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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灌条件下草坪灌溉制度试验
赵永安
（运城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山西运城０４４０００）

摘要：以我国草坪最常用的黑麦草、早熟禾、高羊茅等三种草类为例，分别采用不同的灌
水周期，测量了在４～９月５个月中土壤含水率的变化，并结合其间的降水量、日均耗水量等因素，分
析了不同草坪草种类的耗水规律，研究了耗水量变化及对草坪草生长状况的影响，提出了该三种草
的设计耗水强度与灌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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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每周测定一次。取回土样后先测定湿重，然后

试验草种类及试验方法

放在烘箱中烘６。８ ｈ再称干重；降雨量用量雨
筒观测；每个小区选４至５个点测定草的生长高

１．１试验方案
以我国草坪最常用的三种草类黑麦草、早
熟禾、高羊茅为试验草。试验场地位于广场草坪，

度，每周测一次，然后取平均值。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

进行人工洒水试验，每种草均采用三种灌水周
期，即做三种处理。不同的草一种处理作为一个

２．１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灌水时间根据降雨量和前一阶段日耗水强度推

臼：墨尝

后。要求小区的土质基本一致，并将小区周围覆

式中，０为重量含水率；Ｇ湿重为土样的湿重；

盖塑料薄膜以防止各个小区的水相互交换，提高
试验精度。测量田间持水量为２２％（重量含水率），

Ｇ干蓖为土样的干重。
图１是黑麦草不同深度不同处理阶段含水量

３。设计最大含水率为田间

过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黑麦草１０ ｅｍ深度土

各个土层土壤含水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小区，设九个小区，三种处理的灌水间隔分别为：
处理Ｉ（３ｄ），处理ＩＩ（６ｄ），处理ＩＩＩ（８ｄ）。有降雨时，

土壤容重为Ｉ．４

ｇ／ｃｍ

（２）

Ｕ干重

持水率的９０％，最小含水率为田间持水率的

层三种处理的含水率变化很大，而２５ ｃｍ和４０

７０％。设计的计划湿润层深度为４０

不同处理含水率变化趋于平缓，所以黑麦草的根

ｃｍ。

系计划湿润层深度可设计为２５

１．２设计灌水定额和灌水周期

ｅｍ。

灌水定额用下式计算：

Ｉ＝１０（０ｍ。。一Ｏｍｉ。）珂＝∥（０．９—０．７）纯

ｆ１１

式中，吼。＝０．９０田；０ｍｉ。＝０．７０田；７为土壤容重；
何为设计含水层深度；０田为田间持水量。

一
零
＼＿，

用上式计算后得灌水定额，即一次灌水深度
为２４ ｍｍ，所以设计每次灌水为２４ ｍｍ（２８ Ｌ）。

料
＊
如

１．３测量数据

试验用８ Ｌ洒壶模拟喷灌，每次灌水在早晨
８点。土壤含水量用土钻法测定，试验时在小区
不同位置取两个土样，每个土样测定深度为：
ｌ ０ ｃｍ、２５

ｃ

ｒｎ、４０

ｃｍ。每次共采５４个土样，

日期

黑麦草不同处理深度为４０ ｃｍ时的土壤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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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期

高羊茅不同处理深度为２５ ｃｍ时的土壤含水率

黑麦草不同处理深度为２５ ｃｍｔ，－ｊ的土壤含水率

日期

１３期
高羊茅不同处理深度为１０ ｃｍ时的土壤含水率

黑麦草不同处理深度为１０ ｇｉｌｌ时的土壤含水率

图２高羊茅不同处理不同深度土壤含水率的变化

图１黑麦草不同深度不同处理阶段含水量

从早熟禾不同深度不同处理阶段含水率变化
过程图（略）可以看出：１０ ｃｍ深度三种处理含水率

２．２耗水量与灌水量
２．２．１生育期灌水

变化幅度很大，２５ ａｍ深度和４０ ｃｍ深度阶段含水

从４月份到８月底降水量为３２９．２ ｍｍ，处理

率的变化幅度基本接近，且三种处理的含水率很

１灌水次数为２０次，灌水总量为４８０ ｍｍ。处理

接近，所以早熟禾的计划湿润层深度设计也为

２灌水次数为１ １次，灌水总量为２６４ ｍｍ。处理

２５ ｃｍ。

３灌水次数为８次，灌水总量为１９６ｍｍ。处理２

高羊茅不同处理不同深度土壤含水率的变化

比处理１节约灌水４５％，处理３比处理２节约灌

过程见图２。从图中可以看出：１０ ｃｍ深度含水率

水２７％。

变化幅度大，而２５ ｃｍ和４０ ｃｍ深度含水率变化基

２．２．２日均耗水量

本接近，且４０ ｃｍ处的含水率变化比２５ ｃｍ的含水
率变化要略微大一些，这表明高羊茅的吸水能力
很强，所以高羊茅的计划湿润层深度可定为
４０ １２ｍ

』Ｉ—

ＥＶ，一２＝１０∑ｙ，Ｈｆ（只１一谚２）州＋Ｐ

＋处理１＋处理２＋处理３

号数；”为土壤层次总数，等于３；竹为第１层
土壤干容重；Ｈ，为第ｆ层土壤的厚度，分别取
Ｉ ７ ｃｍ、１ ３ ｃｍ、１ ０

吾２０
一
瓣
饕
抽１０

０

Ｌ＿１一一＾

４月９日

ｆ３１

ｉ＝１

式中，Ｅ丁。一：为阶段耗水量，ｍｍ；ｆ为土壤层次

ｏ

３０

草坪阶段耗水量计算公式如下：

５月９日

６ｊＥＪ ８日

７月８日

８月７日

日期
高羊茅不同处理深度为４０ ｃｍ时的土壤含水率

万方数据

９月６日

ｃｍ；０ｆｌ为第ｆ层土壤在时段

始的含水率（占干土重的百分数）；Ｏｉ：为第ｉ层土
壤在时段末的含水率（占干土重的百分数）；Ｍ
为时段内的灌水量，ｒａｍ；Ｐ为时段内的有效降雨
量，ｍｍ；假设地下水补给量和排水量为０。
２．２．３有效降雨量的计算
由于田间持水量为２２％（重量含水量１，换
算成体积含水率为３０％，４０ ｏｍ深度内的田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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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换算成水深为１２０ ｍｍ。在计算耗水量时公

知早熟禾生长速度为Ｏ．２２ ｃｍ／ｄ时为良好。处理

式中的有效降雨量是指降雨后保持在４０ ｅｍ土层

１在６—８月份耗水旺盛期间耗水量在６．５ ｍｍ／ｄ左

内的雨量，计算公式为：

右，处理２和３期间耗水量平均为４．５ ｍｍ／ｄ左右。

．三ｌ－

Ｐ＝１２０一∑”Ｈｆ岛Ｉ＋ｆ宰Ｅ乃

（４１

ｉ＝１

式中，Ｐ为有效降雨量，ｍｍ；ｆ为前一次测定土

处理１草的颜色为浅绿色，处理２和３草的颜色
为深绿色，但处理３草有５０％的草在８月份后变
黄。由上面分析可知，早熟禾应６天灌一次水。

＋处理１＋处理２＋处理３

壤含水率到这次降雨的时间间隔，ｄ；Ｅ乃为ｆ时
段内的日平均耗水量，ｍｍ／ｄ（用前一阶段的数
字）；其他符号含义同前。
２．３耗水量变化及对草坪草生长状况的影响
在４月１２日到５月１５日之间属于草坪恢复
阶段，需特殊养护。在此期间，日均耗水量虽不
大，平均为２～３ ｍｍ／ｄ，但草坪需频繁浇水，最
好保持土壤湿润，才能保持革发育正常。以后可
减少浇水次数。
图３是黑麦草不同处理日耗水量变化过程。
黑麦草在４月１２日到５月１５日间属于恢复阶段，

日期

虽然耗水量很小，但需要３天灌一次水，否则草坪
恢复较慢。６月初到８月初耗水量大，处理１达到

图４早熟禾不同处理日均耗水量变化过程图

ｍｍ／ｄ左右，草生长速度达０．７５ ｃｍ／ｄ。处理

图５是高羊茅不同处理日均耗水量变化过

２和处理３的日均耗水量接近４ ｍｍ左右，草生

程。处理１耗水量与处理２、３相差很大，处理

长速度为０．５０ ｅｍ／ｄ，三种处理草的颜色均为深

２和处理３耗水量接近，且生长正常，草的颜色为

绿，但处理３草有４０％变黄。由草坪质量评定标

深绿色，高羊茅的平均生长速度处理１为０．５１ｃｍ／

准可知，黑麦草生长速度为０．４６ ｅｍ／ｄ时为良好，

ｄ，处理２和３为０．４５ｅｍ／ｄ，离０．３５ｅｍ／ｄ的良好标

所以黑麦草应６天灌一次水。

准有些差距，这可能是由于高羊茅的吸水能力很

７．５

＋盘Ｅ理１ ＋盘｝理２ ＋处理３

强、灌水量多的原因，由此推论高羊茅可８天灌一
次水或减小计划湿润层深度。

＋处理１ ＋处理２＋处理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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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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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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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图３黑麦草不同处理日均耗水量变化过程图

图４是早熟禾不同处理日均耗水量变化过
程。早熟禾比较娇嫩，在４月１２日到５月１５日之
间需要３天灌一次水才能保障草坪迅速恢复，早
熟禾对深层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难以利用，所以
必须勤浇水，才能保持草坪良好生长发育。早熟

日期
图５高羊茅不同处理日均耗水量变化过程图

２．４不同草类耗水量的差异

禾长成壮龄后生长较慢，处理１、２、３草的生长速

表１所示的是不同草类耗水量的差异。同一

度平均为０．２５ ｃｍ／ｄ，根据草坪质量评定标准可

种处理不同草类的耗水量基本接近。
（下转第４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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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

整个生长阶段草坪的平均耗水量（ｍｍ）

２）对黑麦草和早熟禾而言，处理２比处理

建议的设计耗水强度与灌溉制度

１节约灌水量４５％，耗水量减小分别为３０％和

１）黑麦草和早熟禾的计划灌水间隔为６
天，平均日耗水强度为３．４６７ ｎｌｍ和３．６１０

ｍｍ，

２９％。对高羊茅而言，处理３比处理１节约灌水
量６０％，耗水量减小３ ６％。

高羊茅的计划灌水间隔为８天，平均日耗水强度
为３．２５７ ＩＴｌｍ。黑麦草的生长速度为０．５０

ｃｍ／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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