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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施农业节水灌溉的效果
分析及建议

刘!琳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资源区划研究所& 辽宁 沈阳!$$####'

"摘!要#!农业节水灌溉是缓解当前农业用水供需矛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效益!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推

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本文通过对辽宁省农业节水灌溉现状及实施农业节水灌溉的效果进行分析&对实

施农业节水灌溉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辽宁省) 节水灌溉) 效果分析)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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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业节水灌溉现状

根据调查"辽宁省有效灌溉面积 "#++T$' 万亩"其

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T$% 万亩"林果及其他经济

作物灌溉面积 $')T#" 万亩(按工程类型划分"地表水

,蓄'引'提-灌溉面积 &*$T&' 万亩"地下水灌溉面积

$#&$T"# 万亩(其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按作物划分"水

田 &))T)& 万亩"菜田 ""*T+% 万亩"水浇地 *&#T& 万亩"

经济作物 $((T+$ 万亩# 受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辽

宁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势趋缓# 经过多年努力"目

前已建成一大批节水灌溉工程"实灌面积 $)&+T)( 万

亩"其中节水灌溉面积 %)#T"+ 万亩"节灌率 *#T'^#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T&+ 万亩"占总节水灌溉面积的

%(T"^# 各地区节水灌溉面积情况见下页表#

+*'+



各 地 区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情 况 表

单位!万亩

地! 区 合!计 渠道防渗
高!效!节!水

小计 管灌 喷灌 微灌

沈阳市 $$'T#" "+T%* &*T+' 'T#) %$T## ")T++

鞍山市 +#T"( +T+' "%T'& $#T$' $*T&' $T(+

抚顺市 $*T)% $"T+" "T"* $T#* #T%# #T%#

本溪市 %T)+ +T%$ "T&$ $T)) #T+( $T##

丹东市 "%T"( "$T#" )T"* +T)% #T)" $T$%

锦州市 %*T+% )T*# )'T&% $#T"$ +(T"% $$T*'

营口市 "'T$% 'T*# $&T(% $"T$% %T$' $T*"

阜新市 +&T'" +T%' +%T$* $)T)+ $)T#$ )T%#

辽阳市 ++T%# "*T'& 'T($ "T)+ )T&& #T$&

盘锦市 +(T'# +%T(# $T$# ! ! $T$#

铁岭市 %'T*+ *"T)' ")T') #T*$ "+T)( $T'(

朝阳市 $+%T)* "+T*" $$+T$" '(T&+ $*T)( $#T%"

葫芦岛市 "+T') ! "+T') )T(# $(T$) $T##

昌图县 $%T$) $T$# $)T#) ! $+T"' $T((

绥中县 )T'& +T$% "T(+ ! "T(+ !

合 计 %)#T"+ "$+T+$ *+%T&+ $)'T'* "$+T"$ %*T''

#(实施农业节水灌溉的效果分析

辽宁省是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省份之

一# 近十多年来"辽宁省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喷灌试点'

示范工作"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实践证明!喷灌在全省

范围的推进"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也促进了全省粮食

单产水平的逐年提高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步上

升# 但是"目前喷灌面积仅占节水灌溉面积的 +(T%^"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和节水灌溉的进一步发展"预

计喷灌面积将逐年增加# 微灌技术是目前最先进的节

水技术"但由于微灌工程技术和设施相对昂贵"目前在

节水灌溉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今后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微灌不可能成为农业节水灌溉的主要方式#

但是"它将随着设施农业和精细农业的发展而不断

发展#

辽西地区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 近十几年来"通

过实施旱作节水农业项目"有效地推动了农业节水灌

溉技术的推广应用"并初步形成了适合干旱'半干旱地

区特点的农艺措施'工程措施有机结合的农业节水灌

溉模式# 据测算"安装滴灌设施后"经济作物每亩平均

增加产值 +#& 元"亩均节水能力达到 $"#H

+

# 以建平县

为例"该县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改变了过去地面漫灌模

式"采用喷微灌'低压管灌'防渗渠灌溉等措施"与项目

实施前比较"亩节水 %"H

+

"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GH

"

"

缓解了地下水不足的矛盾# 通过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技

术"有效改善了辽宁省旱作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生

态环境"增强了农业防灾抗灾能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

了旱作农业区农业生产由低产低效向高产'优质'高

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节水灌溉的作用不仅仅是节约用水'使农业增产

增效"还可以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升农业的综合竞

争力# 目前"北镇市采用移动式'半固定式喷灌方式"

发展喷灌面积 $# 万亩"在巩固了蔬菜'油料等经济作

物产量的同时"有效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率"节省了电费

和人工费"亩减少费用支出达 &# 元# 沈阳市的大棚和

日光温室"较为普遍地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微灌技术包

括微喷'滴灌,包括小孔出流-'薄壁多孔灌溉,群众称

之渗灌-等# 滴灌可以有效降低大棚内的空气湿度"使

与湿度有关的病虫害发生率大幅度下降"从而降低农

药使用量"减少农药残留量"提高农产品品质# 此外滴

灌可以结合施肥"适时适量地将水和营养成分输送到

作物根部"为作物提供更佳的生长环境"使作物产量大

幅度提高"并且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有效减少面源

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滴灌是管网供水"操作方

便"便于控制"可以明显节省劳力#

/$0为此"从发展现代

农业的角度来看"实施先进的喷灌'微灌技术刻不

容缓#

%(实施农业节水灌溉的几点建议

0T增强农民的节水意识#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离

不开农民的参与"一切技术和措施最终都要通过农民

来实现"农民是提高节水效率的主体"其行为和素质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节水效率的提高# 同时要切实加强

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他们对节水灌溉

技术的认识"以提高农民应用节水灌溉技术的主观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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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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