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iwh.com

 

 196

五 农田水利 

1 学科方向 

1.1 学科发展方向 

农田水利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农业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以提高灌溉（降）

水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水资源再生利用率和保护农田水土环境为核心，以灌溉（降

水）-土壤水-作物水-光合作用-干物质积累-经济产量形成的循环转化过程和区域

农田水循环过程为主线，从田间水分调控、作物耗水生理调节、水肥高效利用等

挖掘节水潜力的措施以及农业节水对区域农田生态系统产生的潜在影响出发，重

点开展与农田水分高效利用及调控、田间节水灌溉与水肥高效利用、农业节水下

的区域水土环境响应评估与调控等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研究农田灌溉水循环和农田生态系统耗水中的水分运动与交换、溶质运移与转

化、根系发育与植物生长、能量交换等过程间的相互关系及各界面间的转化机理

与规律，探索在上述环节中有效提高水分转化效率和生产效率的途径和区域农田

水土环境对节水灌溉的响应过程，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开展农业节水关键技术研究

以及节水新设备的研发和新材料的创制。 

1.2 跟踪调研方向 

根据农田水利学科发展方向，本学科国内外发展动态跟踪调研的主要方向包

括： 

（1）作物水肥高效利用与调控 

1）农田作物耗水规律与尺度效应 

2）非充分灌溉与调亏灌溉 

3）农田水肥耦合与调控 

（2）灌溉水管理与田间节水技术 

1）灌区水管理技术 

2）地面灌溉技术 

3）喷、微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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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业高效用水评价指标与方法 

（3）农田排水与水环境 

1）排水再利用 

2）控制排水与水环境改善 

3）灌溉-排水-湿地系统 

4）非点源污染控制 

5）区域水盐调控 

2 调研背景概述 

（1）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中有影响的学术论文（2000～2007 年） 

Agriculture Water Management (农业水管理)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农林气象）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美国农业工程师协会学报） 

Irrigation Science （灌溉科学）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The journal of ICID） (灌溉与排水) 

Applied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农业应用工程)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ASCE（美国农业工程师协会灌

溉排水期刊） 

日本农业土木工程学报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水科学与技术） 

Water Engineering & Management（水工程与管理） 

Water Environment Research（水环境研究） 

（2）国际学术会议关注焦点议题和重要报告（2000~2007 年） 

ICID Conference 2000~2007（国际灌排委员会 2000~2007 年会） 

CIGR Conference 2007 （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 2000~2007 年会） 

重点：会议焦点议题和 Keynot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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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著名学术机构、大学与研究院所 新研究成果 

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Davis 分校 

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Wageningen） 

国际水管理学院（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4）相关领域著名学者的论文和 新研究成果 

Richard G. Allen (University of Idaho 爱德华州立大学） 

David Molden (IWMI 国际水管理学院) 

Pereira L.S.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sbon 里斯本技术

大学高等农学院) 

3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随着全球性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加剧，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发展

农业高效用水作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将提高灌溉（降）水利用率、

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水资源再生利用率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作为农业高效用水

学科的研究重点和目标。在研究农业节水应用基础理论基础上，将现代高新技术

与传统农业节水技术相结合，提升农业节水技术科技含量，加快由传统粗放农业

向现代化精准农业转型的进程。 

当前农业高效用水学科的主要研究发展趋势与特征表现为：研究思路正从农

业节水型向农业节水生态型转变；研究对象正从农田灌溉水循环过程扩展到农田

灌溉生态水循环过程；研究内容正从以农业节水为中心的应用基础理论外延到农

业节水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尺度正从以点、小区、

田块为基础的小尺度向农田、灌区、区域等中大型尺度扩展。另一方面，与农业

高效用水相关的技术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保障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健康循环和

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前提下，重点对生物节水、精量灌溉、再生水开发利用、农田

环境保护等关键技术及产品进行研究，强调对各类节水技术的集成配套与凝练提

升，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节水技术与产品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开发绿色环保节能

型节水产品，促进现有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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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作物水肥高效利用与调控 

3.1.1 农田作物耗水规律与尺度效应 

（1）农田生态系统中水分迁移模拟与区域作物需水的定量计算模型得到较

快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微观尺度的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水分运移已进行了大

量研究，但如何应用微观尺度的 SPAC 水分传输理论解决区域尺度水转化过程的

描述仍然需要作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涉及到如何考虑土壤与植被的空间变异性以

及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把点上得到的模型扩展到面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

关农田表面参数的空间变异性、尺度转换、各部分介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等将是

未来研究的难点。 

由于节水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改善，迫切需要研究农业结

构调整、作物布局改变和非充分灌溉条件下的作物需水规律及其区域分布。而过

去有关作物需水量的研究以单点和单一作物的计算模型较多，对于区域多种作物

组合的需水量计算还缺少科学的方法。有关作物需水量的计算方法目前应用 多

的是 Penman-Monteith 法与作物系数法的结合，但此方法主要适用于单点的单一

作物需水量计算，对于区域多种作物组合的需水量计算首先要根据不同代表点的

气象观测资料计算代表点的需水量，然后用插值法绘制区域需水量的分布图，再

根据代表点控制的面积用加权平均法确定区域需水量，这种传统方法很难克服气

象因素和作物需水的空间变异所产生的计算误差，没有考虑多种作物组合中作物

与作物间的交互作用。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遥感技术的应用为用能量平衡法计算

区域作物需水量提供了可能，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利用遥感作物冠层温度估算

区域需水量分布的研究变得十分活跃，并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如

利用卫星遥感、水文模型和田间实测的作物耗水量数据发现它们之间有较好的一

致性。但目前在应用上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陆地卫星热映像（TM）波谱参

数和 SWAT 模型参数的定量对应关系等。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趋势是将单点的和

单一作物的耗水估算模型研究扩展到区域尺度上多种作物组合下的耗水估算方

法与模型研究。根据作物不同生育期的需水估算，使有限的水量被 优地分配到

作物各生育期内，进而研究和开发适合不同地区的灌溉模式。另外，由于作物高

效用水理论的突破和节水调控新途径的开拓，需要考虑利用作物本身的生理功能

挖掘其节水的潜力，减少作物的奢侈腾法量，传统的按能量平衡理论估算作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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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方法和在充分湿润条件下获得的作物系数均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建

立作物高效用水和非均匀湿润条件下的需水量计算方法及相应的作物系数值，以

满足农业节水发展之需要。 

（2）区域水转化与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结合研究得到了广泛重视  

农业与生态用水的科学配置中有关生态需水的计算方法主要从物理的水量

平衡、水热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等方面考虑，而且主要是针对现有生态系

统或生态水文条件，没有考虑生态系统和水文过程的相互反馈作用以及不同遗传

特性物种的水分生产力关系，还缺乏系统的建立在严谨的生理学、生态学和物理

学理论及定量的数学方法基础之上的生态需水量计算方法。此外，如何确定分布

式区域水转化模型的有效结构、如何对农业水资源利用在分布式模型中进行有效

表达、如何在野外对模型参数进行原位测定和对分布式模型的栅格参数率定，确

定区域农业水资源多维调控的决策方法将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3.1.2 非充分灌溉与调亏灌溉 

非充分灌溉（Insufficient irrigation）又称有限灌溉（Limited irrigation）或亏

缺灌溉（Deficit irrigation），是指灌水量不能完全满足作物需水要求的灌溉，即

对作物进行适度的水分亏缺处理，并把节省下来的水用于满足更大面积上的作

物，从而提高单方水的经济效益。作物在不同生育阶段对水分亏缺的敏感度是不

一样的，因此不能将水分亏缺量在整个生育期内均匀分配，而是要对亏缺的时间

以及亏缺量进行合理的控制即进行调亏灌溉（Regulated deficit irrigation）。Fereres

和 Soriano（2007）在桃树的试验研究中对比了总灌水量相同时持续非充分灌溉

（在整个生育期均匀亏缺）和调亏灌溉（只在果树膨大期亏缺）的差异，通过对

产量和茎水势等指标的测试，得出总灌水量相同时调亏灌溉优于持续非充分灌

溉。这项研究结果说明了进行调亏灌溉的必要性。调亏灌溉的概念由 Chalmers

等（1981）和 Mitchell 和 Chalmers（1982）首先提出并将其应用于控制桃树的营

养生长。调亏灌溉应属于非充分灌溉的范畴，特点是能从作物的生理角度出发，

根据其需水特性进行主动的调亏处理。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

对非充分灌溉及调亏灌溉的研究进一步升温，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方面： 

（1）将非充分灌溉应用于不同作物，通过研究作物产量的反应，探寻不同

作物的合理调亏灌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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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充分灌溉被提出以来，有关非充分灌溉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研究是 多

的。但是由于不同作物对水分亏缺的时间、亏缺程度以及调亏方式的反应各异，

而且同一种作物的反应也随着种植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非充分

灌溉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Speer 和 Nagle 等（2007）研究了非

充分灌溉和分根区灌溉对芒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充分灌溉会引起产

量的降低，对果实的品质没有影响；而分根区灌溉会使果实尺寸增加并能改善果

实的品质。Rodrigo（2007）研究了调亏灌溉对甜菜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水分

胁迫能显著提高甜菜中的糖分含量，尽管调亏灌溉会使甜菜的产量降低，但糖产

量和总收益不会减少。Goldhamer 等（2006）研究了收获前、收获后和在整个生

育期内均匀调亏灌溉对杏仁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整个生育期内均匀调亏灌

溉能够避免其它两种调亏灌溉方式引起的水分的较大波动，因此产量 高。

Gomez-Rico 等（2007）对比了充分灌溉（100%ETc）、调亏灌溉和不灌溉对橄榄

产量和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灌溉处理间的产量无明显差异，不灌溉处理的产

量为灌溉处理的 35%。与充分灌溉相比调亏灌溉对橄榄油的成分和品质也没有影

响。Zhang 等（2006）研究了调亏灌溉对干旱地区春小麦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相对于充分灌溉，调亏灌溉可以提高小麦的产量、生物量和水分利用率，另外，

千粒重、穗长、穗重，穗数等指标也都得到改善。在孕穗后期和抽穗前期实施调

亏灌溉时产量 高。Fan 等（2005）分别实测了小麦、水稻、棉花和玉米等作物

的水分生产率（单方水的经济效益或产量），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充分灌

溉，非充分灌溉可以显著提高水分生产率。非充分灌溉在不同作物上的应用还很

多，如杏仁（Goldhamer 等，2000），开心果（Goldhamer and Beede，2004），

柑橘（Goldhamer and Salinas，2000），杏树（Ruiz-Sa´nchez 等.，2000），酿酒

葡萄（McCarthy 等，2002），橄榄(Moriana 等，2003），李子（Intrigliolo 和

Castel，2005），梨树（Anconelli 和 Mannini，2005）草莓（Geraldine，2003）玉

米（Kang 等，2000）等。 

非充分灌溉在果树和葡萄等经济作物上的应用要比在田间作物上更成功，相

关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由于经济作物的

收益是与果实的品质直接相关的，因此可通过合理的调亏灌溉措施改善果实品质

来弥补减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大田作物的产量通常是生物累积量的一部分，生

物量的累积过程是和水分利用密切相关的，因此大田作物受水分亏缺的影响更

大。Johnson和Handley（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果树的产量形成对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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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阶段的水分亏缺不十分敏感。其次，经济作物中较多地采用了微灌等先进的

灌水技术，这也为进行精确的非充分灌溉管理提供了方便。另外，由于冠层特性

的不同，果树等经济作物的气孔导度比田间作物降低的程度更大（Jarvis和

McNaughton，1986），调亏灌溉的效果也就更明显。 

（2）非充分灌溉的节水增产机理 

研究非充分灌溉对作物生长发育和生理生态指标的影响，有助于从理论上认

识作物不同阶段水分胁迫对水分利用、光合作用及产量形成影响的动态过程，从

而确定调亏灌溉条件下作物群体光合产物的 优分配策略，探索不同阶段经历不

同程度的亏水后重新复水对生长和产量的补偿效应。在此基础上，根据作物自身

的生理特性，对作物进行合理的调亏处理， 大限度的激发作物自身的调节和补

偿功能， 终达到节水增产及改善产品品质的目的。Aganchich 等（2007）研究

了分根区灌溉、调亏灌溉对橄榄的水分利用状况、营养生长以及抗氧化酶活性的

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充分灌溉，分根区灌溉和调亏灌溉都使气孔导度、叶水

势和相对含水量降低，在分根区灌溉时的气孔导度降低的幅度大，调亏灌溉时叶

水势和相对含水量降低的幅度更大。两种灌溉方式引起的水分胁迫都使得植株的

营养生长受到抑制，但却提高了酶的活性。Tahi 等（2007）对比了分根交替灌溉

和调亏灌溉对温室番茄生理指标、生长状况和水分利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调亏灌

溉时叶水势和叶片相对含水量要低于分根交替灌溉，这和 Aganchich 等（2007）

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结果还表明两种灌溉方式都有效降低了植株蒸腾和干物质

累积，降低幅度相差不大。另外，两种灌溉方式都使木质部汁液的 pH 值和叶片

非原质体的 pH 值升高，这和水分胁迫对气孔导度的调节密切相关。Guerrero 等

（2006）研究了调亏灌溉时开心果树的植株水分从胁迫状态的恢复过程。结果表

明实施调亏灌溉 20 多天后植株体内的水分状态可完全恢复，而水分亏缺引起的

茎杆直径变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另外，叶片气孔导度的恢复要比茎水

势快。Claudia 等（2003）研究了酿酒葡萄在分根区灌溉与不灌溉、充分灌溉、

亏缺灌溉条件下的茎叶流以及气孔导度与光合、蒸腾作用，结果表明，采用分根

区灌溉技术能保持植株水势与充分灌溉相当，但可以降低气孔开度而不明显降低

光合产物，使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1 倍。 

（3）土壤和植株水分亏缺状况的监测方法 

在非充分灌溉的实施过程中，通常需要测定土壤和植株中的水分状况，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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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合理的调亏灌溉模式的依据。另外，由于作物对非充分灌溉的反应还存在许

多不确定性，监测土壤和作物的水分状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此带来的风

险。目前，土壤水分的测量手段已较为成熟，因此反映植株水分状况的指标选取

及其测定方法的研究就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茎水势（Stem water potential）

是反应植株水分状况的常用指标，传统的测量过程劳动量较大，Goldhamer 和 

Fereres（2001）等开发了基于测树学原理的自动测量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稳定

性较差(Intrigliolo 和 Castel，2004）。红外测温和热成象技术是测量植株水分缺

失的新方法，Sepulcre-Canto´ 等（2006）已将其成功的应用在橄榄树的测量上。

茎杆日 大收缩量（Maximum daily trunk shrinkage）也是反应植株水分状况的常

用指标。相对于茎水势，茎杆日 大收缩量更易测量，也便于实现远程和自动监

测（David 等 2003）。另外，可用于反应植株水分状况的指标还有植株的茎杆液

流，冠层温度，叶绿素荧光等（Cifre 等，2005）。 

（4）非充分灌溉和滴灌等高效灌溉技术结合 

滴灌等先进的灌溉技术本身具有较高的水分利用效率，用于非充分灌溉时可

以对调亏的时间和亏缺程度进行精确的管理，进一步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因此二

者的结合对农田水分的高效利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Bekele 和 Tilahun（2007）

研究了滴灌条件下，分别在洋葱的 4 个生育期实施调亏灌溉对产量的影响，结果

显示在第一和第四个生育期实施调亏灌溉不会引起产量的明显下降。Romero 等

（2004）研究了地下滴灌条件下，不同的调亏灌溉方式对杏仁水分利用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在灌浆期重度缺水（ 20%ETc ）同时在收获后复水灌溉

（50%~75%ETc）的调亏方式的水分利用率 高，对于滴灌条件下半干旱地区的

果园是适宜的。 

（5）非充分灌溉和施肥管理结合 

作物生长对水分和养分的亏缺都很敏感，因此近来有研究者将非充分灌溉和

施肥管理结合起来对植株的生长、产量和果实品质进行调控。Markus（2005）研

究了非充分灌溉和氮素亏缺对葡萄生长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开花期和着

色期适度的亏缺水分和氮肥会降低产量和冠层及果实的尺寸，但会使成熟期提

前，并能改善果实的色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率。 

（6）非充分灌溉的成本效益分析 

非充分灌溉不以获取单位产量 高为目标，而以单方水经济效益 高为目



www.iwh.com

 

 204

标。对某一种作物实施非充分灌溉，就是对灌水量进行时间（即在作物不同生育

阶段）上的合理分配，使得作物种植的效益费用比 高。Romero 等（2006）以

杏仁为研究对象，对地下滴灌条件下充分灌溉、灌浆期调亏灌溉和在灌浆期及收

获后调亏灌溉 3 种灌溉策略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结果表明在灌浆期及收获后进

行调亏处理由于节省了灌水量及灌溉用电量，效益费用比 高。从整个种植区域

的角度来看，实施非充分灌溉就是要完成灌溉水在空间（不同作物、不同地区等）

上的合理分配，使得整个区域的总收益 高。这一分配过程涉及工程、社会、制

度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而且利用非充分灌溉时，预期结果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甚至存在风险，因此需要利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有限水

量的 优分配。Lorit 等（2005）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西班牙南部 7000 公顷耕

地的灌溉运行过程，为灌溉水的优化配置提供了参考。 

（7）非充分灌溉调控模型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建立主要农作物非充分灌溉条件下产量形成的生产

模型，获得维持农作物较高水分生产效率的生理和生态学过程参数，提出农作物

根系微生态系统水分吸收的调控模型；研究不同生态区域内主要农作物非充分灌

溉条件下的需水和耗水模型，提出作物水分生产函数与有限水量条件下的非充分

灌溉制度，得到与不同节水灌溉技术结合的非充分灌溉管理模式。近几年有关非

充分灌溉调控模型的研究较少。Battilani 等（2000）开发了可用于优化番茄灌溉

的计算机模型，指出实测的叶面积变化曲线、气象数据以及根系特征等参数的精

确描述是提高模拟精度的关键。 

总的来看，进入21世纪以后，非充分灌溉研究的基本趋势是在进一步深入研

究水分胁迫对作物影响机理的基础上，运用先进的仪器和测试手段，建立作物生

长发育指标的自动监测系统，进而提出不同作物的非充分灌溉管理模式。从进一

步提高农田水分生产效率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角度考虑，还需在以下两方面做

更深入的研究： 

（1）肥料利用率低是目前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将非充分灌溉和施

肥管理结合，完整考虑作物对水肥亏缺的响应机制，对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增加

作物产量以及减少肥料对环境的危害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另外，在具有盐碱化潜

在威胁的地区，由于非充分灌溉减小了淋失量，土壤盐碱化的危险相应增加，而

目前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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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充分灌溉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相结合是提高农田水分利用效率的有

效途径，也是非充分灌溉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广泛开展非充分灌溉和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相结合时农田土壤和作物系统中水分利用状况的研究，提出主要大田

作物在不同节水灌溉技术下的非充分灌溉管理模式。 

3.2 灌溉水管理与田间节水技术 

当前灌溉水管理发展的总体趋势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 

（1）整体目标趋于综合性，在强调有效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及效益的同时，

日益关注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作用； 

（2）涉及方法趋于多元性，技术与政策的有机结合可有效改善灌溉水管理

决策，用于决策的政策改善将激励技术进步，而技术改善又将增强政策选择的范

畴； 

（3）实施手段趋于多样性，通过工程措施、用水管理措施、田间农艺措施

和作物生理调控措施等农业高效用水技术的推广应用与灌溉水管理激励对策的

有机结合。 

3.2.1 灌区水管理 

灌区通过渠道将灌溉水从水源输送到田间，渠道是连接水源与作物的纽带。

渠系的优化配水是实现灌区高效用水的重要工作。我国大多数灌区仍依靠经验按

面积进行渠系配水，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作物种类、种植面积的不确定性

以及降水的随机性等，容易产生弃水，同时也增加渗漏损失，使得部分水资源得

不到有效利用。渠系的优化配水就是要保证灌溉水能快速、及时地输送到田间而

尽量不产生水的浪费，它包括对骨干渠系的优化配水和对田间渠系的优化配水。

骨干渠系采用续灌，而田间渠道一般采用“定流量，变历时”轮灌组合方式，对其

所谓的优化一般是以渠系总的配水时间 短或水量损失 小且尽量减少进水闸

调节次数为目标，建立 0－1 整数规划模型进行求解，以实现下级配水渠道 优

组合及配水时间 优排序。 

（1）田间渠系模型 

Suryavanshi 和 Mohan Reddy (1986)以配水渠道的总投资 小（即配水渠道的

断面尺寸 小）为目标建立了 0－1 整数规划模型。文中假设配水渠道下级有若

干条子渠，配水渠道上的每个出水口可自由地向任意一条子渠放水，则要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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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小也就是使同时输水的子渠数 少。王智、朱凤书（1992）在同样假设的

基础上建立了以上级配水渠道输配水损失总量 小为目标函数的 0－1规划模型，

并采用割平面法对模型进行求解。文中采用Suryavanshi－Reddy资料分析该模型，

发现配水渠道的来水流量较小，流量过程更为平稳，渠首闸调节次数及幅度减少。

周振民等（1992）针对陈垓引黄灌区北二干 18 条支渠的配水问题建立了 优作

物种植比例模型和轮灌时间 短的优化配水模型。前一个模型是以各支渠灌溉前

后增加的净效益 大为目标函数的线性规划模型，后面配水模型利用试算法，以

各支渠为计算单元，在尽量保证干渠以 大过水能力引水的情况下，调整支渠的

灌水顺序和引水流量，使干渠灌水时间 短。吕宏兴等（2000）建立了适用于支

渠以下各级配水渠道在来水流量确定、分水渠道流量彼此相同且按“定流量，变

历时”方式轮灌时的渠系优化配水 0－1 线性整数规划模型。该模型是以配水渠道

总输水时间 小为目标函数，并提出了各轮灌组引水时间均一化处理方法，从而

可使配水渠道进水闸能在同一时间关闭。骆莉等（2000）对前人提出的 0－1 规

划模型进行了改进，在使渠系输水损失 小的基础上，以轮灌组数 少为目标函

数。并采用新兴的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大大提高了求解效率。宋松柏等

（2004）在上述吕宏兴所建模型的基础上对目标函数进行了改进，以各轮灌组引

水持续时间差异 小为目标函数，并采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了求解。 

（2）骨干渠系模型 

Kipkorir，Raes 等（2001）给出了在供水不足的情况下，用于短期配水决策

的动态规划配水模型。何士华等（2004）针对山区型灌溉渠道的特点提出了干渠

分段配水的方法，建立了以灌溉管理部门水费收入 大为目标函数的线性规划模

型。 

（3）灌区用水管理组织 

农民参与灌溉管理和在灌区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是当今国际上倡导的水利

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involvement)自 20 世纪

50 年代由 Mills 和 Scott 提出给予公众更多的参与决策权以改变官僚封闭系统决

策方式开始，Lynd 等要求政府在更大范围和层面上实现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 

水资源集成管理的公众参与作为当前资源、环境与生态管理领域公众参与的

热点应用与研究方向，在全球水伙伴（GWP）、国际水管理协会（IWMI）、欧洲

水指导框架（WFD）等非政府组织的倡导与推动下，已经在澳大利亚、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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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牙利、坦桑尼亚等国取得了成功经验和推广范式。在这些实践过程中，全球水

伙伴（GWP）、国际水管理协会（IWMI）、欧洲水指导框架（WFD）等机构总结

了各具特色的水资源管理公众参与设计步骤，其共同的程序特征是由准备与计

划、执行、评估与监督 3 个核心环节组成。 

SIDD 于 1992 年由世界银行引入我国，包括供水公司（WSC）和农民用水

者协会（WUA）两个基本元素。通过组建供水公司和农民用水者协会，实行“公

司－协会－农户”的组织形式，建立符合市场机制的供用水管理制度，实现用水

者自主管理灌区水利设施和有偿用水，保证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灌区的良

性运行。供水公司按企业机制运行，自负盈亏；农民用水者协会是由农民用水户

自愿组成，民主选举产生的非盈利性管水用水组织。 

我国吸取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推行了自主管理排灌灌区（SIDD）的模式。

从国内学者对 SIDD 的研究来看，一致认为 SIDD 模式是我国灌区水利管理体制

改革的方向。 

3.2.2 田间节水技术 

（1）地面灌溉技术方面 

1）地面灌溉实时反馈控制技术 

地面灌溉实时反馈控制技术及控制性分根交替灌溉技术在国际上属于前沿

课题，尚未形成系统的技术体系。因此，与其发展趋势类似，相关的国内外热点

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技术体系中的应用基础理论进行完善，

尽快形成较完整的应用理论基础；其次是研制开发与技术应用相关的设备，通过

田间应用实践充分验证技术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为技术的实用化创造条件；第三

是从技术的推广应用出发，制定相应的技术应用规程，指导该技术的应用。 

 2）区域地面灌溉系统性能评价技术 

精细农业研究与实践能够使人类充分挖掘农田 大的生产潜力，合理利用水

肥资源，避免或减轻面源污染，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精细农业代表

了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将成为 21 世纪推动农业科技革命的重要研究课

题。地面灌溉作为应用 广泛的灌溉方式，在农田作业整个循环过程中占有重要

地位，是精细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区域尺度上开展地面灌溉系统性能

评价研究，提出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及其确定方法，已成为建立现代精细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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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系统的重要基础。其技术应用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充分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高科技手段，构筑更高水平的技术应用

平台。 

 3）大规模、长时间尺度的田间研究 

这里大规模田间研究指的是对大片的土地同时应用地面灌溉方法进行研究，

这意味着需要综合考虑灌溉频率、每次灌溉的灌水量、灌溉系统的运行方式等不

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长时间尺度的田间研究的实质是获取反映土壤入渗和水

力糙率时空变异的数据，从而建立把这些参数的时空变化应用到地面灌溉系统设

计和管理中去的方法。 

4）小规模的田间研究 

小规模的田间研究是相对于上述的大规模、长时间尺度的田间研究，两者互

为补充。在进行小规模田间研究时，研究的条件得到精确的控制，研究的深度上

更为注重细节研究。例如，苜蓿的水氮 佳管理模式研究在精确控制的小区里进

行，通过采集大量的土壤样品，结合 N15 示踪剂的应用，确定水氮 佳管理模

式的作用。 

（2）喷、微灌技术方面 

 1）喷灌技术及喷头设计 

目前国内外的喷头研究与设计理论公开报导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基于试验研

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且多有关摇臂式喷头的居多，对于折射旋转式喷头

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理论报导。近年国外出现了利用粘性流体的粘滞摩擦阻力来控

制转速的喷头，在水力驱动作用下，喷头慢速转动，大大提高了射程（与旋转式

微喷头相比）。这种装置是在两转筒之间填入粘滞流体，通过控制粘滞流体的摩

擦面积、粘滞流体的类型以及粘滞流体的厚度以实现不同阻力，从而达到不同的

转速。目前国内还没有喷头利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转速的试验研究报导。 

关于喷头旋转速度对射程的影响， Playán，Garrido 及 Faci（2004）等人通

过对一种 FSPS 喷头（Valmont Spray）和两种 RSPS 喷头（Nelson R3000、Senninger 

i-Wob Stander-Anger）在压力 140kPa 和喷嘴高度为 2.4m 试验发现两种 RSPS 喷

头射程都明显比 FSPS 喷头的远。Hills 和 Barragán（1998）对平移式喷灌机做试

验发现，旋转喷盘喷头（RSPS）的水量分布均匀度比固定喷盘喷头（FSP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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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分别为 94.6％和 93.7％）。Faci 及 Salvador（2001）等人也对旋转喷盘喷

头和固定喷盘喷头做了水量分布的对比试验，发现它们的水量分布形式相差很

大，前者从喷头中心至远离喷头降水量逐渐减少，而后者在远离喷头一定的环状

范围内的降水量 大。对于摇臂喷头来说，摇臂的撞击频率对水量分布影响很大，

摇臂的撞击频率高，水量向近处集中形成水峰，中部水少，水量分布成笔架形，

撞击频率低，远中近水量分布相差不多，水量分布近似马鞍形。 

 2）微灌技术及灌水器设计 

目前国际上滴头设计理论和产品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在滴头结构与水力性能和抗堵塞关系方面。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得出了：

①滴头堵塞敏感尺寸为 0.7mm；②滴头流道尺寸与要求的过滤的颗粒尺寸间的关

系为 1/7~1/10；③紊流滴头在抗堵塞性和对压力及水温变化的敏感性方面优于层

流滴头；④滴头内水流水力特性目前可近似利用流量压力关系曲线（Q-H 曲线）

的指数（流态指数）来反应；滴头流量取决于工作压力和其流道的几何尺寸及形

状，计算公式如下： 

                            Q = khx    

式中：Q－滴头流量（l/h）；k－流量系数（与流道几何尺寸及形状有关）；h

－工作压力（m）；x－流态指数。 

而滴头流道结构参数与水流流态、水力性能和抗堵塞性能间的机理关系和流

道设计技术指标等均属机密受到保护。 

研发紊流大流道滴头，如以色列 Netfaim 公司的 Tiran 片式滴头，采用 了特

殊的迷宫结构，当额定流量为 2 l/h 时，流道深和宽达 1mm 和 1.18mm，而长度

却只有 109mm。Eurodrip 公司和以色列 NAAN 公司在不显著增加片式滴头整体

长度的基础上，采用紊流流道，使其尺寸均大于 1mm，NAAN 公司的圆柱滴头，

在改进了流道结构后，采用了更大尺寸的流道，其流态指数已减到了 0.47 以下，

极大地改善了滴头的水力性能，提高了抗堵塞性能。 

研发大流道自清洗压力补偿滴头，如以色列 Plastro 公司的 Katif 滴头，由于

抗堵塞性能差和压力补偿范围窄，已逐渐淘汰，以色列 Netfaim 公司和 NAAN

公司在对迷宫结构滴头的水力性能和抗堵塞性能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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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道压力补偿滴头，即 RAM 滴头和 TIF 滴头，其中新型的 RAM 滴头还具有

抗负压吸泥的功能。针对上述压力补偿滴头普遍存在的流道随着压力的增大而减

小的缺点，美国 DIS 公司结合迷宫大流道紊流消能和流道沿程消能的水力特点开

发了具有全新概念的 ADI 压力补偿滴头，该滴头显著的特点是通过自动改变水

流通过的迷宫流道长度，而不是改变流道断面尺寸来调节滴头流量，极大地提高

了滴头的抗堵塞性能。 

开发具有压力补偿功能的双壁管（带），如美国 RainbirdPC 滴灌带，采用特

殊的水流流道结构形式，利用双壁薄壁滴灌带的水力学特点，在不同的压力下自

动调节流道尺寸，使滴头的流态指数减低到了 0.4 左右，虽然流道较小、抗堵塞

性能受到抑制，但滴头独特的流道结构，便于低成本高速生产，也得到了较好的

市场份额。 

国外对滴头流道结构优化设计理论的研究虽然有一些公开的成果，但对滴头

流道结构水力学理论和抗堵塞机理和设计技术指标均属不公开的机密，国内在这

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由于缺乏相应的设计理论指导，滴头的设计与研发已成为

阻碍我国企业与国外厂商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滴灌技术的健康发展与竞争力的

提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滴头设计理论体系和制定相应的技术指标。 

在地下滴灌土壤水分运行方面。国内外研究较多。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

美国的 Tomas、Camp、Phene 等为代表的一批灌溉专家，对地下滴灌的土壤水分

运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促进了地下滴灌技术的发展。Tomas 等分析了模型

中的水力传导度与毛细水势的关系，讨论了地下滴灌中毛管间距、毛管深度的设

计问题。Tomas 等以毛细管水势为变量，模拟地下滴灌线水源分布，并进行了验

证，以此选择毛管间距和深度。J R hilip 以地上、地下滴灌点水源为对象建立了

三维非饱和土壤水运行模型，模拟各种无限、半无限区域的水分运动过程。Philip

利用球型波函数得到了模型的精确解，但由于在自由界面上线性化，多维模型应

用中存在一些不足，为了描述饱和区，Philip 将线性化点水源的位置上移，得到

较为精确的结果。这些研究为弄清地下滴灌条件下土壤水分运动规律打下了基

础。 

3.2.3 农业高效用水评价指标与方法 

面对灌溉农业承受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灌溉用水日益紧缺的状况、灌溉可

能引起的环境负效应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正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往在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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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活动中所奉行的大多数理念和基本准则是否仍适用于未来，相继涌现出一

些新的值得探讨的灌溉水管理发展理念及其相应对策。对农业高效用水的评价指

标和方法也有新的研究。 

（1）基于灌溉用水平衡架构的灌溉效率 

在传统的灌溉效率中常忽略了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在整个灌溉系统内的

重复利用问题，这往往导致基于不同尺度范围定义的灌溉效率间存在着差异。为

此，有必要在灌溉效率中考虑因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再利用引起的区域水循环

效应，这对有效提高灌溉效率、制定适宜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近 10 多年来，基于灌溉用水平衡架构及其组成分析，人们已陆续提出一些新概

念用于评价灌溉效率。其中一些概念扩展了评价灌溉效率时所应考虑的物理边

界，而另一些则考虑了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再利用下水质可能出现的变化。在

这些新概念中，基本保留了与传统概念相同的指标计算结构形式，但对其中的灌

溉用水项和输水项进行了修改，以反映新的内涵。 

如表 1 所示，考虑到农业灌溉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作物自身生理耗水的需求，

故灌溉用水由被消耗部分和非消耗部分构成。其中被消耗部分由有益消耗部分和

无益消耗部分组成，前者又可细分为生产性消耗（作物蒸腾、作物体内水分）和

非生产性消耗（作物棵间蒸发），而后者主要包括来自地表蓄水体（水库、渠道

等）的水面蒸发、湿生植物腾发、喷灌过程中产生的水分蒸发以及来自过量土壤

水的蒸发。 

在非消耗部分中，用于淋洗盐分的水量对作物生长而言是有益的，且 终进

入淡水体而非咸水体的淋洗水量可加以重新利用；来自渠道和田间的灌溉弃水与

排水对作物生长而言是无益的，且 终流入淡水体而非咸水体的这部分水量可被

重新利用。基于上述灌溉用水平衡架构及其组成分析可以看出，节水、提高灌溉

用水效率的主要途径在于：1）基于有效改善作物水分生产率、尽量提高淋洗用

水效率等技术手段，极大化有益用水效应；2）基于有效降低无效蒸发、尽量减

少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等技术措施，极小化无益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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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灌溉用水平衡架构及其组成 

 
被消耗部分 

非消耗部分 

可被重新利用 不可被重新利用 

有益 

作物蒸腾 

作物体内水分 

作物棵间蒸发 

进入淡水体的淋洗水量 进入咸水体的淋洗水量

无益 

水库、渠道水面蒸发 

湿生植物腾发 

喷灌水分蒸发 

过量土壤水蒸发 

流入淡水体的渠道和 

田间灌溉弃水与排水 

流入咸水体的渠道和 

田间灌溉弃水与排水 

当灌溉目标在于满足作物实际腾发需求时，传统的灌溉效率被定义为具有相

同量纲的作物净腾发量（作物实际腾发量与有效降雨量之差）与灌溉水量之比。

通常认为不能直接用于满足作物生理耗水需求和维持作物正常生长土壤盐分条

件的非消耗水量为损失量，但其中一部分 终流入淡水体的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

水仍可被灌溉系统内的其它地区或用水部门所重新利用，而在传统的灌溉效率中

却忽略了这部分水量在整个灌溉系统内加以循环再利用的可能性。 

为了考虑非消耗灌水量在灌溉系统不同尺度范围内的循环再利用问题，研究

人员已引入一些新的专业术语来描述灌溉效率。Jensen 提出了净灌溉效率的概

念，通过在传统的灌溉效率定义中引入损失水量循环利用比例来考虑农田排水或

灌溉回归水再利用的效率。通常随着非消耗灌水量的不断增大，传统灌溉效率将

随灌溉系统尺度的增加而减少，而对这部分水量加以循环再利用时，净灌溉效率

却可能随着灌溉系统尺度的扩展而增加。Keller 等人定义有效灌溉效率为作物净

腾发量与田间净灌溉水量之比，通过引入出流可重复利用比值反映农田排水或灌

溉回归水被再利用的程度。有效灌溉效率的估算也可用于淋洗水量，用以反映农

田排水流经灌区时其水质可能发生的变化。Willardson 等人建议采用消耗比（作

物腾发量占灌溉水量的百分比）替代田间灌溉效率，这并不意味着较低的消耗比

值就必然是不合理的或较高的消耗比值却肯定是合理的，该比值或许可用于定义

任何尺度的灌溉效率方法分析中。从某种意义而言，流域或全局灌溉效率是有效

灌溉效率的集合或流域尺度的翻版。Seckler 注意到当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得

到重复利用时，灌溉系统的整体效率会有所增加。Molden 等人通过引入流域效

率的概念来考虑在评价灌溉效率中循环利用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的重要性，指

出较高有效灌溉效率的灌溉面积也同时具备较高流域灌溉效率或全局灌溉效率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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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灌溉效率与传统的灌溉效率之间既保持密切联系也存在差异。相同之处

在于，当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受当地条件所限不能被重新利用时，新旧灌溉效

率在定义上是一致的。不同点则表现在，传统灌溉效率的定义对灌排工程系统设

计与管理方法起着重要作用，而新的灌溉效率定义则与此无关。此外，传统灌溉

效率定义中对有益和无益灌溉用水的划分并不是主要问题，这是由于作物净腾发

量自身即为有益消耗量，且并不考虑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的循环利用，但新的

灌溉效率则必须基于灌溉用水消耗与非消耗的划分，才能给出清晰的定义。由此

可见，现有灌排工程系统设计与管理方法对传统灌溉效率定义的严重依赖性以及

对循环再利用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的认识是导致以上灌溉效率新定义迄今无

法在实际中得到采用的主要制约因素。需要指出的是，针对灌溉效率新定义，考

虑到灌溉水自身具备的商品价值以及灌溉水管理活动本身的经济内涵，应在灌溉

水管理过程中，尽量减少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的出现，极大化灌溉水资源的一

次利用率， 大限度地降低再利用的二次成本，极小化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循

环利用对当地水体污染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达到节水、降耗、增效、减少环境

负效应影响的目的。 

（2）基于经济社会净收益极大化的经济效率 

灌溉效率新概念尤其是流域或全局灌溉效率的提出虽有助于人们描述灌区

水流运动状况和灌溉用水效应、理解区域水量平衡关系和改善农田灌溉效率对策

的潜在含意，却远不足以用来描述改善现有灌水量配置计划的全部经济内涵，即

无法有效识别有限水资源条件下改善灌溉水管理活动所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净收

益。只有借助考虑灌溉水管理外在效应和水的机会成本的经济社会收益分析，才

能起到激励农户和水管单位选择与改善灌溉水管理活动相关的适宜策略与对策。 

当前灌溉水管理的发展迫切需要采用以经济社会为目标的优化架构及其激

励对策，基于灌溉水管理活动的外在效应和水的机会成本开展经济社会净收益极

大化分析，从单纯追求极大化单位面积作物产量的生物学狭义目标向极大化灌溉

净收益及其环境良性效应的经济社会广义目标转变。其中满足作物需水要求的灌

溉水管理活动是一个相对简单而确定的单一目标问题，而针对有限资源约束的经

济社会净收益极大化下的灌溉水管理活动却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 

1）极大化农田经济净收益 



www.iwh.com

 

 214

极大化农田经济净收益分析中包括作物水生产函数和投入成本函数，其对检

验投入产出价格、生产资源约束和公共管理政策在灌溉水管理决策中的作用具有

重要意义，得出的相应优化准则有利于政府管理部门诱导农户选择与经济社会目

标相符的灌溉水管理策略。 

2）极大化社会净收益 

极大化社会净收益对整个社会而言要比单个用水户更为重要，政府管理部门

更加关注诸如极大化区域农田经济净收益或食物安全、极小化资源利用量或环境

负效应影响等目标。其中制约性的资源和因素不仅仅来自灌溉，与农业和水资源

相关的公共管理政策将会显著影响灌溉水管理活动在获得食物安全、改善环境质

量以及维持农业生产力所起的重要作用。 

3）改善灌溉水管理的经济社会激励对策 

考虑灌排活动环境负效应和水的机会成本的经济收益分析，为指导农户和水

管理单位选择改善灌溉水管理活动的经济社会激励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农田

水管理改善相关的经济社会激励对策包括：①水权定义的改善及实施；②反映缺

水状况的水价政策制定或田间配水策略；③激励减少灌排活动环境负效应的水费

征收或其它制约措施；④取消各类减少农户种植业收入的税收；⑤低利率贷款和

目的在于支持节水灌溉农田投资的相关项目；⑥有效增加农田投入（贷款、化肥、

农药等）的相关计划。改善输水系统水管理的相应经济社会激励对策包括：①定

义完备并加以实施的水权政策；②有利于高质量服务的输水系统设施改善；③农

民用水户协会分担输水系统运行与维护的职责；④激励水管理人员改善输水系统

可靠性运行与公平配水的积极性。Perry 等人描述了由于灌排活动引起的环境负

效应问题以及在评价灌溉水管理策略中需考虑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制定相

应的激励对策以便极大化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净收益。Seckler 等人阐述了评价灌

排活动环境负效应的重要性及其对灌溉水管理公共对策的需求，其中合理制定水

价是调节灌溉用水外在成本的良好途径。Van Tuijl 指出应通过加强灌溉水管理措

施尽量减少灌溉回归水以及渠系渗漏与退水的产生，这有利于极大化有限水资源

下灌溉水管理的经济社会净收益。 

（3）基于灌溉用水尺度效应的水分生产率 

提高水分生产率意味着人们将从每一滴水的消耗中寻求更多的产出物质量

或经济产值，这对减轻水资源竞争压力、预防环境退化、确保食物安全具有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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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作。水分生产率与灌溉用水的尺度及对象密切相关。对个体农户而言，是

使灌溉水的产出极大化，而对整个社会，考虑到水资源的有限性，则是寻求单位

灌水量产出的经济效益极大化。水分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有赖于作物、田间、农田、

灌区、流域等用水尺度间的相互协调与关联，还需要农户、水管单位、政府决策

者等不同受益对象间的协同努力，这已成为当今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

专业人员所关注的焦。 

1）灌溉用水尺度与水分生产率 

灌溉水管理活动横跨作物、田间、农田、灌区、流域、国家等多层用水尺度，

人们的关注内容将依据不同的尺度发生变化（表 2）。其中作物尺度关注的是作

物生理学过程，包括光合作用、养分吸收、水分胁迫等；田间尺度为养分利用、

保水耕作措施、施肥管理等；农田尺度含有田间配水、净收入极大化等；灌区尺

度是农田配水、工程运行与管理、排水等；流域尺度包括水量在不同用水部门间

的配置、防控环境污染等；国家尺度则涉及贸易、价格、虚拟水等因素。由此可

见，不同的灌溉用水尺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特定用水尺度上的举止行为有

可能影响到其它尺度所发生的事件。例如流域尺度的水量配置将受到个体农户的

用水量以及农田水管理措施影响的制约，而增加田间尺度单位灌水量的生产力或

许会降低较大尺度上的相应值。 

表 2   灌溉用水尺度与水分生产率定义 
 作  物 田  间 农  田 灌  区 流  域 

 关注 
 内容 

水和养分吸

收利用、 
光合作用 

耕作、施

肥、覆盖

田间配水、极

大化净收入 
农田配水、工程运

行管理、排水 
用水部门之间水

量配置、防控污染

 科学关

注者 
育种家、植

物生理学家 

土壤和

作物学

家 

农业工程师

及经济学家 
灌溉工程师与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水文学

家、决策者 

 水分生

产率 
kg/T kg/ET 

kg或元/ET或

灌水量 
kg 或元/输水量、耗

水量、可利用水量
元/可利用水量 

用水尺度效应将影响水分生产率定义，应依据各尺度涉及的关注内容及尺度

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开展尺度分析基础上，定义相应的水分生产率。如表 2 所示，

人们已开发出适宜不同尺度范围使用的水分生产率表达式，其中产量水分生产率

被定义为物质产量与蒸腾量 T、腾发量 ET、灌水量、输水量等的比值（kg/m3），

而产值水分生产率则为经济产值与腾发量 ET、灌水量、输水量、可利用水量的

比值（元/m3）。对作物和田间尺度，研究人员的兴趣在于物质产量，而在农田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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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更为关注经济产值或食物安全供给。在灌区尺度，水管人员或许并不关心

用水带来的产出，而只关注水量配置产生的直接收益，但政策制定者、设计人员

和研究人员则对灌溉系统的经济产出表示强烈的关注。在流域尺度，人们常将灌

溉用水效益与其它部门的用水效益进行比较权衡，在缺水状况下尤为如此。与灌

水量、输水量、可利用水量相比，基于 T 或 ET 定义的水分生产率受用水尺度的

影响相对较小，基本适用于各种尺度。基于输水量定义的水分生产率是度量灌区

管理的重要标准，其可用于不同地点之间的比较但不宜用于跨尺度间的比较。基

于 ET 和输水量定义的水分生产率都不能提供足够的与利用较少的水生产更多的

食物以及转移水给其它用户或采用更为环境友好型措施相关的社会期望信息。为

此，在流域尺度上适宜采用基于可利用水量定义的水分生产率，其中的产出以经

济产值为度量，可利用水量不仅包括农业用水也涉及非农业用水，如生态环境用

水等，且水量将在不同用水户间进行合理分配。 

2）改善水分生产率的策略与选择 

① 农田水分生产率  作物生产力的改善主要发生在农田尺度（含作物尺度

和田间尺度），这主要取决于个体农户采用的各类改善作物生产力的成熟措施与

技术、单位水量的产出价值以及基于较少的水提高作物生产力的理念。积极促进

农户改善农田水分生产率的相关策略与选择包括使作物蒸腾更为有效的植物生

理学措施（作物尺度）、减少无效蒸发及提高肥效的各种农艺措施（田间尺度）、

使灌溉供水及时准确配置的田间工程措施（农田尺度）等。由于上述策略与选择

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故鼓励农户改进农田水管理的大多数活动都

涉及植物生理学、农学和农业工程等措施的组合应用问题。然而，有必要区分采

用以上不同策略与选择所产生的单一效应，这有助于识别不同尺度的水分生产

率。 

② 灌区和流域水分生产率  在作物生产力增长的同时，在灌区和流域尺度

上采用的一系列与水相关的行动与措施将影响相应的水分生产率，大量与输水、

配水和水的再利用相关措施的采用既可减少无益耗水也可配水到高产值的用户。

在灌区尺度，可靠的农田配水与排水策略以及灌排工程的高效运行管理有助于农

户高效用水，而其它一些策略则有助于减少灌区的出流。在流域尺度，提高水分

生产率的典型策略包括在农业范畴内和不同用水部门之间使水量从低产值用户

转向高产值用户的科学配置，以及基于农田灌排工程设施或地下水调控措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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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循环利用。此外，采用环境污染控制技术以及混合来自不同部门的退水对水

质加以改善的做法也有利于提高流域水分生产率，而土地利用策略也有助于改善

流域水分生产率。 

③ 加强不同尺度灌溉水管理策略间的关联  评价水分生产率的特点之一在

于该值的大小高度取决于尺度的规模。随着分析尺度的不断扩大，提高相应水分

生产率的努力不仅来自个体用水户采用的水管理活动还有赖于在灌区和流域范

围内采取的改善灌溉水管理的举措。为此，需考虑旨在提高水分生产率的不同尺

度灌溉水管理策略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在农田与灌区尺度之间，当单个农田的用水量保持不变时，则无需改变现有

提高灌区水分生产率的水管理策略。此时灌区的全部收益来自系统内一些或所有

农户采用的水管理措施，其动机与供水状况无关而只与鼓励他们增加生产力或利

润率的外部因素有关。当新技术与新品种等农田水管理措施的采用导致水量需求

下降时，这体现为农田需水发生变化下的灌区尺度响应问题。此时农田需水的减

少或许会导致相应的水分生产率产生明显改善，但灌区尺度的水分生产率则有可

能保持不变，除非确保节余下来的水量能在区内得到有效利用。为此，需针对农

田需水下降状况，制定灵活方便的渠系配水规则与工程运行管理计划，并在水管

单位与用水户间建立起必要的直接联系，以便持续地评价农田需水动态。当灌区

可利用水量下降时，灌溉输配水模式将被迫改变，农户必须采用相应的农田水管

理活动以增加水分生产率，这反映为灌区供水量发生变化下的农田尺度响应问

题。此时采用的节水和改善农田水分生产率的措施包括减少灌溉面积、降低单位

面积用水量、利用节水灌溉方式、缩短灌溉季节等以及彼此间的组合，农户将做

出相应的选择与决策，明显的节水效益是农户试图提高水分生产率的直接诱因。 

农田或灌区与流域尺度间在灌溉水管理策略的关联性上较为难以识别及描

述。首先对流域内不同用水部门的需求量而言，城市和工业需水要比农业易于精

确量化。在特定的环境用水需求下，由于相应的生态需水仍未被清晰定义，进而

导致整个配水过程相当困难，尤其是在水权没有依据用水需求的变化及优先次序

发生改变时更为如此。其次流域水量配置必须考虑相同水量定额下的多用途问

题。一滴水被 终消耗之前或许可依次用于水电、城市、渔业、生态和农业等部

门，水管理方法将决定着相应的协同使用效果。再者受机制竞争的制约，许多国

家的水管理组织或机构不愿意开展彼此间的合作。负责大型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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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机构似乎对环境保护、水质改善和娱乐等问题的关注反应迟钝，虽然流域

水管理组织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水量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但实际水管理

活动却常取决于采用单边行动的个体单位。 后在封闭流域内的一部分面积上采

用的水土管理措施或许会影响其余面积上的水土利用现状，但识别其利弊却难以

定量。为此，人们需从整个流域的观点出发，评价农田或灌区与流域尺度间在灌

溉水管理策略上的关联性，尤其是在集约用水、竞争和缺水的状况下更应如此。 

3）水分生产率与经济效率 

在作物、农田以及灌区尺度，人们关注水分生产率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而在

流域尺度，则关注水分生产率与可持续性的关系。利用作物品种改良增加作物尺

度水分生产率，采用节水增产新技术提高农田尺度水分生产率，借助经济效益评

价方法改善灌区尺度水分生产率，通过对缺水和可持续性响应的探讨提升流域尺

度水分生产率。 

① 作物尺度  改良作物品种、提高其耐旱性能、缩短作物生育期已成为提

高作物尺度水分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作物品种改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潜在效益

方面要比大多数农田管理措施具有相对少的区域特定性，对品种改良研究的投入

会带来高额回报，这有利于获得经济效率。在确定品种改良研究工作的重点时，

关键问题在于对品种改良或许具有较大影响的地理区域面积以及人口数量，这决

定着研究工作所能产生的收益。随着缺水日益紧迫，开展相关研究的潜在效益将

日趋明显。 

② 农田尺度  在农田尺度鼓励农户采用节水增产新技术方面，研究人员和

推广部门在将重点放在高产潜力的同时，不应忽略家庭劳力机会成本及其增加管

理需求带来的影响。Moser 等人开展的典型研究结果表明，采用水稻节水增产集

约化技术的近 1/3 农户只将其用于部分农田，且采用该技术的农户受教育程度相

对较高并有一定的家庭经济基础，而未采用的农户多较为贫穷且文化水平较低，

部分时间忙于打工。很明显采用新技术带来的作物高产仍不足以充分弥补较高的

劳力成本和管理需求增加的成本，这或许会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 

③ 灌区尺度  正向节水本身不必然导致较高的水分生产率一样，提高水分

生产率也并不必然带来较高的经济社会收益。对灌区而言，其效益主要反映在作

物灌溉给农民带来的粮食增产和净收入增加上，故借助益本比、内部报酬率等方

法对灌区经济社会效益进行分析评估，可起到评价经济效率、改善水分生产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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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某个灌区获得的部分效益或许是以邻近灌区的损失为代价

的，其产生的灌溉水管理外在效应必须从流域尺度予以通盘考虑。 

④ 流域尺度  随着区域缺水程度的日趋加剧、非农业用水需求的不断增长

以及水体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提高流域尺度水分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途径转向

为种植高产值的作物以及水量对工业、城市、环境需求的再分配。缺水和水价上

扬将迫使人们开发和采用能有效提高水分生产率的新技术与新途径。其中技术和

途径的改变可利用革新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绿色革命”理论意味着开发高产、

高肥效的作物品种以响应粮食产量的提高和肥料价格的降低，而“虚拟水贸易”

战略则有助于减轻区域缺水程度、提高流域尺度的水分生产率。 

（4）研究重点与内容 

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对灌溉水管理发展理念及其相关对

策的研究。尽管在灌溉用水尺度效应、灌溉水利用效率、水分生产率等方面取得

了初步成果，但尚需系统、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与探索，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灌溉水管理发展理念及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依托。 

在灌溉效率方面，由于灌溉水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灌溉效率的合理准

确定义有关，故迫切需要深入开展与灌溉效率指标内涵相关的试验及理论研究，

定义的灌溉效率指标自身应具有尺度性、通用性和可识别性。考虑到灌溉效率随

时空尺度变化的趋势以及部分农田排水或灌溉回归水可被循环利用的现实，基于

科学定义的灌溉用水平衡架构及其组成分析，探讨依据不同尺度建立相应灌溉效

率指标的可行性，分析不同尺度灌溉效率间的转换关系与内在关联性，识别不同

尺度下的节水灌溉潜力与效果。 

在经济效率上，研究灌溉水管理优化架构中涉及的作物水分生产函数、生产

成本函数以及环境损失函数关系，借助数理模拟手段开展与灌溉水管理多目标优

化、策略选择、不确定性和财政风险性相关的分析研究。由于减少供水需求的水

管理活动往往产生一定的外在效应，故有必要对用于增加农田尺度经济效率的灌

溉水管理活动或技术是否会导致灌区或流域尺度经济效率的增长开展相应的研

究。此外，在封闭流域上采用增加经济效率的方法有可能导致水质下降和其它环

境退化问题，故需从提高整体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开展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满

足食物安全需求为目标的流域尺度配水决策问题研究。 

在水分生产率上，首先需要更为谨慎地识别度量水分生产率的尺度规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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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同一流域内不同尺度水分生产率的真实含意。其次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不同

用水尺度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由于在小尺度上实施的水管理活动并非一定导致

大尺度水分生产率的直接增加，故需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了解特定尺度上的水管

理措施是将如何影响其它尺度。 后需要更为合理地权衡流域水量在不同用水部

门间的利益分配。流域尺度尤其是缺水流域内的水量分析在于识别不同用水部门

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在农业范畴涉及到渔业、林业、畜牧业以及种植业，故需

开展与利益权衡及分配相关的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借助灌溉效率、经济效率、水分生产率等指标可反映出

水土资源约束条件下灌溉水管理活动中涉及的用水效率与效益目标，其与考虑的

灌溉用水尺度密切相关，不同尺度间在灌溉用水的潜在效率与效益上存在着差

异。为此，应对灌溉水管理评价中采用的灌溉效率、经济效率、水分生产率等相

关其他指标的合理性、通用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与科学定义的基础上，经过

筛选建立适宜的灌溉用水效用（效率+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对该体系内含的

评价指标进行尺度化基础上，研究其在作物、田间、农田、灌区、流域等不同尺

度上的具体表达形式，探索其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以及内在关联性，开展相

关评价指标随用水尺度差异的变化规律与趋势研究，为合理评价不同尺度范畴的

灌溉用水效用、采用相应的灌溉水管理措施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和方法。 

3.3 农田排水与水环境 

长期的生产实践证明，农田排水设施在防御涝渍灾害、促进农作物正常生长、

改善田间耕作管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农田排水在起

到防御涝渍盐碱灾害、改善中低产田作用的同时，也是农业非点源污染物进入水

体的主要传输途径，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包括排水中的

沉积物、营养元素、杀虫剂对水体的污染，以及排咸水产生的问题。由于排水是

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主要形式，近年来，对农田排水的研究重心已经从促进农业生

产转移到避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双重目的（Tekrony 等，

2004）。目前，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国，大量的研究都致力于减少农田排

水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农业排水管理从传统的防涝、治渍排盐转化为尽可能减少

排水输出量。 

3.3.1 控制排水 

控制排水已被许多地区列为农业非点源污染治理的 佳生产管理措施之一



www.iwh.com

 

 221

(Evans 等，2004)。控制排水的目的是通过少排水来降低农田排水所携带的氮磷

等养分对受纳水体的污染，其主要途径是通过设置在排水出口的水位控制装置来

调控排水出流量，既可保持作物生长的适宜土壤水分条件，又可减少污染物排放

量。Christen 等（2001）对澳大利亚的地下排水进行总结后指出，大多数排水系

统处于过量排水状态，这些排水系统排走的盐分远远大于灌溉水引进的盐分，排

水率超过控制水位和水涝要求所需要的合理的排水率，因此，需要采取新方法管

理这些排水系统，以便减少对下游环境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澳大利亚东南部

Murrumbidgee 灌区控制排水的试验研究表明，控制地下水位深度可以减少排水

量和排水中的盐分，与非控制条件相比，排盐负荷减少 49%，而对土壤盐分动态

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进行的控制排水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排

水与地面节水灌溉措施一样可以减少灌溉用水，不仅提高了水的利用效率，而且

具有投资少和费用低等优点（Stampfli 等，2006）。Wesstrom 等（2007）在瑞典

西南部进行的控制排水试验研究表明，控制排水大大的减少了排水中的氮磷负

荷，氮流失的高峰期与排水流量和土壤矿质氮含量的高峰期一致；与自由排水相

比，控制排水由于氮流失少、作物吸氮量高，从而提高了氮使用效率；控制排水

田块的产量增加 2%~18%，作物吸氮量每公顷增加 3~14kg。罗纨等（2006）在

宁夏银南灌区进行了控制排水试验，结果表明，将深度为 lm 的排水农沟控制到

60cm 时，生长期内农沟地下排水量减少了 50%左右。排水量减少后，田间地下

水含盐量增长幅度仅为 3.7%，远远低于影响作物生长的临界含盐量。因此，控

制排水措施具有节约灌溉用水和减少农业非点源污染的重要意义。排水需要随不

同气候地理条件、土壤类型、作物种类等等而不同，因此，不同气候、土壤和作

物条件下控制排水对水环境影响的试验研究仍是目前控制排水的研究热点。

近，美国中西部地区开始实施田间和流域规模的控制排水对减少硝态氮排放负荷

的影响（Frankenberger et al., 2006)；传统排水设计标准的改进、灌溉措施与控制

排水措施的有效结合、作物轮作及耕作管理措施对作物产量及氮流失负荷的影

响、控制排水对作物产量影响的定量化研究、控制排水措施对水使用效率的影响

及价值评价等问题正在被研究（Zhou 等，2000；Ayars 等，2006；Stampfli 等，

2006；Ma 等，2007）。 

3.3.2 灌溉-排水-湿地系统 

农业径流污染源具有面广、量大、分散、间歇的峰值和高无机沉淀物负荷的

特点。传统污水处理技术处理农业排水径流时难度大、维护管理复杂、投资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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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费高，利用自然过程进行污染物降解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被认为可以成为

许多地区农田排水的处理方式。人工湿地是由土壤或人工填料和生长在其上的水

生植物组成的独特的土壤-植物-微生物-动物系统，它能降低各种污染物的浓度，

包括氮、磷、悬浮物、稀有金属、有机质、病原体等，这一过程包括沉积作用、

过滤作用、化学作用、吸附作用、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在农田排水入河之前进

行源头水质控制，通过人工湿地对农田排水进行处理将是经济、实用、有效的减

少地表水体污染的方法（Kovacic 等，2006）。传统上的人工湿地主要用来处理中

高浓度的生活污水和城市污水，近年来，对人工湿地处理农业排水的研究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关注，湿地对农田排水的净化效果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研究内

容包括湿地淹水状况、水在湿地滞留时间、湿地位置、汇水面积与湿地面积比例、

水生植物类型、湿地土壤类型等等。 

Borin 等（2007）进行了 5 年的表面流湿地处理农田排水试验，其中湿地面

积占被处理流域面积的 5%，研究结果表明，进入湿地的农田排水总氮的 50%以

上被植物吸收，20%以上的氮储存在土壤中，少部分氮通过反硝化损失掉，氮的

平均消减能力约为 90%。Jordan 等（2003）对接纳高度变化的农田排水入流的湿

地处理效果进行了试验研究，其中湿地面积占被处理排水流域面积的 1%左右。2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氮磷等元素的去除效果年际间差别很大，第 1 年的去除效果

明显，总磷去除率达 59%，总氮 38%，总有机碳 41%。第 2 年缺乏干燥时期，

总有机碳去除率为 30%，而氮磷的去除效果不明显。2 年时间内，湿地对铵氮的

去除率为 25%，硝氮为 52%，有机碳为 34%，其它形态的氮磷和悬浮物的去除

效果不明显。尽管排水入流的变化减弱了湿地降解污染物的功能，但是湿地仍然

起到了减少非点源污染的作用。在美国马里兰、伊利诺斯、衣阿华的试验研究表

明，湿地吸收了 68 %的氮、43 %的磷。湿地与流域汇水面积之比较大时,或水在

湿地中保留时间较长(至少 1～2 周) 时,湿地对营养元素的吸收率较大；同时湿

地与河岸缓冲林带结合能更有效地改善水质。张荣社等（2003）在云南省呈贡县

大渔乡进行的潜流构造湿地去除农田排水中氮磷效果的试验研究表明，在水力停

留时间小于 5d 时，潜流湿地除磷效果随水力停留时间的增加而增加，通过间歇

式和连续流试验均证明过长的水力停留时间会引起 pH 值的明显下降，导致磷的

析出或溶解，降低除磷效率；温度对除磷效果影响较为明显，冬季除磷效率较夏

季下降 30%。氮去除效率和水力停留时间呈正相关关系，水力停留时间大于 5d

时，芦苇、茭草潜流湿地脱氮效率可以达到 60%以上，微生物的反硝化是人工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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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脱氮的主要途径，植物吸收总氮量仅占人水量的 15%左右。 

虽然所有湿地都能降低氮和磷的浓度,但它们之间相差很大, 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部分营养物质会逐渐地积累，湿地中的微生物相应地繁殖，如果维护不

当，便很容易产生淤积、阻塞现象，使水力传导性、湿地处理效果和运行寿命降

低。许多外在的因素如温度、进水负荷、水力停留时间、区域差异和气候特征以

及系统设计类型等都会对污水净化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对系统的长期运行能力、

不同构造湿地的净化效果、湿地设计和管理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选

择适当的操作方式以防止填料的堵塞；选择新型的填料以确保长期的除氮除磷效

果；选择新型的水生植物以提高湿地系统的综合效益；研究不同构造的湿地系统

中污水的流体力学特性，探讨水力负荷、污水停留时间、出水速率、湿地容水体

积和出水量等及其与污水净化效果的相关关系等等。 

3.3.3 农田排水再利用 

农田排水对于作物生长具有和灌溉同等重要的作用，没有适当的排水条件和

设施，就不能保证良好的作物生长环境。但是不适当的排水不仅会造成农田养分

的流失和水环境的污染，而且还会使农田的地表地下水或土壤水流失。由于农田

排水中含有作物所需的氮磷等养分，在水资源短缺地区，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水

源加以合理的再利用，从而缓解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同时减轻对下游水体的污染。

因此，农田排水及其再利用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未来的粮食安全，而且对于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保护水环境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田排水再利用作为一种缓解水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径在国内外许多地

区已经得到应用实践。许多研究者指出，采用排水作为水源不仅提供给作物所需

水分，同时对环境产生 小化影响（Shannon and Grieve，2000; Kaffka 等，2004；

Qadir and Oster，2004）。由于排水中含有较高的盐分，不合理的灌溉不仅导致作

物产量和品质下降，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恶化，而且会产生土壤次生盐碱化问题。

影响微咸排水灌溉的因素很多，包括作物耐盐性能、排水水质、土壤盐分、土壤

类型、气候、管理水平、耕作技术、灌排技术等因素，因此，需要全面的考虑土

壤、水和作物因素，实施综合的管理（Qadir and Oster，2004）。William 等（2003）

研究了农业排水的循环利用，首先采用淡水灌溉盐分敏感的作物，随后收集排出

水灌溉耐盐作物，依次循环使用，再灌溉更耐盐的作物， 后将水排入蒸发池，

研究结果表明，排水的循环使用可以减少排放水量，由此减少对下游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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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r 等（2002）的研究指出，EC 大于 4ds/m 小于 30ds/m、SAR 大于 10 小于 40

的含钠咸排水可以用于灌溉对盐分适度敏感的作物、适度耐盐作物和耐盐作物，

为了保持系统长期的持续发展，需要考虑作物的选择、土壤盐分调控、作物和土

壤管理，也需要考虑硼、钼、硒对作物产量、野生动植物的潜在的负作用。胡顺

军等（2004）对新疆沙井子灌区农田排水再利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表明，研究区

的排水不能直接用于农田灌溉，在砂性土壤和冲洗、排水条件好的情况下，与淡

水混合后，在作物耐盐碱较强的生育阶段可作为灌溉水源；该区排水可以用来灌

溉天然植被，作为生态用水水源。排水水质受气候、土壤类型和土壤盐分、农业

措施、管理水平等多因素影响，不同的地区排水再利用的模式不同，适应不同排

水水质的耐盐作物选择、灌溉模式、土壤盐分控制、排水再利用的工程模式、排

水再利用的环境效果评价等仍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3.3.4 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由化肥、农药、畜禽粪便，以及水土流失经降雨径流、淋

溶和农田灌溉回归水进入水体而造成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化肥、农药及其它有

机或无机非点源污染物质，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降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

下渗流，使大量污染物质进入水体，导致地表水、地下水、灌溉水源和面源污染

加重，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农业生产的持续而稳定的发展。 

近年来，水环境的恶化已促使研究工作者通过各种努力调查和研究农业化

肥、农药等化学物质在土壤中的转化、运移机理及对水体的污染控制措施。主要

手段是以污染源的控制和管理为主，实行农田 佳养分管理，对农田保护区施肥

量、施肥时间、肥料品种、施肥方式、轮作方式、耕作措施等进行源头控制（Jaynes

等，2001；Follett 等，2001；张兴昌，2002；段永惠等，2004）。在基础理论研

究方面，主要包括产流汇流特性、地表土壤溶质随径流流失过程、土壤中的溶质

转化和运移过程等等。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主要开展耕作措施、作物种植模式、

合理的水、土、肥管理措施等对化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非点源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湖泊水库富营养

化调查和河流水质规划。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在不断的探索

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理论和方法。在化学物质通过地表侵蚀和地表径流迁

移方面、土壤中化学物质的转化和淋失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满湘等，

2003；黄俊等，2004；毕经伟等，2004；马军花等，2004）。由于影响氮磷等非



www.iwh.com

 

 225

点源污染转化运移因素和过程的复杂性，使得不同农业管理措施对环境影响的评

价既费时又耗资，而计算机模型的发展以高效和低廉的方式为评价不同田间农业

措施条件下的水土效应提供了机会。因此，目前利用模型对非点源污染问题进行

模拟研究是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随着 3S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 3S 技术与非点

源污染预测模型相结合是该研究领域中今后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特别是流域或

灌区大范围尺度下的土地利用、土壤质地、灌排措施、农业措施等空间变异性对

氮磷等非点源污染物转化运移的综合效果评价，以及如何通过遥感影像精确提取

水土环境数字化信息，以便提高基础数据的精确度。由于非点源污染过程十分复

杂，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模拟中存在多种误差，使得非点源污染预测

模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分析是近年来在数学模型研究中十分活跃的

一个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方法体系，它将成为非点源污染预测模型未来令

人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应重点开展适宜我国排水地区

的地下水位管理模式研究、排水-湿地系统研究、减少面源污染的 优农业管理

措施研究等等。 

4 本学科发展动向点评 

4.1 作物水肥高效利用与调控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的关键是要提高农田尺度的灌水效率、土壤储水保水效率

和从单株到群体水平的作物水分利用效率。这不仅涉及到农田 SPAC 中的界面过

程、水分传输和系统反馈机制、水分调控途径以及作物高效用水的需水过程与指

标，作物高效用水的理想根系构型和理想株型及 优群体结构，单株—群体—农

田水分迁移转化与水分利用效率转换的尺度理论，基于土壤、作物、微气象信息

采集及可用灌溉水量条件预报的农田尺度水分高效利用优化模式的数字化设计

理论等一系列具有多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特点的重大应用基础理论问题。但目前

还缺乏对上述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严重影响了农业用水效率的提高。 

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困难是：（1）由于作物种植、耕作栽培、灌

溉施肥管理措施、气候因子、土壤性质诸多因素的空间变异性的存在，致使土壤

水分存在很强的空间变异性；同时，由于基于土壤特性的传感器技术测量土壤水

分只能采用离散点的方式实施土壤水分状况监测，所以，土壤水分的空间变异规

律研究，从点到面(点尺度-田间尺度-区域尺度)的尺度转换理论与方法是实现土

壤水分监测信息化的重要基础。目前存在的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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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已经取得的一些理论进展远没有达到实现信息化应用的水平。（2）实施的土壤

水分状况监测可以为从点尺度到区域尺度的实时灌溉管理决策提供支持。但是，

对于在不同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的土壤水分状况的预测无能为力。同时，目前

的土壤水分预报模型以点尺度模型为主，在田间尺度、区域尺度问题的应用上存

在许多问题。点尺度模型研究和区域尺度扩展理论研究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重要

途径；开展区域尺度的土壤水分预报模型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途径。（3）

遥感技术的发展为区域作物水分状况监测、区域作物耗水量监测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支持。但是，如何利用遥感技术和农田生态系统模型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

区域作物耗水量预测、区域农田土壤水分状况预测仍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理论

和技术问题。（4）无论是在点尺度上还是在区域尺度上，监测数据与模型的融合

技术是实现实时监测与预报有机结合的重要技术环节，也是 终实现农田土壤水

分监测与预报信息化的重要基础。（5）如何实现监测数据、预报模型、尺度扩展

理论、GIS 技术、遥感信息的有机结合，其中的理论和方法中上存在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研究是 终实现农田土壤水分监测与预报信息化的应用基础。 

在作物高效用水调控技术研究方面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将作物水分生理调

控机制与作物高效用水技术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了解作物高效用水机制的基础

上，开发诸如调亏灌溉（RDI）、分根区交替灌溉（ARDI）和部分根区干燥（PRD）

等新的作物高效用水技术，以便明显地提高作物和果树的水分利用效率。此外，

正在研究和利用信息技术、红外技术、电测技术来监测土壤墒情、作物旱情、农

田气象资料，据此开展作物需水预报的研究，根据优化原理确定 佳水量分配是

作物高效用水的发展趋势。 

作物高效用水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种技术措施的复杂系统。由于水资源供

需矛盾日益尖锐，作物用水已逐渐从传统的“丰水高产型”灌溉转向“节水优产型”

的非充分灌溉。对作物需水量的估算也由以往充分供水下的 大作物需水量估算

转向基于水分胁迫条件下的 佳耗水量估算。相应的灌溉基本理论研究正呼唤着

以非充分灌溉理论为基础的节水灌溉新理论的创新。 

4.2 农业高效用水评价指标与方法 

当前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用评价的核心和重点已经不再仅以传统的效率为重

点，而是注重效率和效益的结合，以水资源平衡理论为基础，开始由作物和田间

等微观尺度向灌区、流域（区域）等宏观尺度转变，并且尺度之间的转换效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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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基于对国内外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用评价理论和方法的

比较研究，认为未来的研究重点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基于水平衡观点的农业水资源评价理论。水平衡的观点明确了水

资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转换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加系统的核有机的了解水资源

的利用效用问题。尽管对于水平衡的表述还存在着各种限制和不足，相关研究经

验已经证明即便是比较粗略的水平衡估算对于用水管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完善水平衡的观点重点在于界定清晰不同尺度的水平衡表达方式，以及水资源利

用类型的划分问题。 

（2）研究和分析作物—田间—灌区—流域（区域）—全球不同尺度之间用

水效用的尺度转换以及尺度转换效应问题，为构建完善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用评

价指标体系奠定科学的基础。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分析不同尺度条件下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下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用关键指标的时空变化规律，确定不同类型灌区

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合理指标范围（如 ET 定额、灌溉用水定额、水分生产效

率、灌溉水利用系数等）；考虑尺度效应对用水的影响，不同尺度指标变化相互

影响及转换关系。 

（3）构建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农业用水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理论方

法。可持续是我们利用水资源的基本观点。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要求在评价水资源

利用效用的时候应该以水资源平衡理论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反映利

用效率等方面传统的技术指标，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利用效益等方面的经济效益指

标，以及经济、技术效益的综合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的内容包括：

通过对不同尺度范围内用水量、耗水量、储水量、排水量、生物量和产量等要素

的监测和分析，对比不同尺度下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构建农田尺度和区域尺

度评价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和方法。 

4.3 农田排水与水环境 

农田排水在排除田间多余水量的同时，也会带走农田的养分和其他化学物

质，这些养分和化学物质的流失进而会造成排水承泄区水体的污染。此外，农田

水分的排除同时也意味着这一部分潜在的水资源不能为作物所利用，过量的排水

有可能导致农业用水的紧张。长期以来，由于单方面强调排水对农业增产的作用

而忽视了对环境方面的影响，水体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人们逐步认

识到了这一点，而开始关注排水的控制问题。控制排水、排水再利用、排水-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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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系统是农田排水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未来农田排水的需求。尽管在国外

发达国家，这一技术已普遍得到应用，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如适应

中国条件的控制排水模式、控制排水的控制设施及其布局、不同的控制水位对作

物产量、农田养分和化学物质的流失以及农田水分的利用率、不同作物不同生育

阶段适宜的农田水位控制高度等；排水再利用的潜力、排水再利用的灌溉模式和

控制结构形式研究等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于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上，处

理农田排水的研究较少。根据农田排水水质不稳定的特点，探讨适应于处理农业

排水的人工湿地系统技术、处理生活污水的湿地系统在农业排水中的适应性及应

用、湿地系统的优化设计、水力条件对湿地净化效果的影响及其规律、湿地系统

对不稳定水质的处理效果及长期运行能力等等，对人工湿地技术在控制农业污染

中的推广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5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本学科的重点发展方向及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应用基础研究、新型技术研究

和宏观战略及对策研究等 3 个方面。 

5.1 应用基础研究 

（1）水分胁迫对作物生理性状的影响 

研究有限供水条件下作物对水分胁迫的补偿效应与干物质形成过程间的关

系；根冠关系与作物高效用水间的生理响应模型；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内水分消耗、

光合作用、收获指数与土壤水分亏缺间的关系；缺水条件下作物群体光合产物的

优分配策略。 

（2）作物缺水受旱诊断方法与指标 

作物水分信息与土壤水分、作物生长及产量的定量关系；缺水条件下植株茎

流、叶水势、冠层温度等作物生理生态信息采集技术；作物缺水受旱诊断指标体

系以及不同尺度下的作物水分状态预测预报理论与方法。 

（3）区域作物需水变异规律与估算方法 

区域作物需水变异规律和作物需水估算方法与模型；节水灌溉条件下估算作

物需水的尺度转换理论与方法；高分辨率区域要素观测手段下的参数反演作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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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理论与方法。 

（4）农业高效用水对区域水土环境效应的影响 

农业高效用水对区域水循环过程影响的机理以及水转化时空变异尺度效应

评价方法；节水灌溉措施对区域水土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评估；农业高效用水评

价体系及对农田水土环境影响的评价预测方法。 

（5）农田面源污染对区域水土环境的影响 

主要农业化学物质在土壤中转化、运移的过程与规律；模拟预测农业面源污

染物迁移流失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减轻和控制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的 优农田水、

土、肥、药的管理方法与措施。 

5.2 新型技术研究 

（1）田间节水灌溉设计理论与方法 

压力灌溉系统和改善地面灌溉系统性能的先进设计理论与方法；田间灌水技

术要素时空变异性对灌溉系统性能、作物产量的影响；灌溉过程实时反馈动态控

制模拟方法与模型；田间灌水技术要素的尺度效应与转换关系。 

（2）灌溉用水调控与管理方法 

渠系和管网非恒定流模拟仿真理论与控制方法；基于水量实时调控理论与方

法的灌溉系统动态配水优化模型；渠系输配水过程对灌区地下水调控、补给的影

响与作用；区域尺度土壤墒情与灌溉用水动态预报理论；基于“3S”技术和网络的

灌区用水动态管理信息系统与决策支持软件；灌溉多水源优化配置理论与调控方

法。 

（3）作物水肥高效利用与调控 

节水灌溉条件下土壤水肥盐迁移、转化与联合调控理论与方法；不同节水灌

溉施肥条件下土壤-作物系统中水氮迁移转化规律及对水分养分耦合利用的影

响；作物耗水和产量对灌溉技术要素变化及调控的动态响应模型；不同灌水施肥

方式下的水肥高效利用灌水技术参数优化组合模式。 

（4）农田排水与再生水利用 

综合考虑作物生长、水环境保护和投资效益的盐碱涝渍灾害防御理论及农田

排水工程设计理论与技术；农田排水工程设计参数对地下水调控、养分流失、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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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运移以及作物生长的影响；再生水利用对农田水土环境的影响和土壤的调蓄自

净与容纳能力；再生水灌溉对作物产量及品质的影响及响应过程。 

5.3 宏观战略及对策研究 

（1）农业节水发展战略与对策 

农业高效用水对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作用及其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农业节水发

展规划及大型灌区节水改造规划的原则与方法；农业节水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农业

结构调整的关系及相关对策；水权、水价与水市场及农业节水管理体制与机制；

农业节水潜力发展与指标评价体系等。 

（2）农村饮水安全发展战略与对策 

农村供水发展方向、规划及对策措施；规模化农村供水工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供水与饮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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