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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埋式滴灌技术在新疆阿苇灌区的
应用探讨
王春霞

%新疆农牧区水利规划总站& 新疆 乌鲁木齐!'+####'

"摘!要#!新疆是全国第二大牧区&通过浅埋式滴灌种植&研究苜蓿的根系!株干生长情况&对比分析发现浅埋式

滴灌技术&能够节约水资源&大大减轻劳动强度&使牧区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机制得到改变&为牧业丰产丰

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项目区牧民脱贫致富做出积极贡献( 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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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基本概况

项目区位于新疆北部阿勒泰草原青河县# 阿勒泰

草原是新疆著名的草原"是我国重点牧区之一"以哈萨

克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畜牧业相对发达#

阿苇灌区是青河县少有的大面积连片平坦土地"规划

建设 ") 万亩饲草料基地"目前正处于集中连片开发阶

段# 由于新疆牧区水利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目前处于

人工草地节水灌溉试验研究阶段"新疆农牧区水利规

划总站于 "#$+ 年在青河县阿苇灌区"开始浅埋式滴灌

的研究"对苜蓿的关键性节水灌溉技术经济指标展开

田间试验#

#(主要研究内容

通过对当地牧区水利建设的调查"发现苜蓿的灌溉

方式大多为传统漫灌# 紫花苜蓿灌溉定额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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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草量 +)#Q>-亩"水资源渗漏浪费严重# 牧草浅埋式

滴灌技术在新疆有相关试验"主要在农区试验"因此有

一定的示范基础# 怎样让牧民掌握牧草灌溉新技术"

一次灌多少立方米水'灌几次和什么时候灌溉等饲草

料高产高收的灌溉技术迫切需要# 本次试验通过在充

分灌溉下观测牧草生育期的生长'生育指标'土壤水

分'产量等指标"找出牧草需水规律'需水量"以及节水

灌溉控制性技术指标#

%(取得成果和创新点

+T$!取得成果

0T实现牧草浅埋式滴灌灌溉示范区建设# 建成

牧草浅埋式滴灌灌溉高效节水示范区 $ 处"田间支'毛

管均实现浅埋"面积 $### 亩"技术辐射区 "### 亩"主

要种植作物为紫花苜蓿,阿尔冈金-"对土地要求不

高"只要在满足滴灌条件的环境内均可使用#

AT实现远程自动化控制"减少田间作业人员劳动

强度"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自动控制灌溉比普通灌溉

方式"可以更严格按照设计灌水时间'轮灌顺序执行#

BT收割方便"减小破坏# 示范区种植的紫花苜蓿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收割两茬"支管和滴灌带铺设

在地表容易在收割中被农机设备破坏"影响二次灌溉"

每年春季还要重新铺设管网"成本较高"并且对新芽造

成碾压而影响产量#

+T$T$!根系生长情况

通过对示范区紫花苜蓿,阿尔冈金-两年的根系

生长程度随机取样调查"发现作物主根较发达"根粗

壮"深入土层# 表 $ 为阿苇灌区二干管 "V*V$ 分干管中

的 $V$$ 支管和 %V$ 支管紫花苜蓿,阿尔冈金-两年根

系发育调查数据#

表 $( 根 系 发 育 调 查

支 管 编 号 $V$$ 支!管 %V$ 支!管

样本编号 $ " + * ) % ( ' & $#

"#$* 年根-FH %$T) *$T) +%T) )"T) )'T& )% *+T) +&T) +' *+T)

"#$) 年根深-FH *)T) ))T" %#T+ %"T+ *)T' (#T$ %"T+ %#T) )#T* %)T'

!!调查发现"第一年紫花苜蓿,阿尔冈金-最深主根

系为 %$T)FH" 最浅为 +%T)FH" 平均根系深 度 为

*(T$$FH# 第一年收割一茬"地表植被平均高度 +#FH"

根系深度远远大于地表植被高度# 第二年紫花苜蓿

,阿尔冈金-最深主根系为 (#T$FH"最浅为 *)T)FH"平

均根系深度 )(T'"FH# 第二年收割两茬"地表植被每

茬平均高度 %#FH"两茬则为 $"#FH"地表植被高度远远

大于根系深度#

经过分析"紫花苜蓿,阿尔冈金-第一年产量较

低"主要为根系发育期"第二年根系与第一年相比"平

均增长 $#T($FH"增长较少(然而地表植被得到大幅度

生长"比第一年平均高出 &#FH"产量大幅提高#

+T$T"!株干生长情况

苜蓿收获时间在孕蕾至初花期"也就是开花达到

$-$# 时开始收割"可以获得营养价值较高的干草# 苜

蓿的株高和茎粗是衡量苜蓿生长状况的重要指标"在

三个灌溉区内各选取 $# 株苜蓿在每次灌水前对其株

高和茎粗进行测量"求出 $# 株苜蓿的平均值"分析其

随时间变化情况#

下页图为三个灌溉区内苜蓿株高和茎粗随时间变

化曲线# 由下页图可知"在第一茬生长期内!) 月

$) 日.") 日之间苜蓿生长处在幼苗期"这期间苜蓿生

长较为缓慢"平均日生长高度为 #T" _#T*FH() 月

") 日.% 月 $$ 日期间"苜蓿处于幼苗期到分枝期的过

渡阶段"这期间苜蓿的株高和茎粗变化剧烈"生长速度

较快"平均每天生长高度自动滴灌区为 $FH"手动滴灌

区为 #T'FH"漫灌区为 #T(FH(分枝期过后"% 月$$ 日.

$& 日之间苜蓿进入开花成熟期"这期间苜蓿生长速度

放缓"株高和茎粗增幅较小# 在第二茬生长期内"苜蓿

的生长呈现了与第一茬相似的生长规律"但是株高和

茎粗较第一茬相比变小"产量也相应低于第一茬# 在

整个生长过程中"水分与生长情况表现出了相适应的

+"&+



变化规律#

对比分析三个灌溉区内的苜蓿生长状况"自动滴灌

区和手动滴灌区苜蓿生长状况明显优于漫灌区"这是因

为滴灌能够实现苜蓿的定点灌溉"进而提高了苜蓿产

量# 自动滴灌区同手动滴灌区相比没有显著优势"但是

自动化滴灌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操作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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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灌溉方式株高随时间变化

+T"!创新点

0T针对新疆牧区恶劣自然环境实施浅埋式滴灌

灌水技术"支管与毛管采用旁通替代紊流三通"从而提

高耕作效率并延长支管的使用寿命"滴灌带更换为带

有防堵功能的内镶贴片式滴灌带#

AT制定饲草收割操作方式"规定采用大马力收割

机进入田间"减少机械田间行走趟数"机械行走方向沿

毛管铺设方向"收割后苜蓿自然成行"替代搂草机作

业(所有机械在大田两侧的机耕道进行掉头"严禁在田

间掉头'转弯或沿斜线行走(每次收割保留地表苜蓿高

度 $#FH以上(在机械进入田间前"必须与田间管护人

员进行协商"咨询田间情况及收割事项(农机操作员必

须先徒步进入田间"熟悉操作环境"以防止机械破坏出

地桩(出地桩周边 $H范围内牧草严禁收割#

BT示范区位于低山丘陵区"耕地存在一定起伏"

滴灌带无法沿着一定深度均匀埋深"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研发了%调节式犁埋滴灌带铺设机&"并且成功申

请实用新型专利一项,专利号!7a"#$* " #"%*"#)T%-#

本专利推出的%调节式犁埋滴灌带铺设机&由连接杆'

开沟器'张紧导向轮'覆土刮土板'限位杆五部分组成#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的试用"初步解决了滴灌带浅埋深

度不均匀问题# 本专利结构和施工较为简单"技术要

求不高"埋设效果好"易于推广"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效益分析

*T$!经济效益和节水效益

"#$+ 年当地紫花苜蓿干草亩产量平均 +)#Q>"

"#$* 年示范区共实际收割 " 茬"平均亩产干草 ))'Q>"

"#$) 年示范区共实际收割 " 茬"平均亩产干草 %)#Q>"

灌溉效益对比见表 "#

表 #( 灌 溉 效 益 对 比

灌 溉 方 式
产量-

Q>

单价-

,元-Q>-

效益-

,元-亩-

增产效益-

,元-亩-

常规灌 +)# $T" *"# #

地表滴灌 *)# $T" )*# $"#

"#$* 年浅埋滴灌 ))' $T" %%&T% "*&T%

"#$) 年浅埋滴灌 %)# $T" ('# +%#

!!当地饲草常规灌水量为 *)#H

+

-亩"实施浅埋式滴

灌技术后为 +)#H

+

-亩"节水 "+^# 示范区共增加收益

") _+% 万元# 示范区采用浅埋式滴灌灌溉技术"田间

滴灌带和支管可以重复使用"每年春季不用农机铺设"

按照每亩田间管网管材费 +## 元"支'毛管铺设费用 *#

元计算"示范区田间管网费每年每亩节约 +*# 元"$###

亩地共计节约 +* 万元#

阿苇灌区规划建设 ") 万亩饲草料基地"而新疆是

我国第二大牧区"灌溉人工饲草料地面积 "%$T'# 万

亩"占新疆草地面积的 #T*(^"推广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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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

/)0

AT加快经济适用型节水灌溉技术的开发与推广#

现有的节水灌溉技术一次性投资成本较高"制约着其

大面积推广"因此"经济适用型节水灌溉技术的开发与

推广具有现实意义# 这就要求科研部门应加大对节水

灌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力度"研究节水灌溉的新技术

与优化技术组合(重视节水灌溉基础研究与示范推广"

建立不同类型'适宜当地发展的节水灌溉模式(研究成

本低廉'操作方便的灌溉技术# 农技推广部门要加大

技术推广力度"做好信息服务及技术交流工作#

/%0

BT健全节水管理制度# 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

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并组织农民以村'组为单位

通过实行联片作业等方式"扩大耕作规模"充分发挥节

水灌溉技术的效益# 制定和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同时

坚持工程管理与资源管理紧密结合"通过推行适合当

地实际'群众易于接受的节水灌溉工程管理模式"提高

节水设施的管理和使用效益#

/*0建立节水灌溉补贴制

度"对使用节水设施的农民给予适当补贴(对于一些高

标准的节水设施基地或园区"通过直接补贴或小额信

贷信用担保等方式予以支持# 尝试建立农业用水收费

制度和节水补偿机制"从机制上保证农业用水"推动节

水农业发展#

/+0

;T充分发挥农技推广机构的作用# 节水灌溉技

术的推广是一项公益性工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

一定的推广经费与推广人员"保障技术推广的良好运

行和高质量完成# 要充分利用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为

农民提供信息咨询'培训指导'物技服务等"充分发挥

农技推广机构在新技术推广中的主导作用#

/"0

8T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灌溉水资源的使用效

益# 合理的农业种植结构应该是在满足某一区域对粮

食'经济作物市场需求前提下的%适水型&农业种植结

构# 要在充分考虑区域水资源状况和其它自然条件及

粮食'经济作物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特别要密切配合快速发展的设施农业"加快

发展节水灌溉"提高节水农业发展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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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浅埋式滴灌技术"可以为新疆开展人

工草地节水灌溉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发展潜力巨大"

对于推动新疆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T"!生态和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人工饲草料地建设工程"置换出的天然

草地将得到休养生息"使过牧的劣质荒漠化草场'沙化

冬草场的退化进程得到有效遏制"可有效减少风蚀面

积"植被覆盖度增加"土壤侵蚀强度减弱(草场实施减

牧"可减轻放牧场和天然割草场的压力"使草地的生态

功能得以恢复和保持# 对于改善生存环境"实现绿洲

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具有重大作用#

本项目通过浅埋式滴灌技术"不仅节约了水资源"

还大大减轻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使牧区落后的生产

经营方式和管理机制得到根本改变"这为牧业丰产丰

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为项目区牧民脱贫致富做

出积极贡献# 有利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进一步推动

社会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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