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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滴灌中毛管水力计算的数学模型与试验
李

丹２

刚１，王晓愚１，白

（Ｉ．塔里术大学水利与建筑』：程学院．新疆阿托尔８４３３００；２．西安理【大学西北水资源与环境乍态教育酃霞点实验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为了研究地下滴灌毛管水力特性与水力计算方法，用较短毛管并通过毛管末端泄流的
方式，在室内利用地下滴灌毛管水力要素试验测试系统，分别测试了２种滴灌管在轻黏土中毛管
上每个滴头的流量和毛管首末两端的压力水头．结果表明：在灌水持续２ ｍｉｎ之后，地下滴灌毛
管上各滴头流量均趋于恒定值；在稳定的压力水头差下，滴头流量沿程依次减少．根据毛管沿程
压力变化规律。结合考虑土壤质地、土壤体积质量和初始含水率的地下滴灌滴头流量计算公式，
提出了毛管水力计算数学模型．利用该模型计算的滴头流量值与其实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在
１．Ｏ％左右；并计算出考虑毛管局部水头损失的加大系数约为１．２０．将该模型推广应用于一般情
况下的地下滴灌毛管水力计算，可求解均匀坡、均质土、均匀管径与滴头等间距时的地下滴灌毛
管水力特征值．
关键词：毛管；地下滴灌；水力计算；数学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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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滴灌（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Ｉ）工

估算也比较困难，所以有些学者将使用多年的滴头

程设计与水力计算作了大量的研究，在滴灌多口出

挖出后检验其出流和系统均匀性．仵峰等一１采取定

流管设计以及管网优化等方面的理论也较为成

位田间实时ｌ监测方法，研究了新疆棉花地下滴灌毛

熟¨Ｊ．在地下滴灌（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ＤＩ）方

管水力性能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随着灌水时间的

面，对其滴头水力特性的研究相对较多旧。Ｊ，而对毛

延长、灌水次数和毛管使用年限以及毛管距小区进

ｄｒｉｐ

管水力计算与水力特性变化规律的研究却较少；地

口距离的增加，毛管的流量降低率均会增大．李久生

下滴灌管网水力计算与设计理沦还很不完善．在实

等¨０‘通过对地下滴灌系统施肥灌溉均匀性进行的

际应用中，国外学者【４。１大多是根据地下滴灌多年

田间试验，分别评估了滴灌带埋深和施肥装置类型

田间试验，通过比较灌水质量、作物生长效果、产量

对滴头流量和灌水量均匀性、肥液浓度和施肥量均

和品质等，获得较优的地下滴灌田间系统的设计参

匀性的影响程度．Ｇｉｌ等…ｏ在室内利用称重传感器

数，所以，这些研究都是针对具体地区、具体作物和

可同时测得毛管多个滴头的流量以及各滴头出口处

土壤条件的经验方法，在推广应用时有一定的局限

的正压，在试验基础上推导并建立了地下滴灌滴头

性；我国地下滴灌的设计主要参照《微灌工程技术

流量、毛管流苗偏差率等公式，其试验通过向毛管两

规范》，按照地表滴灌进行规划设计，由于地下滴灌

端供水以保证毛管沿程压力恒定，因而无法）ｌｆ｜ｌ测毛

中滴头受土壤因素的影响，其水力特性与地表滴灌

管水力特性的沿程变化，尚未对地下滴灌毛管水力

水力特性必定存在一定差异．

计算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Ｂａｔｔａｍ等旧。通过在大田观测地下滴灌土壤湿

白丹等¨２ ｏ在室内利用称重传感器可同时测得

润峰和土壤含水量分布，导出地下滴灌系统的设计

毛管多个滴头的流量，通过末端泄流的方式，也可测

参数．该研究无法测出地下滴灌滴头流量和毛管沿

得毛管沿程压力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立地

程压力变化，同时缺少考虑土壤因素对毛管水力特

下滴灌毛管水力计算的数学模型，并通过试验作出

性的影响．Ｗａｒｒｉｃｋ等＂１和Ｌａｚａｒｏｖｉｔｃｈ等旧。在分析土

验证．

壤导水率、滴头出口正压的基础上，考虑土壤特性的
空间变异性，模拟了地下滴灌毛管滴头流鼍的偏差

１试验材料与方法

率，其模型可估算毛管水头损失，以及系统和滴头水
力特性、土壤水力特性等对滴头出流的影响，由此推
求滴头流量．

１．１试验材料
供试土壤选取西安轻黏土，经土壤颗粒分析（见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地下滴灌系

表１），其粒径ｄ。为０．０５～ｌ ｍｉｌｌ的颗粒质量分数

统的水力性能与灌水均匀性．由于地下滴灌滴头埋

（Ｗ。）为３８．２１％，０．０１－０．０５ ｍｌｎ的颗粒质量分数为

于地下，难以直接观测其出水情况，对灌水均匀度的

２８．７０％，小于０．００１ ｎｌＩｎ的颗粒质量分数为３２．０２％．

表１供试土壤颗粒分析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毛管采用两种紊流迷宫内镶式滴灌管，分别由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２试验方法

以色列ＰＬＡＳＳＩＭ公司和我国和平公司生产，其毛管

试验装置可详见文献［１３］，系统由供水加压装

内径分别为１４．２，１２．７ ｍｍ．试验测得地表滴灌时的

置、管网系统、土桶和支架组成，见图１．毛管穿过土

滴头流量一压力关系式如下：

桶，使毛管上各滴头埋于土桶中，每个土桶通过拉力

’ＰＬＡＳＳＩＭ公司滴灌管为

式称重传感器悬空吊挂在支架上．灌水过程中，随着

ｑ啪＝１．１５３ ６Ｈｏ．螂８；

（１）

土桶中的滴头不断出流．称重传感器测鼍出土桶在
不同时刻的质量值，其质量变化值就是滴头在不同

和平公司滴灌管为
（２）

时间段内的水量增加值，由此便可获得土桶中滴头

式（１），（２）中ｑＤｌ为地表滴灌滴头流量，Ｌ／ｈ；Ⅳ为工

的流量；在毛管首尾两端安装压力变送器，通过压力

作压力水头，ｍ．

变送器对毛管中水压力进行感应，可直接测得毛管

ｑＤＩ＝０．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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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伊伪ｏ，

首尾的压力水头．由地下滴灌测试系统自动采集、处

薹萎二蓁薹三～

１５

ｅｍ，滴头间距０．８０ ｍ，第１个滴头距毛管人口

理和存储测试数据．试验系统采用高位水箱和水泵

０．８０

联合加压的方式供水，根据试验所需压力调节闸阀．

水率（质馈）００＝１３．９２％．

豫秒∥拶高明
泄水管／么＇盆；７

３５０

ｋｓ／ｍ３，土壤初始含

２．２毛管流量沿程变化的规律
将各滴头出流稳定后的流堵值绘于图３，可见滴
头流链沿毛管水流方向逐渐减小．试验中，毛管管径

Ｌ皇墅

ｌ嘲髓

图ｌ室内地下滴灌毛管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ｍ；土壤体积质壤Ｐ＝ｌ

不变，滴头间距相等，毛管沿程的地面坡度均匀，土质
均匀；在配土与装土过程中，尽量保证土壤初始含水
率和土壤体积质馈也基本均匀，故而毛管沿程各滴头
的流量ｑ；（实测值）有规律地依次减小（ｉ为滴头号）．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Ｄ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根据试验条件，选取一根带有１４个滴头的毛管
进行试验，在室内利用称重传感器同时测得毛管多
个滴头的流量，通过末端泄流的方式…１，可测出毛
管首末沿程压力分布．

２结果与分析
图３

毛管流量与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２．１

Ｆｉｇ．３

毛管沿程各滴头流量实测值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ｅｍｉｔｔ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ＳＤ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按管内水流方向对毛管上每个滴头编号，依次
为１，２。…，１４．测试系统每２ ｍｉｎ采集１次数据．通

３地下滴灌毛管水力计算及分析

过试验发现在整个灌水过程中，毛管上每个滴头的
出水域随时间呈线性递增趋势，直线斜率即为各滴

３．１地下滴灌滴头流量计算

头的流域值；系统工作压力稳定时，在灌水初期，地

通过对地下滴灌单滴头的试验与分析¨引，建立

下滴灌毛管上每个滴头的流鲢接近地表滴灌流量，

了地下滴灌滴头流量与工作压力、土壤体积质量和

而后逐渐减小，并在第２ ｍｉｎ之后基本保持恒定，所

土壤初始含水率之间的关系式为
ｑ＝助“００矿，

以可近似认为当毛管首末两端的工作压力保持稳定
时，各滴头流墙均是相对恒定的值．
以ｌ组试验为例，绘制毛管各滴头出水量形随
时间的变化过程，见图２．

（３）

式中ｑ为地下滴灌滴头流量，Ｌ／ｈ；ｐ为土壤体积质
量，ｋｓ／ｍ３；００为土壤初始含水率（质量），％；｜｜｝，口，ｃ，
算为经验参数．
对于试验中所用的两种滴灌管在轻黏土中有以
下公式：
ＰＬＡＳＳＩＭ公司滴灌管为
ｑ

２

１．１２５ ５ｐｍ哪！００ｎ晰５Ｈｏ·５５７５；

（４）

和平公司滴灌管为
ｑ

３．２

２

０．５６２ ６ｐ加＿０２４

５酷ｎ嘶２胪’蛐３０．

（５）

毛管沿程压力
根据试验方案，末端泄流的地下滴灌毛管沿程

图２毛管卜各滴头Ｈ｛水馈随时ｌ’Ｈ】变化过程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ｉｔｔｅｒｓ’ｏｕｔ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ｉｎ ＳＤ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为了便于观察，在此节选了部分滴头绘制其出

压力分布如ｌ冬１４所示．毛管上０点和ｅ点分别为毛管
首端和末端压力变送器的位置，可直接测得这两点
处的压力水头风和日，；Ｑ。为毛管进口流瑷；Ｑ。为毛

水馈随ｌｌ，ｔｌｈ】的变化过程，这些滴头分别位于毛管的

管未端泄流量；凡为滴头个数．当末端封闭时，Ｑ。＝

首、中和尾部，可以大致看出毛管沿程的滴头其流ｌ蠹

０．

的变化规律．图ｌ所示的这组试验中，滴头设计埋深

万方数据

当毛臀均匀坡布置，毛管管径和滴头间距不变

时，从毛管入口０点处开始将管长按滴头位置分为ｎ

径Ｄ、滴头间距￡、土壤体积质量Ｐ和土壤初始含水

个管段，据能量方程，对于第ｉ段管段有

率靠是已知量；毛管进口压力水头Ｈｏ，ｅ点处的压力
（６）

ⅣＨ＋ｈｄ＝△见＋Ｅ，

式中ｈｄ＝儿；△只＝矽等Ｌ，Ｑｊ＝Ｑ。＋∑ｑ。，ｑ。＝

水头皿以及末端泄流量Ｑ。可测试得到．式（７）中，
只有理和１４个ｑ，是未知的，这是１个含１５个未知
数、１５个方程的非线性方程组．应用Ｍａｔｌａｂ非线性
方程组的数值解法编程，可以求解出局部水头损失

幼４蜣研；Ｈｉ

５（ｉ‰）’；ＮＯＯ

ｈａ为毛管上两点之间

加大系数ｄ和１４个滴头的流量值ｑｉ．
数学模型的试验验证

的位置水头差，ｍ；ＡＨ；为第ｉ段管段水头损失，ｍ；凰

３．４

为第ｉ个滴头孔口压力水头（ｉ＝ｌ，２，…，，１），ｍ；ｌ

３．４．１

试验ｌ

为地面坡度，，＜０为上坡，，＝０为平坡，，＞０为下

以图３所示的１组试验数据为例进行计算分

坡；Ｌ为滴头间距，Ｉｎ；Ｄ为毛管内径，ｍｍ；Ｑｉ为第ｉ段

析．已知供试土壤为轻黏土，毛管为ＰＬＡＳＳＩＭ滴灌

管道流量，Ｌ／ｈ；ｑｉ为第ｉ个滴头流量，Ｌ／ｈ；ｏｒ为考虑

管，滴头流昔计算公式为式（４）．滴头问距均等，Ｌ＝

毛管局部水头损失加大系数；＾ｍ，ｂ为与管材有关

０．８０

的水头损失计算系数，对于微灌的支管与毛管，ｆ＝

毛管进口处（即‰处的测点）的距离为０．８０ ｎｌ，最

ｎｌ，毛管均匀坡铺设，，＝一０．０ｌ；第一个滴头距

后一个滴头距毛管末端压力变送器的管线距离为

Ｏ．５０５．ｍ＝１．７５，ｂ＝４．７５．

０．４０ ｍ．Ｐ＝ｌ ３５０
２０．６０

ｋｇ／ｍ３，Ｏｏ＝１３．９２％；测得巩＝

ＩＴＩ，以＝１２．１８ ｍ，Ｑ。＝１

４５３．１０ Ｌ／ｈ．

求解可得各滴头流量ｑｉ与对应的滴头孔口压力

水头皿的计算值巩，见表２与图５ａ，并计算出ａ＝
１．１９０

６．表２中，ｑｋ为流量计算值，ｑ。为流量实测

值，６为相对误差．通过比较可知，ｑｉ的计算值与实测
值之间的误差较小，说明根据试验建立的数学模型

ＱＩ

式（７）是合理的．
图４

表２地下滴灌毛管水力特征值的试验与计算结果（试验１）

地下滴灌毛管沿程压力变化示意

Ｔａｂ．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ｅａ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ｏｎｇ ＳＤ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Ｄ！ｉａｔｅｒ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ｔｅｓｔ １）

根据对地下滴灌毛管沿程压力的分析，可建立
试验条件下的地下滴灌毛管水力计算的数学模型．
由图４与式（６），应有

风＋儿一可—弓｝“一【靠Ｊ。０，
…一可譬墼一（彘）÷－ｏ，
（彘）３ｌＬ一矽鼍骘一（彘）÷一ｏ，

（彘）‘讹一矽半一（彘）‘一ｏ，
Ｉ

ｆ ｑ川１

１

Ｉ丽Ｊ

＋儿一可％出一（彘）÷一ｏ，

３．４．２试验２

Ｉ

ｆ』Ｌ１。
Ｉ如。碥Ｊ

采用和平滴灌管在轻黏土中进行地下滴灌试

＋儿一矿等￡一以。０‘

验．已知：对在轻黏土中的和平滴灌管，滴头流量计
（７）

算公式为式（５）．滴头间距均等，Ｌ＝０．８０ ｍ，毛管均

试验中，取ｎ＝１４；毛管均匀坡，布置、毛管管

匀坡铺设，，＝一０．０１；第一个滴头距毛管进口处的

万方数据

距离为０．８０ ｍ，最后一个滴头距毛管末端压力变送
器的距离为０．４０

ｍ．ｐ＝ｌ

３５０ ｋｓ／ｍ３，００＝１４．６２％；

风＝２６．７４ ｍ，以＝１５．８４ ｍ，ＱＩ＝ｌ

４毛管水力计算的数学模型

２５７．１７ Ｌ／ｈ．

计算结果见表３和图５ｂ，并得ａ＝１．１８３ ８．同

地下滴灌毛管水力计算是在地面坡度、毛管管

样，滴头流撮的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较小，验

径、滴头间距、毛管铺设长度、土壤体积质茸、土壤初

证了上述模型的正确性．

始含水率、土壤质地、滴灌管等条件已知的情况下，
计算出毛管进口压力、进口流量、毛管沿程压力分
布、水头损失以及各滴头流量等水力特征值．实际工
程中，毛管末端封闭，Ｑ。＝０；第１个滴头孔口距毛管
进口处的距离一般为滴头间距的１／２；毛管多为不
变管径、滴头间距相等的滴灌管，毛管铺设长度等于
各滴头间距之和，可由毛管上滴头个数ｎ确定．将式
（７）推广应用于一般情况的毛管水力计算，在均匀
坡、均质土、毛管等管径、滴头等问距条件下，则有以
下关于滴头流量ｇｉ的非线性方程组：

图５地下滴灌毛管滴头流馈实测值与计算值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ｍｉｔｔｅｒｓ’

风争衫掣导一（彘）÷－ｏ，
（彘）÷一衫掣Ｌ一（彘）÷＝ｏ，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ＳＤ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表３地下滴灌毛管水力特征值的试验与
计算结果（试验２）
Ｔａｂ．３

（巍）÷＋儿一衫争（彘）÷－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Ｄ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ｔｅｓｔ ２）

（８）

式（８）中仅含儿个未知数ｑｊ，利用Ｍａｔｌａｂ中的
ｆｓｏｌｖｅ函数编程可快速方便地求解出各滴头流量ｑ。
和对应的滴头孔口压力水头札．利用该模型，可求
解当分别已知毛管进口压力、进口流量、滴头设计流
量时的毛管沿程压力分布、水头损失以及各滴头流
量等水力特征值．

５结论
考虑土壤因素对地下滴灌毛管水力特性的影
响，结合地下滴灌滴头流域计算公式，建立了地下滴
灌毛管水力计算数学模型．通过多组试验数据验证，
该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较为符合，相对误差较
小；并且计算出的考虑毛管局部水头损失的加大系
计算表明，应用上述数学模型所得的计算结果

数为１．２０左右．该模型叮推广用于求解均匀坡、均

与实测结果之间的误差在１．Ｏ％左右，通过多组试

质土、均匀管径与滴头等间距时的地下滴灌毛管水

验数据试箅出毛管局部水头损失加大系数ａ的取

力特ｆＩＥ值．研究结果可为今后研究地下滴灌系统水

值约为１．２０．

力特性和田问管网优化没计提供基础．

万方数据

以上是在试验基础卜分析地下滴灌毛管水力计

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ｖｉ－

算方法，针对不同的土壤和滴头，需要先确定地下滴

ｔｙ·ｆｅｄ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灌滴头流量计算公式，再利用该模型．另外，实际工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５３ｌ一５３６．

程中田间土壤特性窄问变异町能较大、地形坡度不
均匀，可能还需要根据情况选择小同的滴头类型、滴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３２（６）：

［９］仵峰，吴普特，宰松梅，等．基于田间定位观测的地

下滴灌毛管性能评价［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５）：

头间距、毛管管径、毛管长度和Ｉ＇ＲＪ距等．对于这些复

５５６—５６３．

杂多变的情况，则需要将毛管分段进行水力计算．今

Ｗｕ Ｆｅｎｇ，Ｗｕ Ｐｕｔｅ，Ｚａｉ Ｓｏｎｇｍｅｉ，ｅｔ ａ１．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

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考虑寻求毛管水力计算的优化

ｇａｔｉｏｎ

模型，以便求解各种条件下的地下滴灌毛管和出问

ｆａｃｅ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管网水力特征值．

ｇ／ｎｅｅｒ／ｎｇ，２００９，４０（５）：５５６—５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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