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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泉根灌在黄土坡地的水分运移规律试验
汪有科１，一，黎朋红１…，马理辉１”，赵颖娜１，黎朋军４
（１．西ｊｔ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Ｅ程学院。陕西杨凌７１２１００；２．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３．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２；４．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天津３００４５１）

摘要：为了了解涌泉根灌这项微灌技术灌水后的水分运移情况，在野外黄土坡地利用剖面法
对涌泉根灌在不同孔径、孔深条件下土壤水分运移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孔径、孔深
处理下，湿润体水平扩散半径、向上入渗距离和向下入渗深度有不同的影响，且均与时间有显著
的幂函数关系；涌泉根灌停止后２４ ｈ内的土壤湿润体水平及竖直方向扩散相对变化超过了
４７％，湿润体平均含水量相对降低了３０％；２４ ｈ后的扩散较小，平均含水量下降较小．涌泉根灌
停止后２４ ｈ时的湿润体特征值可作为涌泉根灌系统设计的依据；推荐涌泉根灌适宜的孔洞深度
为３０一４０

ｃｍ，孔径为拍ｃｍ．研究结果可为涌泉根灌技术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涌泉根灌；湿润锋；水分运移；黄土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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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与干旱缺水并存，社会
经济发展困难，但同时，山区土地资源丰富，当地经

１材料和方法

济价值较高的特色果品——红枣发展面积很大，且
发展势头迅猛．然而，由于干旱缺水，经济效益低下，
平均产量仅为２

２５０

１．１试验地概况

ｋｇ／ｈｍ２左右，只有其生产潜力

试验在陕西省米脂县银州镇孟岔村山地微灌枣

的１５％左右．即使有大户进行灌溉，也是采用了不

树示范基地进行，本区位于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合理的大水漫灌灌水方式，或者采用ＰＶＣ管进行沟

区，属北温带半干旱性气候，全年雨量不足，气候干

灌和穴灌，不仅费水、费时、费工，而且效益不高．

燥，昼夜温差大，日照丰富，适宜果树生长．年平均降

涌泉根灌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灌溉杨

雨量４５１．６ ｎｌｎｌ，主要集中在７—９月．试验地土质为

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明的新型灌水技术…，它通

黄绵土，表层土壤密度平均为１．３０

过微管把水肥直接输送到树木根区，进行地下局部

计划湿润层的田间持水量为２３．４％（占干土重百分

灌溉，从而避免了在降水量稀少、蒸发强烈、土壤水

比），土壤表层稳定水分入渗速率为１．４ ｍｍ／ｍｉｎ，土

分严重亏缺的黄土高原水肥在地表积聚的地表灌溉

壤平均初始含水量为１０．４％，地面坡度平均为１７０，

ｇ，＇ｃｍ３，０～８０ ｃｍ

土壤水分蒸发损失大的问题，灌水损失减小１０％～

以水平梯田水保工程措施为主，水平梯田田面平整．’

３０％，肥效提高２８％，而且，其水流过渡保护器装置

１．２试验装置及试验设计

解决了滴灌滴头堵塞的问题；田间毛管埋设在地下

本次试验用乌氏瓶供水，在恒定水头下通过调

寿命由原来的６ ａ提高到２０ ａ，每ｈｍ２灌溉设备年

节旋钮开度来控制滴头流量．模拟滴头流量为

折算成本由ｌ １１０元降到５２５元；红枣产量达到

４

１９ ８００

ｋｓ／ｈｍ２．涌泉根灌具备了地下滴灌提高作物

产量【２。４Ｊ，抑制杂草生长和涌泉灌不易堵塞Ｌ５。６ ３的

Ｌ／ｈ；灌水量设１６，２４，３２ Ｌ共３个；孔洞的孔径为

４，４ ｃｍ和６６ ｅｍ两种；孔深从２５ ｅｍ到６０ ｃｍ不等．
１．３试验方法及观测内容

优点，还很好地解决了地下滴灌系统发生故障时所

试验采用剖面法，在试验区内选择未经扰动的

带来的这些缺点：检查、维修时间长，费用高，要求对

土壤坡面，去除表层覆土及杂物，将试验区修成表面

系统日常运行管理非常严格和涌泉灌流量较大，在

光滑整齐的阶地（高１．５ ｍ，宽１．５ ｍ），将孔洞布置

地表易形成积水而导致土壤水分蒸发损失大，等等．

在距台阶边缘５ ｃｍ处，竖直面作为观测面．

该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在干旱缺水的黄土高原地区对

将模拟滴头伸入孔洞中，在孑Ｌ洞中放入一片滤

有限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以达到节水与增产同步实

纸防止水流的冲击破坏土壤结构．入渗开始后，用秒

现的问题，在黄土高原地区有着十分广阔的应用

表计时并按照先密后疏的原则观测孔洞中的积水深

前景．

度、水平扩散距离、竖直入渗距离等随时间的变化过

涌泉根灌最先在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山地微灌

程．人渗停止时，因湿润体比较对称，所以测量湿润

枣树示范基地运用．该项技术是特别适宜坡地灌溉

体１／２垂直剖面的形状，并在竖直面按照１０

的一种新型灌水技术，但对此项新技术在灌水过程

１０

中、灌水后土壤湿润体形体变化及土壤水分分布与

束后用塑料布盖住湿润体，以防降雨淋湿和抑制蒸

运移规律的研究较为缺乏．要将其有效地应用于黄

发．入渗停止后２４，４８ ｈ各测量一次湿润体形状和

土高原地区的生产实践，需要研究不同技术要素组

测定土壤含水量．每组试验重复３次，取其平均值作
为试验结果．

合条件下湿润体的变化规律，以及灌水后湿润体水

ｃｍ×

ｃｍ网格取土，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测量结

分再分布情况，以便找到较好的灌水技术参数组合，
从而在适时适量地对植物进行灌溉的同时，提高水

２结果与分析

的利用效率．为此，在野外黄土坡地利用剖面法＂１
进行试验，对涌泉根灌的土壤水分运动规律进行研

２．１孔径对湿润体的影响

究，分析在不同孔径、孔深情况下湿润锋运移和入渗

在灌溉过程中，当流量一定时，涌泉根灌孔径大

时间的关系，以及灌水停止后湿润体的变化规律；提

小成为影响湿润体形态的一个因子．本试验采用两

出该灌溉方式合理的孔径和孔洞深度范围，以期为

种孔径（４，４ ｅｍ，６６ ｃｍ），在流量为４ Ｌ／ｈ的情况下

涌泉根灌技术的完善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提供理论

对灌水过程中湿润体形态变化作了４ ｈ的观测，结

依据．

果如图ｌ所示．由图ｌ可知，随着灌水时间的延长，

万方数据

湿润体不断增大，但湿润体在水平、向上、向下各方

系分布体积的关系，为单株枣树的灌水定额和安排涌

向上增大的速度不一．在舭ｅｍ孔径条件下，向上

泉根灌灌水器个数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渗速度比向下、水平入渗速度快，４ ｈ入渗扩散距

由图１还可以看出，湿润锋运移距离随时问增

离向上为２４．６ ｅｍ，向下为２０．３ ｃｍ，水平方向为

加而逐渐变大，但湿润锋在水平、向上、向下方向ｔ

ｅｍ．在枷ｃｍ孔径条件下，向上入渗速度比向

增大的星巨离与所用时间的比值逐渐减少，即湿润体

下、水平入渗速度快，４ ｈ入渗扩散距离向上为２３．５

扩散速率逐渐降低．这是因为在灌水初期，孔洞底部

ｃｍ，向下为２１．８ ｃｍ，水平方向为２２．５ ｅｍ．加Ｃｌｌｆｌ孔

周围土壤含水率急速达到饱和，其与周围土壤形成

径和妒ｃｍ孔径相比较，碑ｃｍ孔径情况下向上入

较大的土水势梯度，高的土水势梯度驱使土壤水从

渗速度比加ｅｍ孑Ｌ径情况下的快，增加了１３％；但

土水势高的地方向土水势低的地方运动，即形成一

加ｅｍ孔径情况下水平扩散速度比中４ ｅｍ孔径情况
下的快，增加了１０％；在枷ｅｍ孔径情况下，向上、

个有内到外含水率逐渐降低的湿润体．随着湿润体

向下人渗速度相近．从这个特点看，在生产中应用该

差值逐渐减小，其土水势梯度也随之减小．因此，湿

技术，如果采用ｄ，ＳｆＬ径灌水就需要加大孑Ｌ洞的深度

润锋运移速度会随着土水势的减小而降低．

２０．５

的扩大，其外边缘含水率与周围土壤含水率之间的

才可防止地表湿润的现象；要达到相同的湿润效果，
大孔径的孔洞可以浅点．这个特征在生产应用中十
．

，＝６锄

分霞要．湿润锋运移距离随时问增加而逐渐变大，符

．

絮曲

合幂函数，拟合结果如下：

。／／

。／饧鼢．
．＼心
＼２０ 钞‘

向上：
Ｌ＝１．５１５ ３ ｔｏ．姗２：Ｒ２＝０．９９８ ４。

（１）

Ｚ：１．８５６ ７ｔｏ·４７８１。Ｒ２＝０．９９５ ３：

（２）

向下：
／－／＝０。７６８

◆－－－４锄

８ｔｏ朋８，Ｒ２＝０．９９５

６，

（３）

ｈ：０．４９７ ５ｔ０‘醴７ ６．Ｒ２＝０．９９４ ３：

（４）

．

２４０溢

水平：
Ｒ＝１．１７９

４ｔｏ圳ｏ。Ｒ２＝０．９９７

６。

（５）

ｒ＝０．８８７ ４ｔ０５８９９。Ｒ２＝０．９８４ ５．

（６）

式中￡，日，尺分别为孔径枷ｅｍ情况下向上、向下湿

图ｌ
Ｆｉｇ．１

涌泉根灌湿润锋运移曲线（Ｑ＝４ Ｌ／ｈ）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ｒｇｅ
ｒｏ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Ｑ＝４ Ｌ／ｈ）

润锋运移距离，以及水平扩散半径，ｅｍ；ｚ，ｈ，ｒ分别

图２为两种孔径情况下湿润体含水量等值线示

为孔径舭ｅｍ情况下向上、向下湿润锋运移距离，

意图．灌水结束时，湿润体孔洞底部周围含水率最

以及水平扩散半径，ｅｍ；尺２为复相关系数．

大，由近到远，含水率由大到小变化，湿润锋附近处

根据以往对５年生枣树根系调查，枣树根系主要

的含水率变化梯度最大．由湿润体含水率等值线示

分布在水平１８０ ｃｍ和垂直７０ ｃｍ的范围内（占总根

意图（图２）和湿润锋运移曲线（图１）可知，含水率

系量的９０％）．如果要求湿润体不超出树体下以树干

等值线示意图与湿润锋运移曲线形状相似，孔洞积

为中心１８０

ａｍ的范围，按照上述函

水深度不断增加，湿润锋向上运移较快，积水深度段

数模型计算，直径，／４ ｅｍ孔洞在流量为４ Ｌ／ｈ的情况

周围土壤含水率较大．通过图１，２可知，在弘ｃｍ孔

下灌水８ ｈ可达到７０ ｅｍ的深度，宽度则需要４２ ｈ．根

径情况下，湿润体含水率等值线呈扁长状，水分集中

据湿润体扩散特点，无法同时满足１８０

分布在孔洞周围，水分在水平方向上运动距离比枷

ｃｍ×１８０ ｅｍ Ｘ７０

ｅｍ×１８０

ｃｒｌａ×

ｃｍ这样一个全范围的灌水效果，所以建议根据垂

ｅｍ孔径下的小；而在啪ｃｍ孔径情况下，湿润体含

直入渗的距离计算灌溉时间．按计算，妒ｅｍ孑Ｌ径灌
水时间大约为８ ｈ，枷ｅｍ孔径的大约为９ ｈ，可达到

水率等值线近似呈圆形，水分分布均匀．这是因为在

ｃｍ的深度．如果计算成体积，弘ｅｍ孔径下的湿润

于大孔径情况下的，因此，不断增大的积水深度加快

７０

７０

ｅｍ３，加ｅｍ孔径下的湿润体积为

体积为１６５

５５３．７９

１８９ ３９６．８６

ｃｍ３．湿润体积分别相当于１８０

ｃｍ ｘ７０

ｅｍ

ｘ

１８０

ｃｍ范围的７．３％和８．４％．湿润体积与枣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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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过程中发现，／Ｊ，４Ｌ径情况下的积水深度变化大
了水分向上运动而减弱Ｊ，水平方向上的运动．由此

可知，涌泉根灌的孔径是影响湿润体形状及其水分
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对两种孔径（舭ｃｍ，枷ｃｍ）条件下湿润锋
运移及湿润体水分分布情况对比可知，在大孑Ｌ径情
况下，水分较均匀的向四周扩散，表现在湿润锋运移

添 铩
１０

深度浅．因此，在生产应用中采用大孑Ｌ径比采用小孔

钞

钐
０

曲线、湿润体含水率等值线图形状近似圆形，在达到
相同的湿润效果下，大孔径孔洞可以比小孔径孔洞

２０

３０

０

１０

径要好．
２．２孔深对湿润体的影响
水分的有效利用程度不仅取决于适时适量灌水，

２０

ｒ／锄

Ｒ／ｃｍ

（ａ）妒＝４ｃｍ

（ｂ）一＝６ｃｍ

还与灌水的空间（灌水深度）有密切关系．在灌溉过程

３０

中，当流量和孔径一定时，孔深成为影响水分在土壤
中的运移与分布的一个因子．当流量为４ Ｌ／ｈ、孔径

图２不同孔径湿润体含水率等值线示意图（Ｑ＝４ Ｌ／ｈ）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ｎ

ｍａｐ ｏｆ

为４，４ ｃｍ时，不同孔深（ｚ＝２５，３８，５３ ｃｍ）情况下湿润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Ｑ＝４ Ｌ／ｈ）

锋运移曲线如图３所示．

寐

．。＼？２…４０ｍｍ－

衬

纱／
．／

０

ｌＯ

２０

ｒ／％
（ａ）ｚ；２５锄

＼砷ｍｉ‘ｌｌ

讲１２０。
∥
．／

钐
３０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１０

Ｏ

ｒ／ｃｍ
（ｂ）ｚｆｆｉ３８ ｃｍ

２０

３０

ｒ／ｃｍ

（ｃ）ｚ＝５３锄

图３不同孔深湿润锋运移曲线（Ｑ＝４ Ｌ／ｈ，弘ｃ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ｏｌ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ｎ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ｆｒｏ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ｕｒｖｅｓ（Ｑ＝４ Ｌ／ｈ，拱ｃｍ）

由图３可知，在这３种孔深情况下，随孔深的加

合幂函数，Ｒ２均在０．９７以上．根据拟合函数模型计

深，向上人渗速度加快，４ ｈ向上入渗距离分别为

算，当彳＝２５ ｃｍ时，灌水７ ｈ左右向上湿润锋运移到

ｃｍ，且孔深为３８和５３ ｅｍ情况下

达地面，如果继续灌水，地表会出现湿润，此时湿润

的入渗速度比２５ ｃｍ孔深下的增大了４５％和９６％；

体竖直湿润５３ ｃｍ，未达到７０ ｃｍ的要求，其湿润体

水平扩散速度减慢，４ ｈ水平扩散距离分别为２１．７，

积相当于１８０

１９．２，２４．６，２７．５

２０．３，１９．４

ｃｍ，且孔深为３８和５３ ｃｍ情况下的人渗

ｃｍ×１８０ ｃｍ×７０

ｃｍ的范围的４．６％；

当。＝３８ ｃｍ时，灌水８ ｈ左右湿润体竖直湿润到达

速度比２５ ｃｍ孔深下的减小了５％和８％；向下入渗

７０

速度减慢，４ ｈ向下入渗距离分别为２５．３，２０．４，

有一定厚度的干土层，可以抑制土壤水分蒸发，其湿

１６．３

ｃｍ，且孔深为３８和５３ ｃｍ情况下的入渗速度

ｃｍ，此时向上湿润锋运移了３５．５ ｃｍ，在地表留

润体积相当于１８０

ｃｍ×１８０ ｃｍ×７０

ｃｍ的范围的

比２５ ｃｎｌ孔深下的减小了２６％和４ｌ％．孔深过浅，

７．３％；当ｚ＝５３ ｃｍ时，灌水５ ｈ左右向下湿润锋运

不能满足作物根系吸水的需求，并且容易产生地表

移了２０ ｃｍ，如果继续灌水则导致深层渗漏发生，此

湿润，造成水分蒸发损失；孔深过深，随着灌水时间

时湿润体积仅相当于１８０

的延长，可能导致深层渗漏发生．因此，在生产中应

围的２％．

ｃｍ×１８０ ｃｍ×７０

ｃｍ的范

用该技术，选择合适的孔深是非常关键的．在各孔深

由图３还可知，孔深对土壤湿润特征影响明显，

情况下，湿润锋运移距离随时间增加而逐渐变大，符

随孔深加深，湿润圈同步下移，湿润锋曲线形状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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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向扁长状发展．即随孔深加深，向上入渗速度加

同时，湿润体平均含水率相对减小５％，远远小于涌

快，水平扩散速度减慢，向下人渗速度减慢．这是因

泉根灌停止后２４ ｈ内的变化．由此可见，涌泉根灌

为在较浅土层范围内土壤质地均匀，土壤团粒结构

刚停止时的湿润体是很不稳定的，涌泉根灌停止后

稳定，孔隙结构好，较小孔深情况下，产生较少的积

２４

水，土壤水主要在基质势梯度的驱动力下均匀向四

和灌水量设计时，以涌泉根灌停止后２４ ｈ时的湿润

周扩散；随土层加厚，土壤越密实，密度增大，土壤持

体特征值作为依据较为合理．

ｈ时的湿润体较为稳定．所以在进行滴头的布置

水能力增加，透水性减小，随孔深加深，积水深度变

根据枣树根系分布和湿润体再分布变化情况，

化越大，水分向上入渗加快，而水平扩散和向下入渗

当灌水器流量Ｑ＝４ Ｌ／ｈ，孔径为枷ｃｍ，孔深ｚ＝４０

速度减慢．

ｃｍ时，涌泉根灌一次灌水量以２４ Ｌ为宜．

经试验资料分析，在流量为４ Ｌ／ｈ的情况下，当

孔径为弘ｃｍ，孔深为：＝３５～４０ ｃｍ，灌水６～８ ｈ；当

３

结

论

孔径为帕ｃｍ，孔深名＝３０—４０ ｃｍ，灌水６～９ ｈ，都能
使湿润体紧直湿润６０～７０ ｃｍ，能最大限度满足灌水

（１）涌泉根灌湿润体在不同孔径、孔深情况下，

效果且避免了深层渗漏和地表湿润水分蒸发损失．

水平扩散半径、向上入渗距离和向下入渗深度均随

２．３灌水停止后湿润体的变化规律

着人渗时间的增加而增大，符合幂函数关系，相关系

由于湿润体内部以及湿润体与周围土壤之间存
在着水势差，涌泉根灌停止后湿润体会继续扩散，同

数砰均在０．９７以上，入渗速率随入渗时问的增加
逐渐减小．

时湿润体的平均含水量逐渐降低．涌泉根灌停止后

（２）涌泉根灌的孔径、孔深是影响湿润体形状

ｈ内湿润体的变化如表１所示．表ｌ中Ｖ为灌水

及其水分分布的重要因素．大孔径（枷ｃｍ）和小孔

量；Ｌｈ，Ｌ。，Ｌ。分别为水平、向上和向下扩散距离；Ａ

径（妒ｃｍ）相比较，小孔径情况下向上入渗速度比

为含水率变化；艿为平均相对变化率．

大孔径情况下的快，增加了１３％，但大孔径情况下

４８

表１涌泉根灌停止后湿润体尺寸及含水率的变化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ｔ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ｏｆｔ ｗａ缸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ｆａｒ ｓｕｒｇｅ ｒｏｏ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水平扩散速度和向下入渗速度比小孔径情况下的
快，分别增加了１０％和１２．５％，且在大孔径情况下，
水分较均匀的向四周扩散．在３种孔深（２＝２５，３８，
５３

ｃｍ）情况下，随孑Ｌ深加深，向上入渗速度加快，孔

深为３８ ｃｍ和５３ ｃｍ情况下的入渗速度比２５ ｃｍ孔
深的增加了４５％和９６％；水平扩散速度减慢，孔深
为３８ ｃｍ和５３ ｃｍ情况下的入渗速度比２５ ｃｍ孔深
的减小了５％和８％；向下人渗速度减慢，孔深为３８
ｃｍ和５３ ｃｍ情况下的人渗速度比２５ ｃｍ孔深的减
小了２６％和４ｌ％，随孔深加深湿润圈同步下移，湿
润锋曲线形状由圆形向扁长状发展．
（３）建议根据垂湿润体直入渗距离计算灌溉时
间．在流量为４ Ｌ／ｈ的情况下，当孔径为妒ｃｍ，孔
深彳＝３５～４０ ｃｍ，灌水６—８ ｈ；当孔径为４，６ ｃｍ，孔
往：表中含水率均为占ｉ‘土重的百分比；平均相对变化率为变化值与

滚＝３０—４０

原来值的比值．

６０一７０

由表１可见，涌泉根灌停止后湿润体的尺寸在
２４

ｃｍ，灌水６—９ ｈ，能使湿润体怪直湿润

ｃｍ，能最大限度满足灌水效果且避免了深层

渗漏和地表湿润水分蒸发损失．

ｈ内变化很大，水平扩散相对变化达到４７％，向

（４）涌泉根灌停止后２４ ｈ内湿润体的尺寸不断

上扩散相对变化为２３％，向下扩散相对变化达到

增大，水平扩散距离和向下扩散距离增大均达到或

６２％，同时，由于体积的扩大，湿润体的平均含水率

超过４７％，向上扩散距离达到２３％，同时湿润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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