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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压滴灌支管灌水单元设计方法
剑１

朱德兰１，吴普特１’２，李岚斌１，张琛１，王

（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陕西杨凌７１２１００；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中心，陕西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为了解决山地自压滴灌支管灌水单元水力设计问题，以滴头制造偏差、水力偏差和微地

形偏差产生的综合流量偏差率作为灌水均匀度衡量标准，计算出支管灌水单元不同压力区允许
水压力偏差和最大水压力，根据不同压力区支管水压力递推关系，确定出支管压力偏差分配系
数，将支管单元设计转变为支管设计和毛管设计；支管设计采用两阶段设计法，计算出支管各节
点水压力。根据该水压力和不同压力区允许最大水压力，对支管进行压力单元的划分，在不同压
力区选择不同类型的滴头，使滴头额定工作压力与地形高差提供的工作压力相匹配．研究结果可
直接用于山地支管灌水单元设计，计算可在Ｅｘｃｅｌ表格中完成，设计方法简单实用．
关键词：自压滴灌；压力分区；支管灌水单元；压力偏差分配系数；综合流量偏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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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丘区滴灌可以利用山坡地形成的地形高

有广阔的推广利用前景．

差加压，实现自压滴灌，从而节省了水泵等加压设备

在滴灌工程设计方面，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

的投资和庞大的运行费用．因此，山丘区自压滴灌具

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滴灌均匀度评价¨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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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Ｉ

ＩＩ

ＩＩ

口出流管设计［４１以及管网优化等方面∞－６］．Ｂｈａｔｎａ—
ｇａｒ

Ｉｌｌ

小滴头工作水压力头可按下式计算：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ｌ７１研究了一种山地梯田中的自压

ａｎｄ

滴灌系统设计方法，发明了一种“星状”低压滴灌方

ｌ—●——■——●■—————＿

尸～ｊ＝（１＋ｏ·６５㈦¨～以

（４ １

式，研究表明，灌水均匀度在８０％以上，但该方法适

ＬⅣ枷＝（１—０．３５ｑｍ）”ｑⅣ。ｉ
式中日删和Ｈ豳ｉ分别为第ｉ压力区内最大和最小水

用于阶梯状分布的梯田中，所有区域均采用同一类

压力头，ｍ．

型的低压滴灌，没有涉及压力区间的划分．截至目
前，没有人对自压滴灌压力分区做过定量研究．

当毛管进口未安装调压装置时，支管灌水单元
的允许压力头偏差由支管和毛管共同承担，即：不同

在山坡地自压滴灌系统中，支管垂直于等高线
布置，毛管平行于等高线布置；如果支管进Ｕ水压力

压力区压力头偏差ＡＨ。ｊ等于支管压力头偏差和毛
管压力头偏差之和，计算式为

较低，沿支管方向，水压力应该自上而下逐渐增大．

ＡＨ。＝Ａ致。ｉ＋ＡＨｍ

如果在毛管进口不安装调压装置，毛管内水压力自

式中ＡＨ。。；为第ｉ压力区支管允许压力头偏差，ｍ；

坡七到坡下亦逐渐增大．为了保证滴头在厂家推荐

ＡＨ。ｕ为第ｉ压力区毛管允许压力头偏差，ｍ．

（５）

的最佳压力头（１０～４０ ｍ）下工作，应将支管单元划

为了保证大部分滴头在适宜水头下工作，支管

分为几个不同的压力区，并在不同压力区选择不同

水压力沿顺坡方向应该旱增大趋势，每个压力区的

类型的滴头，使滴头额定工作压力与地形高差提供

最大压力处发生在该区内最底部的毛管进口．因此，

的工作压力相距配。本研究以一条支管灌水单元为

第ｉ压力区的最大水压力头近似等于第（ｉ—１）区最

研究对象，提出支管进口压力较低情况下，该单元压

大水压力头与第ｉ区支管压力头偏差之和：

力区间的划分方法和设计程序．

Ｈ。。ｊ—Ｈ。ｍ—１）＋ｐｉ△日。ｉ

（６）

式中符一“＿，）为第（ｉ—１）压力区最大水压力头，ｍ；
地为第ｉ压力区支管压力偏差分配系数，是０—１之

支管灌水单元压力偏差

舻警

间的数．根据式（６），不同压力区支管压力偏差分配
在考虑水力偏差、滴头制造偏差和田面微地形

系数町按下式计算：

等情况下，支管灌水单元流量偏差率町表示为…

ｇｈ“：，一ｑ耐一ｘｌｉＡ广Ｚｉ（ｉ：１，２，…，Ｎａ）ｑ
ｇｈ“２，一ｑ耐一—ｉＦ—

Ｌｌ

２

肛ｊ＝————１ｒ—～

，ｚ，…，

（７）Ｉ
Ｌ

Ｊ

不同压力区分配给支管的允许压力头偏差按下

』Ｊｍ

（１）

式计算：

式中ｑＭ为第ｉ压力区允许水力流鼍偏差率；ｇ，为允

ＡＨ。蚵＝ＩＸ。△日。ｉ

压力区制造流量偏差率；并ｉ为第ｉ压力区滴头流态指

（８）

不同压力区分配给毛管的允许压力头偏差按下

许综合流量偏差率，按微灌设计规范选取；ｇ。，ｉ为第ｉ

式计算：
△只Ｉｊ＝（１一以）ＡＨ“

数；△ｚ。为第ｉ压力区田面最大局部高差，ｍ；Ｈ撕为第

（９）

当支管和毛管的允许压力头偏差确定后，支管

ｉ压力区滴头平均工作水头，ｍ；Ⅳａ为压力分区数；ｉ

灌水单元的水力计算转化为毛管设计和支管设计．

的值自坡上到坡下增大．
滴头制造流量偏差率叮按下式计算…：

２—Ｆ
Ｋ删一Ｋ而耐

ｑｍｖｉ

２
，，，、

‘ｚ，

式中Ｋ。“，Ｋ。“分别为第ｉ压力区滴头最大和最小
流量系数；Ｋ血第ｉ压力区滴头平均流盛系数．
当滴头允许综合流量偏差率给定时，根据公式
（１）和（２），不同压力区的允许水压力头偏差可按下
式计算：

毛管水力设计
在田块长度一定时，可以根据田块长度确定毛

管长度．由于毛管沿等高线布置，毛管铺设方向坡度

攀≤（１唯）Ａｎ“

为０，毛管实际水头损失应小于允许水头损失，即
（１０）

工，ｌｊ

ＡＨ“＝爿１＋０．，５（字）ｑｈｖｉ】以（３）

式中Ｋ为考虑局部水头损失的扩大系数，Ｋ≥１；ｆｌ

式中ＡＨ。。为第ｉ压力区滴头允许水压力头偏差，ｍ．

摩擦因数（在Ｂｌａｓｉｕｓ方程中，对于ＰＥ管，正＝

不同压力区满足允许水压力头偏差的最大和最

万方数据

为多口系数（当孑ＬＵ数大于３０时。＾＝０．３６４）；正为
０．５０５）；Ｑ“为第ｉ压力区毛管进口流量，Ｌ／ｈ；Ｄ“

６ｌ

支管节点水压力头递推公式为

为第ｉ压力区毛管直径，ｍｍ；己．ｊ为第ｉ压力区毛管长

以，＝Ｈｍ（，川＋．，。ＳＬ一‰，

度，ｍ．
式（１０）可转化为

峪【拦缢ｒ

式中日。，和日。（『－１）分别为沿支管方向第门铂第＿『一１
７５

㈩，

条毛管进口水头，ｍ；Ｈ耐ｉ为支管第Ｊ管段（第，一１节
点到第歹节点之间）水头损失，Ｉｎ．
３．２

支管水力设计

３

（１５）

支管进口水压力
支管进口水压力必须满足低压力区滴头工作压

力和管道水头的要求．根据文献［８—９］，滴头最小
３．１

支管管径计算

工作压力必须与田面微地形相匹配，应满足公式

由于长流道滴头和压力补偿式滴头具有良好的
水力性能，而且最佳的工作压力头范围在１０—４０

Ｈ。，≥ｘ—Ａ—Ｚ
～

ｍ

（１６）

ｇ删

之间，因此，支管管径的变化应该保证顺坡方向支管

式中△Ｚ为田面最大局部高差，ｍ；吼。为低压区滴头

压力总体旱增加趋势，但在局部管径突然变小的位

设计工作压力头，ｍ；ｑ。为微地形流量偏差率，ｑ：，≤

置有微小降低，这种微小变化对不同压力区的最大

０．０５．在低压区，为了保证较大区域能进行滴灌，取

和最小压力没有影响，而且在该压力范围之内变化，

ｑ。＝０．０５．

靠近水源的低压力区，支管进口水头必须满足

总的地形坡度依然大于水力坡度，支管最大水压力

滴头设计水头和摩擦损失的要求，而且支管压力偏

发生在地形的最低点．则支管总水头损失为
Ｈｆｍ。＝Ｊ。Ｌ。＋日神一日。，批

（１２）

式中Ⅳｈ。为支管允许水头损失，ｍ；Ｊ。为沿支管方向

差分配系数值必须在０～１之间变化．根据式（６），
低压力区支管进口水头必须满足下式：

的地面坡度（对于顺坡，Ｊ。＞０；对于逆坡，Ｌ＜０）；

Ｚｋ＞（日。。ｌ一△Ｈ“）

Ｌ。为支管长度，ｍ；Ｈ硼为支管进口水头，ｍ；Ⅳ幽为

式中日。。扪埘。，分别为低压力区的最大水压力头和

支管末端水头，ｍ．

压力头偏差，ｎ１．

（１７）

当支管允许水头损失已知时，支管管径可按下
４

式进行初步优化设计Ｈ］：
札

应用举例

…．

Ｄ，：钟．抛ｆ磁ｓｔ蚤旷广１（１３）
＼
／
日汹

榆林地区清涧县枣园山地滴灌系统，枣树株距
３

ｍ，行距４ ｍ，枣树栽植在水平阶上，毛管沿水平阶

式中Ｍ．为沿支管方向的毛管数；Ｄ，为第，管段的直

布置，支管垂直等高线布置；在该系统中有一支管，

径，ｍｍ；Ｓ。为毛管间距，ｍ；Ｑｊ为第＿『管段的流量，

支管进口水头‰＝５ １１１，长Ｌ。＝１００

Ｌ／ｈ；．『值为支管管段和节点编号，支管进口节点编

向的地面坡度为０．５，每一个水平阶布置一条毛管，

号为０，第一管段和第一条毛管进口编号为ｌ，依次

毛管间距Ｓ。．＝４ ｍ，毛管数Ｎ。．＝２５；毛管双向布置，

沿坡度向下方向逐渐增大，最末一条毛管进口节点

根据地形尺寸，每条毛管长度均为８０ ｍ，则Ｌｕ＝

编号为Ｍ．．
根据式（１３）计算得到支管连续变化的管径，采

Ｌ。：＝Ｌ”＝８０

用该连续管径得到的支管水头损失之和为日佃．在

Ｌ／ｈ；以ｌ＝５

该管径的变化范围内，参考市场上可获得的标准管

髫２＝戈３＝０．２；Ｋ—Ｉ＝１．３６；Ｋ。ａｘ２＝２．１ｌ；Ｋ。，＇丑ｘ３＝

径及施工可接受的变径数～。（一般２—４种），选择

１．９２；ＫｎＩｉ。ｌ＝１．３２；Ｋ“以＝１．９９；Ｋ。ｉＴ．３＝１．８４；Ｋ。１＝

几种标准管径，调整连续管径为标准管径，在Ｅｘｃｅｌ

１．３４；Ｋａ２＝２．１０；Ｋ，＝１．８９；滴头间距为１．５ ｍ（每

表格中通过试算的方法对连续管径进行标准化处

棵树２个滴头），每条毛管上的滴头数为１６０个．枣

理，使标准化管径满足下式：

园沿毛管方向最大田面局部高差均为０．５ ｍ，取灌

Ｍ，

ｎｌ

７５

、

∑（磁‰Ｓ。）≤‰
”Ｉ、

上，ｆ

（１４）

７

ｍ，沿支管方

ｍ．沿支管方向分３个压力区，初步选

择３种类型的滴头，滴头参数为：ｇ。。＝ｑ吐＝ｑｄ＝３

ｍ；如＝６

ｍ；Ｈａ３＝１０ ｍ；膏１＝０．４，

水单元允许流量偏差率为ｑ。＝０．２５．
根据式（１５）验证低压区的工作压力是否满足

式中眈为第ｆ种标准管径，ｒａｍ；ｆ从１一Ｊ７ｖ。变化；Ⅳ。

要求，已知△ｚ＝０．５ ｍ，石＝０．５和ｑ。＝０．０５，计算

为标准管径数．

得Ｈ。，＝５ ｍ；根据式（１）计算水力流量偏差率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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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个压力区水力流量偏差率分别为０．１７，０．１８和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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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设计；利用式（Ｉ １）计算毛管最小管径，３个压力
区毛管直径分别为１９．４５，１７．７８和１５．１９ ｉｎ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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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流母偏差不能过大（一般小于５％），且滴头工
作压力越低，田面要求越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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