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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土壤湿度监测法和计算法在微灌控制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 提出一种综合上述 2种方法、具有一定自学习

功能的全新微灌控制模式。该模式提高了计算精度, 解决了计算法的开环误差问题, 排除了降雨和计划湿润层水分

流失带来的计算困难, 保证了作物系数的可求性, 对于温室灌溉量计算还引入了温室状态系数的概念; 尽管采用了

土壤湿度传感器, 但其分布密度可以很低, 并防止了测量滞后性带来控制失败问题的出现。该模式具有大规模推广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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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灌是现代高效农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实现精确控制是其关键技术之一。本文对目前较为成熟的 2种

主要灌溉控制方法, 即土壤湿度监测法和计算法进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微灌控制模式。

1 土壤湿度监测法

土壤湿度监测法一般根据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值来控制灌溉的启闭, 具体又可分为张力测定法、热电偶

法、核技术法和电磁技术法等。现阶段农业生产中一般采用张力测定法, 其余方法的应用尚停留在实验阶段,

均存在成本过高、设备复杂和田间操作困难等缺点。土壤湿度监测法具有控制指标直观、控制步骤简单的优

点, 得到一定的应用, 如文献[ 1, 2]所介绍,但因存在下述缺点, 严重制约其进一步推广。

1 1 土壤湿度传感器精度有限

张力测定法的理论基础是土壤水吸力与湿度之间存在如土壤水分特征曲线所描述的关系。该曲线不易精确

地得到, 并且随土质不同而明显不同。在精确控制要求下, 土壤湿度一般维持较高水平, 此时土壤水分特征曲

线还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土壤结构的影响
[ 3]
。而且随着土壤湿度增大, 土壤水吸力变化趋缓, 传感器灵敏度

因而降低。此外, 还需指出的是, 探头很难与埋设处的土壤完全贴合, 且该处附近的土壤结构不可避免地在埋

设探头时受到破坏。所以, 土壤湿度传感器难以精确反映探头处土壤湿度。

1 2 土壤湿度传感器在反映制约土层湿度减小上存在显著滞后性

制约土层是耗水最快、最多的土层, 其深度随作物根系生长而变化, 理论上需要探头位置随该土层位置变

化而变化。但制约土层位置具有不可测性。另外, 即使探头随其移动, 由于周围土壤结构的变化, 检测值与移

动前不具可比性。故实际使用中探头不移动或很少移动。

对于腾发, 只有当水势梯度所引起的土壤水吸力足以抵抗湿度相对较高土层保持、吸附水分的能力, 及重

力或大气蒸发牵引力所造成的阻力时, 才能在不同湿度土层间发生水分转移。所以, 传感器在反映制约土层湿

度减小时容易产生明显滞后, 从而产生相当大的误差。笔者所做的有关实验表明, 即使传感器埋设位置与作物

根系位置相差 15 cm 以内, 滞后时间仍可达 2~ 3 d。对于有精确控制要求的灌溉, 灌后制约土层湿度值与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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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差较小, 两者之间的过渡时间较短, 完全有可能当制约土层湿度已降到下限值时, 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却

未发生明显变化。这种滞后性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会造成控制完全失败。

但在灌溉引起土壤湿度增大时, 传感器却能及时反映制约土层湿度的变化。因为在精确控制要求下, 土壤

湿度高, 水势梯度小, 灌溉水横向扩散速度慢, 重力作用显著, 灌溉水能迅速向下流动, 即使是小流量的滴

灌, 实测也证明一般灌后数分钟至十几分钟内传感器读数即开始增大, 灌溉后期计划湿润层不同深度处的传感

器检测值相差很小。

1 3 土壤湿度监测法需要大量布置传感器

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检测值仅反映探头所在位置处较小体积范围内的土壤湿度。由于存在土壤湿度的空间变

异性和微灌均匀度问题, 由于影响传感器检测值的因素量在不同处各不相同, 故在制约土层深度上, 整个灌溉

面积范围内需大量均匀布置传感器, 以反映作物的总体需水情况。此外, 还希望在不同深度处布置传感器, 通

过判断哪一深度上的传感器检测值最低来判断制约土层的近似位置。

1 4 土壤湿度不应是决定作物灌溉量的唯一指标

作物所需的合理灌溉量, 与作物、土壤、气候和种植方式等有关, 判断灌溉量是否合适的真正标准应是其

能否满足作物的生长需要, 而不能纯粹以土壤湿度为指标。

2 计算法

计算法是指对作物施以计算所得的灌溉量。具体方法很多, 其中较为精确的往往都是先根据作物生长情

况、各种环境参数求腾发量, 再运用水量平衡方程计算所需灌溉量。

2 1 灌溉量计算

精确控制下的微灌, 作物因土壤水分充足而根系较浅, 计划湿润层只需保持一较浅的深度不变, 某时段内

若始末时刻土壤湿度相同, 则有简化的水量平衡方程:

M = ET - P 0- K (1)

图 1 作物系数

Fig 1 Crop coefficient

式中 M 为灌溉量; P0 为保存于计划湿润层内的有效降水量; K 为

该土层获得的地下水补给量(取正值)或因湿度超过田间持水率产生的

排水量(取负值) ; ET 为作物腾发量, 等于参考作物腾发量 ET 0 与作

物系数 K C 的乘积, ET = K C ET 0。ET 0 根据 Penman法、辐射法等方

法计算。由图 1知, K C 由 K cb和K e 构成。K cb为基础作物系数, 由作

物生长状态决定; 对于微灌, K e 表示降雨之后, 土壤湿度增大引起蒸

发加强所导致的 K C 增大。对于温室微灌, 有 K e= 0。但笔者通过实

验提出: 温室中应有 ET = K G K C ET 0, 其中 K G 为温室状态系数, 由

影响作物腾发的卷帘、天窗、风机和遮阳幕等的启闭情况决定, 反映

的是由于温室内空气流动状况与露天不同而引起的蒸发量不同, 其值只需在初次使用计算法时简单地通过测量

温室内外蒸发皿中水分蒸发量的比值即可得到。

如果灌溉量用于补偿未来时段内的可能耗水量, 则应采用气象预报资料进行计算, 称其为预测法; 如果灌

溉量用于补偿过去时段内的实际耗水量, 则应根据气象实测资料进行计算, 相应地称为实算法。文献[ 4, 5]等

用实验验证了预测法在大田灌溉控制上的可行性, 笔者也通过实验初步验证了实算法在温室灌溉控制上的可

行性。

2 2 计算法的优缺点

一旦计算完毕, 即可通过灌溉时间控制灌溉量, 而所需环境参数可直接由气象部门或温室内最常用的各种

检测设备获得。可见, 计算法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此外, 其所考虑的因素较土壤湿度监测法全面得多,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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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土壤和种植方式等因素都在计算中得到了体现。

但计算法中, 降雨造成的干扰很大, 式(1)右边各项的值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计划湿润层与其它土层

的水分交换量不易测算。作物系数处于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动态变化中, 准确取值非常困难。对于预测法,

其精度还受气象预报精度的制约。而实算法存在滞后性。故计算法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由于这是一种开环控

制方法, 误差累积最终有可能导致控制失败, 而且误差的发生难以察觉, 有可能在出现严重后果后才会发现。

3 计算法和土壤湿度监测法相结合的微灌控制模式

3 1 基本思想

由于计算法的经济性及其所考虑因素的全面性, 笔者希望在微灌控制中充分运用该法。为克服其精度差的

缺点, 试图引进闭环控制。可将计算法和土壤湿度监测法相结合, 以计算法作为主要控制手段, 一般情况下以

计算得到的所需灌溉量作为实际灌溉量, 同时用土壤湿度监测法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控制措施, 当发现计算法出

现较大偏差时, 及时进行纠偏。

对于计算法, 若无计算误差, 则耗水量与根据计算结果所施的灌溉量相平衡, 土壤湿度将保持不变。在本

微灌控制模式中, 正是以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值是否只在较小范围内波动来反映计算法是否出现过大的误差。

这种误差需要多日累积才能完成, 传感器反映制约土层湿度减小的滞后性因而显得微不足道。只要传感器检测

值保持不变, 即可说明灌溉量与耗水量达到平衡, 所以不需要其精确反映整个制约土层内的湿度, 则只需均匀

地零星布置传感器即可。

本控制模式中, 通常采用计算法控制灌溉, 根据所需灌溉量求所需灌溉时间或由仪器监测灌溉量, 当灌溉

终止时间到或灌溉量达到所需量时, 灌溉终止。传感器则不断监测土壤湿度(取各传感器检测值之均值, 下

同) , 若发现其超出设定的许可范围, 即认为需对计算法控制进行纠偏。在非灌溉期间, 一旦土壤湿度低于下限

值, 即进行灌溉, 直至达到标准值。计算法所启动的灌溉开始前, 如果土壤湿度高于上限值, 则不启动灌溉。

不管是由计算法还是由土壤湿度监测法所启动的灌溉, 进行期间一旦土壤湿度高于上限值, 立即停止灌溉。若

灌溉开始时或进行中遇到下雨, 因雨量很可能大于本次所需灌溉量, 灌溉也应不启动或中途停止。

计算法控制按固定周期进行。可采取预测法和实算法相结合的方法, 即利用水量平衡方程, 灌溉前根据气

象实测数据计算上次灌溉与本次灌溉间实际耗水量, 并与上次灌溉开始前至本次灌溉开始前实际获得的水量相

比较求水分亏盈量, 再根据气象预报数据预测本次灌溉至下次预定灌溉之间可能耗水量, 减去已求得的水分亏

盈量, 即为本次所需灌溉量。对于频率较高(如一日一次)的灌溉,实算法的滞后时间相对较短, 且滞后性可能

造成的土壤湿度过低现象由于传感器的监测而得以防止, 故可只采用实算法, 以获得更高的计算精度。对于温

室灌溉而言, 气象部门的预报资料不能作计算依据, 采用实算法更具现实意义。

3 2 土壤水量平衡方程的进一步简化

实算作物腾发量时, 如果灌溉已结束且土壤湿度已处于稳定变化中, 出现降雨情况, 则将开始下雨至雨后

土壤湿度恢复到雨前值这段时间称为土壤过湿时段; 如果灌溉期间或灌溉刚刚结束后(土壤湿度尚处于迅速变

化阶段)出现降雨情况, 则将灌溉开始直到雨后土壤恢复到灌溉前湿度值所对应时段也称为土壤过湿时段。土

壤过湿时段内, 作物腾发量已由降水量或降水量与灌溉量之和来平衡。

某时间区间内, 除去所有土壤过湿时段后, 不再存在降雨因素的影响, 则式( 1)中 P 0= 0。另外, 精确控

制下的微灌, 计划湿润层地势较高, 且其湿度高于周围土壤的湿度, 地下水的补给量可近似认为是零, 而通过

传感器的监测完全能够防止灌溉时计划湿润层因湿度超过田间持水率而导致水分流失, 故若不存在降雨因素,

则式(1)中 K = 0。可见, 对于始末时刻土壤湿度相同的时间区间, 除去土壤过湿时段后, 式(1)可进一步简化为

M = ET , 即

M = K C ET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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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M = K G K C ET 0 (3)

温室灌溉, 不存在降雨因素, 总能实现对土壤水量平衡方程的简化。

3 3 作物系数的取值

除去土壤过湿时段后, 由于排除了降雨干扰, 所有使用实算法的时候都有作物系数等于基础作物系数, 也

就排除了图 1中 K e 的干扰, 保证了作物系数的变化规律性和可求性。

但是作物系数的精确取值难度依旧不小, 需要在实际控制过程中不断调整, 并不断积累经验。作物系数的

取值应具有一定的自学习功能。每年每茬作物种植期间, 每次灌溉时的作物系数取值、各种环境参数值、作物

生长状态、灌溉量、灌溉结束时及土壤湿度趋于稳定后不同时刻的土壤湿度值等信息都自动记录于计算机, 并

建立数据库。某种作物第一年进行微灌控制时, 其作物系数事先根据有关资料和经验设定。此后各年灌溉时,

作物系数变化曲线可先据历史统计资料得到, 并根据本茬内实测得到的作物系数变化趋势, 不断进行修正。

提供一种较简单的作物系数修正方法: 在数据库中寻找其间灌溉量累计值已超过一定量、且土壤湿度相同

(很相近) 并处于稳定变化中的最近两个时刻。由式(2)、式(3)知, 去除土壤过湿时段后, 将其间的实际灌溉量

除以按原来所取作物系数计算所得的灌溉量, 可得该时间区间内平均作物系数的修正系数, 再以该修正系数与

原来所取的各作物系数相乘, 可得经修正的各作物系数。根据本茬经过修正或实际验证的作物系数, 利用简单

统计程序即可获得本茬到目前为止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作物系数回归线, 据此可得下阶段作物系数预测值, 取其

与原来所取作物系数的加权平均值可供下阶段灌溉量计算使用。为及时修正作物系数, 所取时段内的灌溉量累

计值不应太大, 但也不能太小以至土壤湿度监测误差足以影响修正精度。

作物系数的自学习取值, 也可认为是与其成同比例变化的灌溉量的自学习取值。

3 4 土壤湿度许可范围的制定

土壤湿度许可范围要根据具体作物的种植条件和种植方式制定。作物种植之初, 结合有关资料和传感器检

测值, 根据作物生长情况调整土壤湿度。将调整阶段最后一次灌溉结束时刻的土壤湿度值作为以后灌溉时湿度

控制的标准值, 并根据标准值(或该次灌溉结束后且已趋于稳定的土壤湿度值)按一定百分比设置上、下限值。

标准值取值时刻之所以选在灌溉刚结束时, 是因为本控制模式正是将土壤湿度达到标准值作为土壤湿度过低所

引发的灌溉的终止条件。

灌溉量合适与否, 最终决定于作物的生长情况, 而这需由管理人员根据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判断, 故应允许

管理人员对控制进行干预以修正灌溉量。同时, 土壤湿度许可范围也需要根据作物的实际生长情况进行修正。

在满足土壤水量平衡方程的条件下, 这两种修正是互相统一、互相等价的。在本控制模式中, 应建立人机交互

界面, 管理人员可输入灌溉量合适程度判断信息, 计算机根据合适程度的级别选取土壤湿度标准值的调整步

长, 并辅以人工综合判断, 修正土壤湿度许可范围。在整个作物生长周期中, 一般可能有几次上述调整过程,

尤其是对于第一茬种植或在种植条件和种植方式改变后, 这种调整往往是需要的。通过查询往年记录值, 土壤

湿度许可范围的设置会随着数据库的不断强大而更加合理, 管理人员进行灌溉量合适程度判断的必要性将越来

越小。

3 5 硬件

为迅速反映土壤湿度在灌溉后的增大, 土壤湿度传感器埋设位置应较浅。

降雨信息可由雨感器采集, 非灌溉期间也可根据土壤湿度是否明显增大来判断。

若使用不具有电信号输出功能的监测仪表, 并采用手工方式采集、处理数据及启闭灌溉设备, 该模式可用

于一般的非自动化微灌控制, 此时控制成本还可进一步大大降低。

3 6 实验验证

采用一日一灌的方式, 笔者对上述控制模式进行了初步验证。实验中有效地将土壤湿度控制在适合于作物

生长的设定值附近, 表明该控制模式是实现微灌精确控制的一种可行方法。实验过程还表明作物系数的取值是

控制中难度最大的环节。即使在历史数据库尚不完备, 作物系数常有不合理取值的情况下, 灌溉量仍能满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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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长需要, 这是由于土壤湿度监测法能对计算法进行纠偏。实验中, 土壤湿度传感器的报警主要发生于种植

初期和作物生长状态或气候发生阶段性变化时, 主要是因为种植初期需根据作物具体品种和种植条件对作物系

数进行调整, 而当作物生长状态或气候发生阶段性变化时作物系数曲线的曲率往往发生改变, 作物系数难以按

原来变化趋势进行取值。实验结果显示, 作物系数合理值与有关资料并不相符, 传感器报警时间间隔呈增大趋

势, 表明自学习功能在灌溉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然, 随着茬数的增加, 在传感器报警次数不断减少的同

时土壤湿度控制精度的标准可以逐步提高。当然, 目前已做的实验尚不能最终证明本控制模式的实用性, 还需

在不同种植条件下对不同作物进行大量实验, 特别是其中的自学习功能有待经过多年验证。

4 结 论

在对计算法与土壤湿度监测法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将两者相结合, 互取所长, 互补所短的

微灌控制模式。该模式提高了计算法的精度, 解决了计算法的开环误差问题, 通过建立土壤过湿时段的概念排

除了降雨对计算法的干扰, 防止了因计划湿润层水分流失造成的计算困难, 简化了水量平衡方程, 保证了作物

系数的变化规律性和可求性, 该模式还具有一定的自学习功能, 此外, 对于温室灌溉量计算建立了温室状态系

数的概念。尽管采用了土壤湿度传感器, 却能防止测量上严重滞后性引起精确控制失败问题的出现, 而且传感

器分布密度可以很低, 控制成本远低于一般的土壤湿度监测法。该模式存在大规模应用前景。但作为一种全新

的控制模式, 还需进行长期、大量的实验, 理论上也应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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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wo main types of irrigation control w hich are based on sensing soil moisture or calcu

lat ing w ater requirement, and discusses their applicat ion to micro irrigat ion As a synthesis of them, a new micro ir

rigation control model w ith self learning ability is proposed This model enhances calculating precision, because it e

liminates the open loop control error, excludes the dif ficult ies arising f rom rain and deep drainage, and facilitates e

valuat ion of the crop coef ficient. A greenhouse status coeff icient is int roduced for calculat ing the w ater requirement of

g reenhouse irrigat ion Though soil moisture sensors are adopted, their distribut ion density is quite low , and the con

trol failure arising from lag of measure is avoided T he new model shows a large scale applicat ion prospect

Key words: micro irrigat ion; calculat ion; sensor; contro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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