｎ为滴头数；Ｋ。。，为
流量系数平均值。

学偏差和灌水器制造偏差估算灌水均匀度的不同
形式的公式¨。ｌ，但仍不能取得满意的计算精
度。同时考虑水力偏差、灌水器制造偏差、田面

（１）

Ｃ。，＝

／∑（‰一ｇ。）２
１Ｉ『—１Ｆ

局部高差三因素设计灌水均匀度的思想由张国祥
（２００３）首次提出１６‘，但尚未在这方面作过系统研

／（Ｋｉ－Ｋ。。）２

１『—］汇。广一

＝Ｃ加。

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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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为制造流量偏差系数；Ｃ…为制造系

式中，ｑ一，为第ｉ个滴头水压力产生的滴头流量，

数偏差系数。

Ｌ／ｈ；Ｈ。，为第ｉ个滴头的水压力，ｍ。

ｑｍｖ ２

（Ｋ。。。一Ｋ。。）Ｈｊ—Ｋ。。。一Ｋ。ｉ。
Ｋ。。

ｑ。ｆ

（４）

式中，氏。。为制造系数最大值；Ｋｍｔ。为制造系数

（１０）

Ｃ『ｆｖ＝

最小值；ｑ。，为制造流量偏差率
式中，Ｃ一。为水力流量偏差系数。

１．２田面微地形影响下的水力计算
田面微地形实际上指田面的高低起伏状况，

第ｉ个滴头水压力递推公式为

如图１所示。

Ｈ＾ｆ＝Ｈ＾Ｈ＋ＡＨ＾Ｊ－ｌ一坶

（１１）

式中，巩¨为第ｉ一１个滴头的水压力，ｍ；Ａ％¨

实际地面线

为第ｉ一１管段的水头损失；Ｊ为地面坡度，顺坡
时为正，逆坡时为负；Ｓ为滴头间距，管段及滴头
编号如图２所示。
ｇ＾ｖ

Ⅳ：。。一日纛ｉ。

３

Ｋ。ｔＨ：Ｈ；
（１２）

图１微地形状况

图ｌ中Ｚｆ为滴头实际位置高程与设计高程之
差，称田面局部高ｆｍ），当滴头实际位置高程低于

式中，ｑ一，为水力流量偏差率；风。。。Ｈｈ。。。分别
为最大、最小水压力，ｍ。

设计高程时取正值，反之，取负值。将田面微地
形作为独立事件时的水力学计算公式如下：
ｑ：。＝Ｋ。。（日ｄ＋Ｚｊ）１

（５）

式中，ｑ：ｉ为第ｉ个滴头田面局部高产生的滴头流
量（Ｌ／ｈ）；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图２管段和出水口编号

１．４总灌水均匀度计算
田面微地形、制造偏差、水力三因素共同
作用下，水力计算公式如下：

Ｃ＝。＝

ｑｊ＝Ｋｆ日？

鼽ｚ＝争＝堕等型

㈣

式中，ｑ。、Ｋｊ、Ｈ。分别为第ｉ个滴头的流量，Ｌ／
ｈ；制造系数、水压力，ｍ。

石：粤

式中，Ｃ：，为田面局部高流量偏差系数；ｑ：为滴
头平均流量，Ｌ／ｈ。

（１４）

式中，ｑ为平均流量，Ｌ／ｈ。

。一Ｋ。。。（日ｄ＋ｚ。。。）。一Ｋ。。，（Ⅳｄ＋Ｚ。ｉ。ｒ—
ｑ．

［（Ｈｄ＋ｚ。。。）ｘ一（Ⅳｄ＋ｚｍｉｎ）ｒ］Ⅳ

ｆ１３１

（８）

叫一盎幽

㈦，

ｑ

∑（也＋Ｚｉ）ｘ
式中，ｑ。田面局部高差流量偏差率；Ｚ。。。为最

式中，Ｃ。，为灌水均匀度。

大田面局部高，ｍ；Ｚ。ｉ。为最小田面局部高，ｍ。
１．３水力偏差分析计算
水力偏差是由水流摩擦损失和地面高差引起

总偏差系数Ｃ，＝

的，将其作为独立事件时，田面局部高恒等于零，

万方数据

ｑｍａｘ—ｑｍｉｎ

总流量偏差率ｑｖ ＝—————＝：＿——一

制造偏差系数取为平均值，则水力分析如下：
ｑ—ｒ＝Ｋ。。ｆ瑶

（１６）
ｇ

ｇ

（９）

水压力递推公式为

（１７）

Ｈｊ＝Ｈ，ｌ十埘＾『－ｌ一刀＋Ｚｉ

（１８）

式中，Ｈ，为第ｆ个滴头的水压力，ｍ；Ｈ川为第

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各均匀度之间的关系。

Ｃ，、岛，、ｅ，、Ｇ，之间的关系

３．１

从统计学角度考虑，Ｃ。。Ｃ：。Ｃ一，为独立

ｉ一１个滴头水压力，ｍ；Ａ皿．１为第ｉ一１管段水头
损失，ｍ；其余符号意义同前。管段及滴头编号

事件，应满足如下关系式
广——＿＝————：————－

见图２。
２

Ｃ＝、／巳，。＋嘭＋吒

计算机模拟及参数选取

（２２）

为了验证公式（２２）的正确性，由计算机模拟

计算得到ｃ，、ｃ。。ｃ…Ｃ＾，的５００组数据，将

２．１田面局部高差与制造系数计算机模拟
田面局部高差Ｚｆ和制造系数Ｋ符合典型的正
态分布＂Ｉ，公式如下：

计算机模拟计算的ｃ，值与由公式的计算值进行
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９８，说明完全相关。

Ｚ，＝Ｚ。。＋ＷＳ：

（１９）

Ｇ与Ｇ之间的关系

３．２

对计算机模拟计算的总灌水均匀度Ｃ。，和总
（２０）

Ｓ一＝

ｋ，＝Ｋ。。（１＋ＷＣ胁，）

偏差系数ｃ，进行相关分析，得到Ｃ。，与Ｃ。的关系
式如下：
Ｃ。＝１—０．８３Ｃ。

ｆ２１１

式中，形为符合标准正态分布Ｎ（Ｏ，１）的随机
数；足为田面局部高差标准差。

（Ｒ２＝０．９９１３）

（２３）

３．３％，、Ｇ，之间的关系
对计算机模拟计算的水力流量偏差率ｑ。，和
水力偏差系数ｃ一。进行相关分析，得到吼，与Ｇ，

２．２计算机模拟参数选取
利用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语言编程进行模拟计算。
对上述计算参数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组合，其思

的关系式如下：
ｑｈ＝４．２６Ｃ加一０．０３４或Ｃ¨＝Ｏ．２２９ｑｈ一０．００９１

路是取一组参数，由特定灌水器的蟛…Ｃ坍，及标

（Ｒ２＝０．９７５１）

准正态随机数形，生成随机数Ｋ ｒ，由田块的

３．４以，、ｅ，之间的关系

ｚ。…Ｓ：及标准正态随机数∥，生成随机数ｚ

（２４）

ｚ，

对计算机模拟计算的田面局部高差流量偏差

并随机输给各个滴头，求得Ｃ。ｑ。ｇ。。ｑ：。

率ｑ：。和田面局部高差偏差系数ｃ：。进行相关分

ｑ。。Ｃ。Ｃ。。、Ｃ：。、Ｃ＾。。为了使输出参数具有

析，得到ｇ。与Ｃ：，的关系式如下：

普遍性，输人参数范围应在目前滴灌工程极值
范围内选取，滴灌系统的模拟条件和参数选择
见表ｌ。

流量系数均值吃，，
制造偏差Ｃ。
流态指数ｘ
毛管直径Ｄ（ｍｍ）
滴头问距Ｓ（ｍ）
沿毛管坡降，

设计工作水头协（ｍ）
田面局部高均值Ｚ。。（ｍ）
滴头数

３

数值

一
～
一
Ⅻ
～

一
一
一

一

滴灌设计均匀度指标分析
利用计算机模拟计算结果随机抽出５００组数

万方数据

（２５）

３．５制造流量偏差率计算公式
制造流量偏差率仅与制造系数Ｋ、制造偏差

表１模拟参数输入值列表
参数

Ｃ。＝０．２ｑ。一０．００４（Ｒ２＝０．９７７５）

系数Ｇ。有关。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制造流量
偏差率ｑ。。与制造系数Ｋ…制造系数Ｇ。之间的
关系。然后初步建立ｑ。。与Ｋ，，、Ｇ。的多元回归
模型

ｑ。。＝ａｌＫ纛＋口２墨二一ａ３ｋ。。＋ａ４巴。＋ａ５

ｆ２６１

式中，口ｌ、口２、口３、ａ ４、口５为回归系数。
利用计算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得到如下
回归方程式

ｑ。。＝一０．１３７Ｋ：、，ｒ＋ｏ．５３９ｋａ２ｗ一
０．３９３ｋａ。＋２．７６ｃ卅。＋０．１

１

Ｐ＝０．９５６）（２７）

３。６罨蠢皂帚秦鬻言面局部高差流量偏
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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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到如下结论：当ｃ。，≤０．０２，滴头性能为优；

２可

（２８）

当Ｃ。。在０．０２。０．０５、ｘ在ｏ．２～０．５之间，滴头

式中，△ｚ为田面最大局部高差即最大正偏差

性能一般；当Ｃ。，＞０．０５，滴头不合格。同理，

ｚ。。。与负偏差ｚ。ｉ。的差值，ｉｎ。

选用性能优良的滴头（Ｇ。＝０．０２），△ｚ／也的取值

滴灌灌水质量国际通用控制指标为均匀度

范围为０．２～０．６５，当ＡＺ／Ｈｄ＞０．６５时，不能满足

Ｃ。由式（２３）、（２４）、（２５）、（２８），可推导出如下

系统均匀度的要求。

公式

５．２灌水均匀度公式比较与评价

Ｃ．＝１－０．８３［Ｃ２ｖ＋（０．２等删４）２＋
！

Ｈ，＝ｑｖ（１＋０．１２竖ｇ。）．
Ｘ

（０．２２９ｑ加＋０．００９１）２】２

Ｘ

仅仅考虑了水力因素引起的流量偏差，揭示了
（２９）

式（２９）为水力、灌水器制造、田面不平整三
因素影响下的灌水均匀度公式，可直接用于滴灌
工程设计。
４

由Ｈｏｗｅｌｌ和Ｈｉｈｅｒ（１ ９７４）等人提出公式

流量偏差率与水力偏差率之间的关系，该公式在
滴灌工程设计中沿用至今。
Ｋａｒｍｅｌｉ和Ｋｅｌｌｅｒ（１ ９７５）定义灌水均匀度公式

ＥＵ：１００（１—１．２７善垒）盟

０Ｎ

滴灌工程设计方法
在以往的滴灌工程设计中，仅考虑制造偏

差和水力偏差，而大多数情况下，仅考虑水力偏
差。因此，当在微灌工程设计中考虑水力、灌水

ｐｊ

ｑ

ｅ

以及Ｂｒａｌｔｓ（１９８１）等人提出公式
广———：——————＿

ＣＶ＝√ｃ略＋ｃ嘭，

器制造、田面不平整三因素引起的偏差时，设计

考虑了水力因素和制造因素引起的流量偏差，

方法必须改变，现将设计方法及步骤归纳如下。

揭示了制造偏差对灌水均匀度的影响。

１）根据滴灌工程设计规范选取灌水均匀度
指标Ｃ。
２）按照公式（２３）计算流量偏差系数Ｃｖ。
３）根据公式（２２）计算水力流量偏差系数

Ｇ。，其中制造偏差系数Ｇ。由生产厂家提供或购
买滴头后，实际测定并用公式（３）计算。田面局部
高差偏差系数Ｃ：，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第一，对
拟灌溉地面的局部高差进行大面积测量后，由公
式（６）计算；第二，先利用公式（２８）确定ｑ。然后
利用公式（２５）确定ｅ。

Ｃｖｈ＝４１．３８４（１一ｅ）２一吒

并建立了灌水器工作水头变差率与灌水均匀度公
式，该公式直接用于水力学计算，使微灌系统考
虑灌水器制造偏差变得非常容易。
同时考虑水力偏差、灌水器制造偏差、田
面局部高差三因素设计灌水均匀度的思想由张国
祥（２００３）首次提出，初步得出了一些公式

４）根据公式（２４）计算水力流量偏差率ｑ帆

ｑ。２ ｑｈ．，＋ｑ。，＋ｑ：。，．

５）确定了水力流量偏差率ｑ一。后，其余计算

该公式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况，即水力因素产生

步骤与传统设计方法相同。
５

我国的郑耀泉、陈昌渠（１９９４）得出考虑水力
偏差和制造偏差的公式
，＿————————————：————●

讨论

５．１灌水器制造因素、田面微地形因素对灌水均

的最大流量、制造因素产生的最大流量、田面局
部高差因素产生的最大流量出现在同一滴头，水
力因素产生的最小流量、制造因素产生的最小流
量、田面局部高差因素产生的最小流量出现在同

匀度的影响

一滴头，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小，

由公式（２９）可以看出，如果制造偏差因素

所以，公式具有片面性。

Ｃ。。田面微地形因素ＡＺ／Ｈａ过大，不论水力流

本文提出的灌水均匀度公式（式２９）从统计分

量偏差率ｇ一。取任何值都不能满足灌水均匀度的

析的角度出发将田面局部高、制造偏差当作随即

要求，因此，在进行滴灌设计时，首先应选择性能

数随即分配给滴头，更能反映实际情况，该公式

良好的滴头，以Ｃ。，＝０．９５作为设计标准，可得

可直接用于滴灌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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