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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胶皮管共六根，其中四根用于连接水箱

水分后土壤水分在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是衡量

出水口与渗灌管管道、一根用于连接水箱进水

灌水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作物产量有重要的

口、一根用于连接水箱排水口：容量为１０００ｍ１

影响。一般而言，灌水均匀程度越高，灌水质量越

的量筒三个；容量约６００ｍｌ的塑料盆１００个；水

好，灌水的增产节水效益就越突出＝相反，灌水均

准仪一台。

匀程度差，灌水质量低，灌水增产节水效果就越

２．２试验方法

差。而渗灌灌水的均匀程度很大程度上是由渗灌

本试验是采取室内试验和田间试验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在定水头压力条件下，管路未埋入

管的出水均匀程度决定的。
寰１温室内渗灌管出水均匀度试验数据计算结果

土壤中时，测量每单节渗灌管的出水量，利用均

按单节计算均匀度（ｔ）

匀度公式计算出渗灌管的出水均匀度。

按单位长度计算均匀度
（％）

牯音后

牯音前

室内试验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用厚度为Ｏ．３ｃｍ的有机玻璃板作压力水
箱。将七块长、宽均为３０ｃｍ的有机玻璃板用三氯
甲烷粘合，其中有一块为分开进水口与排水口的
隔离板。
２）连接渗灌管与渗灌连接管。用胶合剂将

恒定水头（－）

出水时间（刚ｎ）

试验趺序

术箱木头如耐

均匀度（％）

渗灌管与渗灌连接管的连接处胶合，使其密实。
３）连接装置。将四根胶皮管的一端连接在
渗灌连接管上，而另一端连接在有机玻璃管上，并
使其密实。将一根胶皮管的一端与水源连接，另
一端与水箱的进水口连接。将最后一根胶皮管与
出水口连接。共４条渗灌管，每条渗灌管安放ｌＯ

｛壹灌管水头损失（曲）

节出水管（渗水管）。
４）测各点源出水量。先将水源打开，使水
箱内的水头达到一定的高度，多余的水从排水孔
流出。箱内水位恒定时，开始试验，过一定的时间

通过本次试验，对渗灌管的出水均匀度和渗

后，用量筒测的各个塑料盆内的水量．各个塑料盆

灌管沿程水头损失进行初步研究，对试验结果的

内的水量为渗灌管各节出水管的出水量。

分析如下：

５）整理及计算。利用均匀度公式”１计算：

１）对于室内试验结果，渗灌管总出水量与
时问不成线性关系，如８分钟时为１０

宝卜目

ｑ＝１一型—一

１７０ｍ１，１２

分钟时为１３ ６６３ｍ１，１６分钟时为１８ ０４８ｍ１。出
水流量分别为ｌ ２７１．２５ｍｌ／ｍｉｎ、１１３８．８５ｍｌ／ｍｉｎ
和１ １２８ｍｌ／ｍｉｎ，很显然，这种非线性的原因在

式中．ｃ。为定水头条件下渗灌管出水均匀
度；玑为在一定时间内，渗灌管点源出水量，

ｍ１；ｉ为在一定时间内，渗灌管各个点源的平均
出水量，ｍｌ：”为渗灌出水管总个数。
温室内试验与实验室内试验的步骤相似。

３试验数据分析及讨论
３．１试验数据整理结果
试验数据整理结果见表１、２、３。
３．２分析与讨论
灌水均匀程度是灌溉完成灌溉水转化为土壤

万方数据

于出水流量的不稳定，这可能缘于渗灌管这种多
孔管的材质特性。
２）恒定水箱压力水头对渗灌管出水量影响
显著。水头从０．７４ｍ增至１．４７５ｍ时，第一条和
第二条渗灌管出水量由５ ０８４ｍｌ增加到９

８６６ｍ１。

３）恒定水箱压力水头对渗灌管的出水均匀度
影响不大。水头为０．７４ｍ时。出水均匀度为０．８１～
０．８３，水头为１．４７５ｍ时，为Ｏ．８２～Ｏ．８３。
４）由于管路末端处地面高程最低，因此在
个别情况下，一旦气体不存留于末端管路中时，其
出水量就会偏大；所以应对于渗灌管路系统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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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排气措施，并且尽量安放平整。

渗灌管总出水量与时间不成线性关系；恒定

５）由室内试验发现，渗灌管的沿程水头损

水箱压力水头对渗灌管出水量影响显著：恒定水

失很小，由表３可看出，在三次试验中。Ａ点到ｃ点

箱压力水头对渗灌管的出水均匀度影响不大；各

的水头损失分别是０．４８ｃｍ、Ｏ．２２ｃｍ和Ｏ．２２ｃｍ，

毛管最末端的渗灌管的出水均匀度较差，出水量一

每节渗灌管的水头损失仅为Ｏ．４８ｍｍ、０．２２ｍｍ和

般不是偏小就是偏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排气

０．２２ｍｍ：所以，在采用该种节点渗灌方式时，在

不畅和摆放不水平所致：渗灌管的沿程水头（其

支管进口处并不需要太大的水头。使用低位水箱

中流速水头极小）损失很小；渗灌管按单位长度

就可毗满足灌溉需要。

出水量计算各点源的出水均匀度明显高于按单节出

６）对于田间试验，渗灌管按单位长度出水

水量计算各点源的出水均匀度：渗灌管与连接管
的连接密实性越好，渗灌管的出水均匀度越大。

量计算各点源的出水均匀度明显高于按单节出水
量计算各点源的出水均匀度，在两次试验中．前者

目前，节点渗灌技术实验和中试采用低位水

为８９．７７％和８８．４４％，而后者仅为７０％和７４％或

箱就可以满足灌溉需要。其渗灌管进口工作压力

８１％和７７％，所以在节点渗管实施中。要特别注意

为ｏ．６～２ＩＩＬ水头，压力范围完全可以满足各种灌

使各渗水管的长度应尽量统一，只要做到这一点，

溉要求。在具体实施中，还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保证出水均匀度就具备了基本前提。

应对于渗灌管路系统采取一定的排气措施，并且

７）用胶合剂粘合渗灌管与连接管后，渗灌

尽量安放平整。要特别注意使各渗水管的长度应

管的出水均匀度比较稳定且明显变大，说明渗灌

尽量统一。在管路连接中，要采取相应措施使

管与连接管的连接密实性越好，渗灌管的出水均

管路连接紧密。

匀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因此，在管路连接
中，要采取相应措施使管路连接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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