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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垦高效节水灌溉探析
谷传申 1 杜 伟 2
渊 宁夏农垦农林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袁宁夏银川 750024曰 2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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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宁夏农垦自 2011 年实施高效节水以来袁经过了摸索到成熟阶段袁实施后的效果显著袁节水尧节肥尧省工尧增产遥本文阐述了宁夏
实行节水灌溉的必然性和优点袁分析了作物节水灌溉增产增效的成因袁总结了节水灌溉取得的成效袁以期为作物节水灌溉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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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1]尧宁夏回族自
治区黄河宁夏段水量调度管理办法尧20 世纪末国家计委和
[2]

水利部共同颁发的叶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曳 和叶黄河可供

2 实行节水灌溉的优点
2.1 省工

初步计算得出大水漫灌需要灌水人工 15 个/hm2袁而节

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曳渊1998冤 指出袁该区干

水灌溉人工 7.5 个/hm2袁至少节省人工 7.5 个/hm2曰大水漫灌

资源袁可利用水资源总量只有 41.5 亿 m 遥根据 2016 年宁夏

工 6 个/hm2遥

[3]

旱少雨袁水资源严重匮乏袁计入国家分配的 40 亿 m3 黄河水
3

回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情况袁当地玉米种植面积日益增大遥由
于玉米是高耗水作物袁 宁夏农垦玉米种植占垦区的 1/2 以
上袁这意味着宁夏农垦水资源矛盾将日益加剧袁亟须对宁夏
实行节水灌溉遥
1

打埂需要人工 6 个/hm2袁节水灌溉不需要打梗人工袁节省人
2.2 节水

根据多年的经验来看袁高效节水可节水 40%~50%袁其

中在玉米上总灌水量 3 540 m3/hm2 左右袁共灌溉 11~14 次袁
每次 120~300 m3/hm2袁较漫灌渊全生育期灌水 4~5 次冤总灌溉
量渊9 150 m3/hm2冤节水 5 610 m3/hm2遥其中袁小麦的总灌水量

宁夏实行节水灌溉的必然性

1.1 周围被沙漠包围袁自然缺水

宁夏周围有 3 个沙漠袁在历史上就自然缺水袁水资源较

少袁特别是宁夏南部没有充足的灌溉水源袁只能依靠降雨进
行农业生产遥

为 3 200 m3/hm2 左右袁共灌溉 9~11 次袁每次 21~25 m3/hm2袁较

漫灌渊全生育期灌水 4~5 次冤总灌溉量渊7 200 m3/hm2 左右冤
节水约 4 000 m3/hm2袁节水灌溉节水效果明显[4]遥

2.3 节肥

节水灌溉可以大幅节省肥料 [5]遥根据多年的经验来看袁

1.2 全球气候变暖使水资源形势日趋严重
人们焚烧化石燃料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会产生
大量二氧化碳袁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
有高透过性袁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吸收性袁
导致地球温度上升袁引发温室效应遥宁夏也不列外遥

高效节水灌溉可节肥 15%~20%袁其中在玉米上的总施肥量

为 900 kg/hm2 左右袁较漫灌全生育期总施肥量渊1 200 kg/hm2冤
节肥 300 kg/hm2遥其中袁在小麦上的总施肥量为 900 kg/hm2 左
右袁较漫灌全生育期总施肥量渊1 050 kg/hm2冤节肥 150 kg/hm2遥

2.4 方便集约化管理袁有利于实现标准化栽培

1.3 黄河水分配减少尧耕地增多尧工业用水量增多

灌区可利用的实际水量为 40 亿 m 袁自然水资源严重不
3

高效节水可统一灌水尧统一施肥尧统一播种尧统一植保遥

足曰耕地增多袁近些年开垦地面积增多曰宁东工业用水量增

高效节水实现了集约化尧标准化袁有利于苗木整齐袁利于高

到 9 000 m3/hm2 左右袁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 0.35~0.44袁灌溉

2.5 高效快速

1.4 我国北方实行节水灌溉是大势所趋

培有着重要意义袁可保证植株生长一致袁有利于喷药等其他

加曰节水灌溉面积小袁仅占 16%遥而灌区平均灌溉用水量达
水严重不足遥

2015 年农业部以野一控两减三基本冶为目标建设现代生

态农业袁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袁逐步降低化肥尧农药施
用总量袁实现农膜尧农作物秸秆尧畜禽粪便基本资源化利用遥

产稳产[6]遥

节水灌溉可在很短时间完成灌溉和施肥任务遥这对栽
措施的实施遥
2.6 开发边缘土壤
开发边缘土壤如沙地尧火山灰土壤尧轻度盐碱土及陡坡

农田灌溉效率不断提升袁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0.52袁在保

地种植作物遥

长遥2011 年以来全国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逾 620 万 hm 遥其

3.1 苗情可控

中袁东北四省区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30.67 万 hm 袁支
持西北干旱地区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袁启动华北地下水超

时不受时间的限制袁更不受墒情的限制曰小麦通过早灌头水

采综合治理试点袁通过项目的有效实施袁达到了抗旱保丰的

可延长小麦的幼穗分化袁以达到高产遥

持粮食连年丰收的同时袁农业灌溉用水总量实现 14 年零增
2

2

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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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物节水灌溉增产增效的成因
玉米通过干播湿出等技术可以使出苗率达到 92%袁同

3.2 作物生长均衡可控
小麦通过水肥一体化可以有效抵抗干热风灾害曰玉米通
过水肥一体化可有效避免出现大小苗的现象袁有利于苗木
长势整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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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现了良好的群体结构
玉米合理密植袁株型塑造条件好袁群体质量高袁滴灌水

肥一体化种植将传统的匀行距种植变为宽窄行合理密植袁
既保证了滴灌时根际湿润尧横向间距达到合理范围袁又实现
了玉米个体优势和群体结构的合理搭配袁减轻了病虫害的发
生遥小麦单株营养均衡袁个体发育较好袁水肥一体化种植实
现群体最佳与个体最优遥
3.4

水肥墒情可控
滴灌可以在作物生长最关键时间给作物滴水肥袁保证作

物不受旱尧不受涝袁并且可以全部滴到作物根部袁有利于作
物充分吸收遥

2017 年宁夏农垦水肥一体化小麦测产为 9 647.55 kg/hm2袁较
常规种植增产 600 kg/hm2 左右袁增产效果明显遥2018 年宁夏
农垦水肥一体化小麦测产为 9 330 kg/hm2袁较常规种植增产
375 kg/hm2 左右袁增产效果明显遥
4.2 节水效果显著

2014要2017 年田间实际测试院贺兰山东麓项目区淡灰

钙土玉米水肥一体化栽培的玉米全生育期共滴水 13 次袁上
年冬水灌溉用水 1 800 m3/hm2袁总用水量为 5 550 m3/hm2袁而
常规种植玉米的灌溉量高达 12 750 m3/hm2遥玉米水肥一体化

种植省水 7 200 m3/hm2袁节水达 56.5%遥2017要2018 年小麦田
间实际测试袁水肥一体化栽培的小麦全生育期共滴水 11 次袁

4 节水灌溉取得的成效
4.1

平遥较常规灌溉增产 20%以上袁中低产田增幅达 30%~40%遥

增产效果显著

自 2013 年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以来袁在同等肥力

水平条件下的对照试验和大规模示范对比袁玉米产量最高
达到 20.7 t/hm2袁示范区产量基本保持在 16.5 t/hm2 以上水

总量为 3 780 m3/hm2袁较常规种植灌溉量渊6 000 m3/hm2冤节水
2 220 m3/hm2遥

4.3 节肥效果显著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滴灌较漫灌节肥效果显著遥

表 1 2013要2016 年示范区肥料投入量统计

氮素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滴灌
378.00
315.45
330.60
268.50

注院肥料投入量以纯量计遥

磷素
漫灌
502.50
450.00
420.00
420.00

滴灌
127.5
123.0
96.6
79.5

漫灌
138.0
103.5
103.5
103.5

5 参考文献

[1] 闫业超.水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研究院以济南市长
清区为例[J].中国人口窑资源与环境袁2005袁15渊1冤院132-137.
[2] 左其亭袁韩春辉袁马军霞袁等援野一带一路冶中国大陆区水资源特征及
支撑能力研究[J].水利学报袁2017袁48渊6冤院631-639.
[3] 李九一袁李丽娟.中国水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J].地

投入量/kg窑hm-2
钾素
滴灌
漫灌
126.0
112.50
72.0
75.00
112.2
75.00
91.5
75.00

滴灌
631.50
510.45
539.40
439.50

合计/kg窑hm-2
漫灌
较漫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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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5
18.78
598.5
9.87
598.5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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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要求遥当然袁基层农机推广人员还应该要保持不断野充

解读袁对补贴申请流程尧所需申报表规范填写等方面进行

电冶的状态袁既要对农机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关注袁又要对

专项宣传培训曰二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广泛宣传袁在县人

农机推广方面的最新资讯进行了解遥唯有如此袁才能够更好

民政府政务公开信息网尧县广播电视台尧微信平台尧报刊杂

地为农机管理及农机推广工作服务遥三是基层农机推广机构

志及时公布叶2018原2020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曳尧实

要为基层农机推广人员建立起增值绩效激励机制与评价体

施范围尧补贴目录尧补贴标准尧补贴程序等相关农机购置补

系袁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农机推广人员予以重奖遥一方面袁

贴政策资料曰三是深入到各个乡渊镇冤和村社通过挂图尧展

基层农机推广机构务必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尧福利分配制

板尧发放宣传资料尧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宣传农机购置补贴

度尧薪酬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袁尤其是要对农机管理及农

政策 遥

机推广工作的日常运行情况和不同级别内农机推广人员的

[4]

2.4 提高基层农机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

日常表现进行综合考核袁 制定切实可行的奖励分配方案袁

提高基层农机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在潜移默

既要确保能够公平尧公正尧公开地发放奖励袁又要确保激励

化中提高基层农机推广人员业务素质遥一是基层农机推广机

机制的公正和公平曰另一方面袁要确实有效监督奖励分配过

构务必要通过多种途径尧多种方式来加强农机管理及加大农

程与绩效考核过程袁确保做出贡献尧业务素质高的农机推广

机推广工作的宣传力度袁让全体职工都能够深刻认识到农机

人员都可获取到相应的奖励报酬遥

管理及推广工作的重要性袁力争在畜牧兽医系统内形成野人
人关心农机推广工作尧人人参与农机推广工作冶的良好氛围遥
二是基层农机推广机构与农机类的高等院校尧科研机构尧农
机生产企业等都要通力合作袁共同构建战略合作关系袁深入
了解其他单位的业务特点和需求遥基层农机推广人员不仅要
掌握农机推广知识袁还要去学习其他单位的业务知识袁以便
有针对性地提供高增值性的农机服务袁这实质上也是参与式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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