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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下滴灌技术在新疆阜康高效节水
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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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新疆阜康市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为实例"介绍了膜下滴灌技术在该地区的应用情况"包括膜

下滴灌技术介绍&系统管道布设及实际施工"以期为以后类似工程设计提供必要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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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部门统计!#(!O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Ỳ

超过 T$((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占到 #(P左右"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P左右%"由此可见第一产业依然在

新疆地区内占据重要位置& 而由于深处西北内陆"降

水稀少"水资源匮乏"且很大一部分以冰川形式存

在,!-

"因此建立节水灌溉工程是发展当地农业的必由

之路&

+%项目区概况

阜康市位于天山博格达峰北麓'准格尔盆地东南

缘"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 其地形自南向北依次为

南部山区#占 #!%'P%'中部平原区#占 #O%!P%'北部

沙漠区#占 '#%&P%& 目前"阜康市辖区有耕地面积 Q(

万亩"牲畜有 #Q%OQ 万头"第一产业占总产值 $'P以

上& 受水资源制约"目前阜康市高效农业规模较小"但

发展潜力较大"发展城郊型现代农业'现代畜牧业'旅

游观光农业等是该地区今后高效农业发展的重点&

'%膜下滴灌技术的介绍

膜下滴灌技术本质是将地膜覆盖和滴灌结合在一

起的现代高效节水技术"将灌溉水以水滴形式缓慢'均

匀'定时定量地浸润植物根系"使其保持最优含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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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且地膜更是降低了田间水分蒸发&

#%!"膜下滴灌技术优点分析

/%省水'省肥'省农药& 通过实际比较"膜下滴灌

技术比传统漫灌节水 &(P以上"且灌溉效果更好$肥

料可以融入水中"之后通过管道直接送至根部"极大地

提高了肥料利用率"相比较省肥可达 #(P$滴灌可以

有效降低田间湿度"降低滋生病菌虫害机率"没有水流

传播草籽现象"因此杀虫剂和除草剂节省约 #(P&

=%降低土壤盐碱化& 膜下滴灌可使作物根系周

围土体形成低盐区"使增大盐碱地粮食产量成为可能&

长时间应用该技术后"田地脱盐效果较好"是改良土壤

的好方法,!-

&

>%产量及质量明显提高& 新疆多地区是棉花种

植基地"通过应用该技术"亩产可提高 !(P U#(P左

右"且棉花纤维长度平均增加 (%'CC"更加均匀光泽&

#%#"膜下滴灌技术适用条件

/%适合推广地区!虽然膜下滴灌节水效果显著"

但是大规模推广还是需要有足量水源支持"因此在蒸

发量大且水源较多地区可大规模推广应用& 此外还需

要当地政府在资金及政策上的倾斜&

=%适合应用作物!通过实际应用"在新疆地区中"

棉花'葡萄'玉米'番茄等都取得很好的应用效果"但为

了保证产量"需注意轮作问题&

>%适合的生产规模方式!膜下滴灌系统由渠道和

管道组成"考虑到施工难度及成本"最适合在面积较大

的平原区使用"且交通较好"方便统一种植及管理&

$%阜康市高效节水工程中膜下滴灌技术的

应用

""项目区位于阜康市甘河子镇境内"该田块呈长方

形#长 !#((C"宽 &'(C%"面积为 '&<C

#

& 土质为砂壤

土"种植作物有番茄'葡萄'玉米等&

$%!"滴灌系统管路设计

本项目区水源为机井"之后通过 4形渠道将水送

至膜下滴灌系统首部蓄水池"管道系统由主干管'分干

管'支管'毛管组成#见图 !%"采用.一膜两管四行/布

置形式"种植作物行距为 $(DC"滴灌带间距设计为

!%(C& 在灌溉时每次将 !# 条支管作为一个轮灌组"每

个轮灌组灌溉时间为 $%'<"灌水周期 ;

C.e

按下式计算"

结合当地经验"最终结果为 O%('B"取整数 OB&

;

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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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9

C.e

)))最大灌水定额"取值 $O%$$CC$

"M

%

)))设计供水强度"取值 OCCSB&

图 +%滴灌管路布置

灌水器出水口流量 Y

B

决定灌溉质量"根据实际情

况得出该项目区出水孔流量 #%!XS<"同时考虑价格'

铺设'回收'使用方便等要求"本项目选用一年一用的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见图 #%"内径 2 [!OCC"/ [(%$C"

流态指数 (%O& 滴孔间距 (%$C"工作压力 ' U!(C& 系

统的地面管网采用滴灌带直接与支管连接方式,#-

&

$%#"施工安装技术分析

$%#%!"沉砂池施工

沉砂池类型包括梯形和长方形两种"从后续清理'

稳定性等方面考虑"本项目选择梯形混凝土板沉砂池&

池内设置拦污栅'稳流墙等#见图 $%"在吸水池进水口

埋设槽钢"可保证缓流'沉砂性能& 沉砂池施工工序包

括开挖'铺设防渗层'保护层及池壁砌筑等,$-

&

/%开挖和防渗& 采用.机械 \人工/方式开挖"机

械开挖时预留 $(DC土层后进行人工修坡"禁止超挖欠

挖"遇到松散土层进行开挖回填处理& 在地基碾压密

实平整前"可在基土中掺入适量灭草剂"防止后续杂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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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单翼迷宫式滴灌带

图 $%沉砂池实景

破坏防渗膜"之后进行防渗膜铺设& 在铺设时应留有

适量褶皱"不是越平整越好"平滑过渡"排除膜下空气$

土层回填随铺设进行"分层进行"每层厚度控制在

!(DC左右"共 $ 层&

=%保护层施工& 本项目采用砂砾料刚性保护层"

待防渗膜上覆土层碾压完成后"浇筑符合级配的砂砾

料"逐层振捣& 在施工时应小心缓慢"防止将下部的防

渗膜刺穿,&-

&

>%池壁砌筑& 本项目沉砂池池壁材料为砖石"要

求质地坚硬"砌筑缝隙为 !( U!#CC"水泥砂浆饱满"挤

出砂浆要刮平"在达到硬度前禁止用水冲洗"且不可采

用敲击方式纠偏&

$%#%#"首部施工

本项目采用地下水作为水源"首部布置如图 & 所

示& 在设计首部时"应尽量将各部件紧凑"降低投资$

但要兼顾设备散热和检修方便,'-

&

水泵'过滤器'出水管等安装和连接是首部施工的

重点& 地基强度要求高"保证各部分设备连接平整"底

座不发生沉降$泵房地面高出外面 !(DC以上"防止下

雨被淹$系统连接后进行反复校正"杜绝出现管道扭曲

打折现象&

图 H%首部枢纽布置

$%#%$"铺设管道

本项目主'分干管采用三通连接"分干管与支管采

用四通连接"支管铺设应呈自由弯曲状态"不宜过紧"

支管末端安设堵头& 本项目管道连接方式为单支管

#双支管% \毛管"其中支管直径为 T( U!!(CC

,O-

& 在

单支管中"毛管和支管可以直接相连$在双支管中"采

用长短支管连接"其灌溉面积等于前者一半"适用于宽

度较大田块& 此外"辅管和支管并列铺设"其作用是作

为支管和毛管的中介"连接方式为三通"在施工地现场

打孔& 管道铺设完成后进行覆膜作业&

H%结%语

膜下滴灌技术结合了地膜覆盖和滴灌的优点"大

幅度降低了灌溉用水量"且灌溉质量显著提高"很适合

新疆广大地区& 但膜下滴灌技术前期投资较大"过程

较为繁琐"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本项目实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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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要是种植一些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如果大范围种植粮食作物则会

激不起农民积极性"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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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在农村地区建立完善的水权制度和水权

交易市场"通过水权的流转"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从

制度层面来看"要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首先要建立可

交易的水权制度"实现政府'社会与个人在成本和利益

方面的一致& 对辽宁省农业用水的水权制度构建而

言"主要是明确初始水权和水权转让的内涵"并对广大

农民进行基本权利宣传"使农户形成正确的水权交易

认知"能够依法主张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在此基

础上"要以政府和水利部门为主导"建立水权交易制

度"成立水权交易中心"形成有形的水资源交易市场&

这样"在确保农业用水安全的前提下"农业节约水量即

可通过交易中心流向非农部门"在农户获得相应的经

济利益的同时"非农部门也可以获得急需的用水指标&

此外"由于辽宁省东西部之间的水资源量差异较大"建

议辽宁省建立区域间水权交易市场"实现水资源的跨

区域流转"进一步提高农业节水率和水资源利用率&

H%结%语

建立农业节水补偿机制有如下重要作用!一是可

以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二是可以提高农业用水质量&

从理论上看"构建农业节水补偿机制是为了保护水资

源和发展社会生产"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

措& 该机制涉及用水来源'用水管理和用水方式等农

业用水的全过程"并从中实现成本和收益的有效转移&

因此"发展农业节水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建

立长期的'系统的补偿激励机制"刺激农业节水主体的

节水行为& 当然"农业节余水资源转移到非农领域后"

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管理"仍需在今后的研究

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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