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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了节水灌溉尺度问题, 指出产生节水灌溉尺度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灌溉过程中回归水的重复利用。结合漳

河灌区的实际, 讨论了水稻种植区在不同尺度下的水平衡要素及其在节水尺度效应中的作用; 说明随尺度的增大,

水平衡过程变得复杂化, 节水尺度效应现象也更突出。利用漳河灌区田间试验数据和灌区长系列的历史资料, 分别

从田间、中等、灌溉干渠和灌区共四个尺度, 定量地分析了水稻节水灌溉对水分生产率以及水分利用率的影响。结

果表明, 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不仅可以提高田间尺度的灌溉水分生产率, 也促进了漳河灌区灌溉水分生产率的整

体上升。

关 键 词: 水稻; 节水灌溉; 尺度效应; 水量平衡; 水分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TV212 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6791( 2005) 06 0833 07

收稿日期: 2004 05 27; 修订日期: 2004 08 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50109004) ;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 NCET 04 0664)

作者简介: 董 斌( 1969- ) , 男, 湖北阳新人, 武汉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研究。

E mail: dongbinh@ public wh hb cn

随着稻作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以及水稻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的加强, 国内外提出了一系

列针对田间尺度的水稻节水灌溉技术[ 1, 2]。但没有实测数据表明在大尺度(灌溉系统及流域)上采用节水灌溉技

术后, 随着上游田间渗漏量和排水量的减少, 依赖于这些回归水的下游用水户将受到什么影响, 进而对整个灌

溉系统及流域尺度水分生产率及水分利用率的影响。本文将对节水尺度效应和水稻种植区的尺度问题进行探

讨, 并结合漳河灌区田间试验数据和灌区长系列的历史资料, 定量分析不同尺度上采用和不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时水分生产率以及水分利用率的变化。

1 节水及尺度效应

由于 节水 这个词对不同的对象和主体有着不同的含义, 因而当我们谈到 节水 时, 就需要指明主体

和对象。同时, 节水的含义也取决于所研究的尺度大小。对于农民来说, 当他们在使用水资源并要付出一定费

用时, 无论是缴纳灌溉水费, 还是抽水的能耗费用, 他们都有着节水的积极性, 因为节水意味着减少支出。在

田间尺度上, 节水 更多的是从减少田间的灌溉用水量来实现; 在灌区尺度上, 其节水含义同农民是不同的。

对单一功能的水库灌区而言, 灌溉水费是唯一的效益来源, 减少农业灌溉用水量方式的 节水 意味着管理部

门收益减少, 其 节水 的动力和积极性是不足的。而对一个具有多功能的水库灌区来说, 情况就会截然不

同。由于农业灌溉与城镇生活及工业供水相比, 明显效益低, 减少农业灌溉供水量就会有更多的水转向其他效

益高的用水部门, 从而达到获取较大效益的目标;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关心 节水 不是停留在田间这个小尺

度上, 而是在流域和国家层次这个大尺度上。由于一个流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要保持工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以及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不断改善, 就必须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将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作为社会经济

发展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达到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目标。

节水灌溉的尺度分为小尺度、中等尺度及大尺度。小尺度即田间尺度, 指单个田块或多个连在一起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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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中等尺度是指灌溉系统内一条支渠或一条干渠所控制的面积, 是灌溉系统内的局部灌溉区域。根据研究的

需要, 也可将中等尺度进一步细分; 大尺度既可以是指一个灌溉系统或灌区所包含的总面积, 也可以是整个流

域或流域内的某个子流域。节水灌溉尺度效应是指节水灌溉措施在各个尺度上的节水效果以及一种尺度上的节

水效果对其他尺度节水效果的影响。

节水尺度效应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回归水及其重复利用。在农田灌溉中, 渠道渗漏、弃水、退水, 田间渗漏

与田面排水、跑水等注入到地下水或回流到各级排水沟或天然河沟中, 然后被重新利用, 这称为回归水。由于

回归水的相当部分可以在其他尺度被重新利用, 使得灌溉系统及流域尺度的节水量并不会是田间尺度节水量的

简单累加, 同时在不同尺度上由于回归水在质量和数量上的不同, 以及它们内部之间存在的复杂转化关系, 于

是就产生了节水尺度效应。

正是由于节水尺度效应的存在, 研究不同尺度下农业水资源的规划、调度、管理和评价已经成为一个热门

研究领域。Solomon等
[ 3]
认为, 田间尺度上的灌溉效率同灌区和流域尺度上的灌溉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很

好地理解, 引起这几个尺度间复杂关系的原因是一块农田的出水可被另一块农田利用, 并定量地分析了单块农

田和多块农田灌溉效率之间的关系。Tuong 等[ 2]分析了在田间尺度上水稻节水和提高水分利用效率的具体措施,

同时指出从农田尺度的节水研究到灌区和流域尺度的节水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Guerra等
[ 4]
强调要进行不同

尺度水分生产率研究和了解小尺度与大尺度水分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当前在节水灌溉方面争论的一些问题, 如真实节水问题、渠道防渗标准问题、喷灌比地面灌溉是否绝对

好、以及节水效果评价指标等, 均与节水的尺度效应密切相关, 研究节水尺度效应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2 水稻种植区的尺度问题

为了阐明尺度和尺度效应及其有关的问题, 我们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湖北漳河灌区作为例子。在田间尺度

上, 水的来源包括: 降雨、渠道来水、塘堰供水、排水沟的回归水或地下水; 水的出流包括: 蒸发蒸腾耗水、

田间渗漏、地表排水和侧渗。田间来水的主要消耗是水稻的蒸发蒸腾量。田间灌水的次数、日期和灌水量等对

田间尺度水的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田间尺度上的小田块相比, 中等尺度上土地利用、水的使用和管理就复杂得多: 有水稻田、树林、村

庄、道路、渠道、沟道、许多的小塘堰和水库; 有渠道输水和对渠道渗漏的控制、有田间的配水、降雨、地表

径流的产生、塘堰的蓄水以及对非灌溉部门的供水等。在中等尺度区域内, 水流的路线是从一块田到另一块

田, 然后经排水沟流入塘堰或水库, 塘堰或水库所收集的水可作为水源再次灌入田间。中等尺度区域内部所蕴

涵的水的重复利用次数是相当多的。同时, 也有排水流出了所讨论的中等尺度区域, 然后在更大尺度上被重新

利用。

在灌区这个尺度上, 地形的主要特点是布满了许多中小型水库, 这些水库的水源来自于水库上游非灌溉耕

地集雨面积上的径流和水稻田的排水, 也即是排水沟出流的汇集。这些中小型水库的作用是收集回归水, 并把

收集的回归水作为水源提供给下游的农业、工业和城市。在漳河灌区东北边的是汉江, 在西南边的是长江。长

江、汉江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小型水库表明了该地区具有丰富的水资源, 水资源管理主要是防洪和为工业、农业

及城镇供水。但是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和洪水的危害仍然存在。因此在该地区, 推行

节水以及在不同用水部门之间进行水量优化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3 实例分析

漳河灌区属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区, 年均气温 17 , 年均蒸发量 1 414 mm, 年均降雨量 970 mm。灌区总耕

地面积16 3万 hm
2
, 其中水田 14 6万 hm

2
, 旱田 1 7万 hm

2
, 多年平均灌溉面积 13 8万 hm

2
。主要种植作物有

水稻、小麦、油菜和棉花。漳河水库主要为整个灌区提供灌溉用水, 兼有防洪、发电、养殖等其他功能。灌区

以漳河水库为主体, 布置有总干、干渠、支干、分干、支渠等九级渠道共 10 000多条, 总长约 7000 km, 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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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小型水库 300多座和大中型电灌站 80多处, 形成了以漳河水库为骨干, 中小型水利设施为基础, 泵站作

补充的大、中、小相结合, 蓄、引、提相配合的水利灌溉网络。

表 1 团林与温家巷试区典型田水量平衡计算

Table 1 Water balance accounting at field scale in Tuanlin and Wenjiaxiang

1999年 2000年
团 林 温家巷 团 林 温家巷

典型田净面积/ m2 7445 7577 7445 7577

毛入流量/ mm 651 817 887 943

其中灌溉水量 274 438 424 533

降雨 377 379 463 410

储水变化量/ mm 0 0 - 18 - 6

净入流量 651 817 869 937

水稻腾发耗水量/mm 603 603 623 623

总出流量/ mm 253 144 212 155

水稻产量/ ( kg hm- 2) 7 890 8610 7430 7770

指标计算

PF gross 0 93 0 74 0 71 0 66

WPI / ( kg m3) 2 90 1 98 1 81 1 48

WPET / (kg m- 3) 1 31 1 43 1 19 1 25

注: 1 为两试区三块典型田净面积的平均值; 2 1999 年没有测量储水量的变

化,假定其为 0; 3 总出流量为田间排水量和渗漏量之和; 4 由于水量测量

中存在的误差,导致水量平衡结果没有闭合,团林和温家巷误差项分别占

毛入流量的 31%、9% ( 1999年)和 4%、17% ( 2000年)。

3 1 研究方法

3 1 1 田间试验方法

中等尺度 在漳河灌区内选择两个地形、地貌、作物种植结构等方面相似, 面积为 300~ 600 hm2 的封闭区

域, 依它们的所在地分别称为 团林试区 和 温家巷试区 。团林试区位于漳河水库东南边大约 20 km的荆

门市团林镇, 总面积 286 9 hm
2
, 由三干渠的一支渠供水, 农民普遍采用 间歇灌溉 节水灌溉技术; 温家巷

试区位于漳河水库东北边大约 25 km 的钟祥市冷水镇温家巷, 总面积 606 4 hm2, 从四干渠的东支渠引水灌溉。

由于当地水源条件较差, 农民担心灌水不及时而使作物受旱减产, 主要采用传统的淹灌灌水方式。

田间尺度 在两个封闭的中等尺度区域内各选取 3块当地农户的水稻田作为典型试验田。6块典型田的日

常灌水和各种农业措施完全由农民自己来完成, 不因试验的开展而有任何改变。

3 1 2 田间试验观测内容及方法

( 1) 土地面积及其利用 6块典型田面积实际测量。两个中等试区面积由 1/ 10000地形图量测, 土地利用

数据根据当地村组提供的资料确定。

( 2) 地表入流量和出流量 在中等尺度区域和典型田边界的进、出水点上修建不同的量水建筑物或采用流

速仪实测水量。在整个水稻灌溉季节( 5~ 9月) , 每天观测 2次。

( 3) 蒸发蒸腾量 利用气象资料, 通过彭曼 蒙特斯方程计算。

( 4) 田间渗漏量 在典型田内安装测渗筒, 每 3 d一次定时观测。

( 5) 田间逐日水位 在典型田内安装木桩, 每日一次定时观测。

( 6) 储水变化量 实测水稻泡田前和收割后典型田土壤含水率, 根据含水率的变化计算40 cm 土层储水

变化量; 在每个试区中布设 4眼地下水位观测井, 观测地下水位的变化。根据水稻泡田前和收割后地下水

位的变化计算地下水储水变化量; 每个试区各选取 15口典型塘堰, 测量水稻泡田前和收割后塘堰水位。根

据试区内的塘堰数目和容量来估算地表水储量的变化。

( 7) 水稻产量 在典型田中收割 6m2面积的水稻, 测实际产量。

收集漳河灌区及各干渠(二、三、四干渠)长

系列来用水、作物种植结构、灌溉面积、产量以

及工程情况等资料, 分析和评估采用节水灌溉技

术前后干渠系统尺度和灌区尺度水分生产率及水

分利用率的变化及其原因。

3 1 3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主要有以下三类
[ 5~ 7]

:

水分生产率 结合水量平衡中各组成部分水

量不同的来源和用途, 分别采用毛入流量(降水

量+ 灌溉水量)水分生产率 ( WP gross)、灌溉水分

生产率 ( WPI ) 和作物蒸发蒸腾量水分生产率

(WPET )来代表单位毛入流量、单位灌溉水量和

单位作物蒸发蒸腾量所获得的产量( kg/ m3)。

水分消耗百分率 水分消耗百分率反映的是

研究区域内水分被消耗的程度。一般地, 采用总

消耗水量占研究区域内毛入流量和可利用水量的

百分数这两个指标, 即 DFgross和 DF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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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有益消耗百分率 该指标反映的是水在消耗过程中被有益利用的程度。采用作物蒸发蒸腾量占研究区

域内毛入流量、可利用水量和总消耗水量的比率这三个指标, 即 PFgross、PF availabe和 PF depleted。

3 2 结果与讨论

3 2 1 田间尺度水分生产率

两年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表1) , 温家巷试区典型田水稻产量比团林试区平均高约7% , 但灌溉水量却比团林

试区的高得多(约43% ) , 因此团林试区的 WPI 均比温家巷试区的高, 平均约 27%。说明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对

水稻的产量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 并且可以减少灌溉水的投入。对 WPET , 两试区的差别并不大, 表明在水稻

生长过程中不受到水分胁迫, 水稻腾发耗水过程不会受到影响。

PFgross是指水稻蒸发蒸腾量占田间毛入流量的百分数。在两试区 PF gross的值从 0 66到 0 93, 均很高, 这说

明大部分的田间入流量均用于水稻蒸发蒸腾。田间的观测也表明农民能有效地储存和利用天然降雨, 即使在温

家巷试区采用传统灌水方法的农民也是如此。2000年同1999年相比, 5月至 7月上旬天气干旱少雨, 但 7月中

下旬、8月份降雨较多, 导致中稻全生育期的降雨量 2000年高于 1999年, 灌溉水量也明显较 1999年多。

3 2 2 中等尺度水分生产率

表 2 中等尺度水量平衡计算

Table 2 Water accounting at meso scale sites

1999年 2000年
团 林 温家巷 团 林 温家巷

总面积/ hm2 287 606 287 606

稻田面积/ hm2 117 179 117 167

毛入流量/mm 3356 1799 5100 2126

其中灌溉输水 2938 1358 4543 1696

降雨 385 385 463 408

外区排水入流 33 56 94 22

储水变化量/mm 0 0 - 5 - 181

总耗水量/mm 471 410 479 414

其中水稻蒸发蒸腾量 254 184 258 175

总出流量/mm 3046 1161 4580 1380

其中调配水量 2631 1045 4055 1277

可利用出水量 415 116 525 103

灌溉定额/mm 755 1065 1199 1523

水稻产量/ ( kg/ hm3) 7 430 8440 6330 6440

指标计算

DF gross 0 14 0 23 0 09 0 19

DF avai lable 0 53 0 78 0 48 0 80

PFgross 0 08 0 10 0 05 0 08

PF availabe 0 29 0 35 0 26 0 34

PFdepleted 0 54 0 45 0 54 0 42

WPI / (kg m- 3) 0 98 0 79 0 53 0 42

WPET/ ( kg m- 3) 1 19 1 35 1 00 1 01

注: 1 温家巷中等试验区 2000年因修铁路占用水稻田 12hm2; 2 1999年没有实

测储水量的变化, 假定其为 0; 3 水稻产量为对 60户农民调查的结果; 4 由

于水量测量中存在的误差, 导致水量平衡结果没有闭合, 团林和温家巷误差

项分别占毛入流量的 5%、13% ( 1999年)和 1%、7% (2000年)。

表 2 列出了中等试区两年的水量平衡结

果。由于 2000年的 5~ 7月特别干旱, 导致渠

道运行时间长, 灌溉引水量比 1999 年多。但

两中等试区比较起来, 团林试区水稻灌溉定额

要比温家巷的分别少 41%和 27%, 说明采用

节水灌溉技术所需的灌溉水量明显比传统灌溉

方式的少。调查结果显示, 在两年的试验中,

温家巷试区水稻的产量都要比团林试区的高,

但幅度很小。与 1999年相比, 两试验区 2000

年水稻的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减产, 主要是由于

缺水受旱和病虫害造成的。

在中等尺度上, 团林试验区的 WPI 均比

温家巷的高, 1999年与 2000年团林比温家巷

分别高 26%、24% , 这个结果同田间尺度试

验的结果是相符的, 说明当尺度变大后, 采用

节水灌溉技术仍然比采用传统淹灌技术的灌溉

水量少, 灌溉水分生产率高。但是, 当从田间

尺度到中等尺度时, 发现 WPI 没有随尺度的

增大而增大, 反而减小了, 原因有二: 渠道输

送到田间的水有一部分并没有到水稻田, 如渗

漏损失; 受到非水稻田因素的影响, 如旱作

物、林地等。两中等试区 WPET之间的差别和

变化不大。

在两中等试区, 水稻蒸发蒸腾所消耗的水量占毛入流量的比例 PFgross、可利用水量的比例 PF availabe和总消

耗水量的比例 PF deplet ed都很低, 变动范围分别为 0 05~ 0 10、0 26~ 0 35 和 0 42~ 0 54。以 PFdepleted值为例,

在中等尺度内所消耗的总水量中, 水稻蒸发蒸腾量所占的比例大约为 50%, 说明在这两个中等尺度试区内,

非水稻田因素消耗水量的比重同水稻田的基本持平。

DF gross值介于 0 09~ 0 23, 与田间尺度值(大于 0 60)相比是非常低的, 这是因为在毛入流量中包括了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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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尺度试区而分配给下游的调配水量, 并且调配水量较大; 其次, 两个试区水稻种植面积只占试区总面积的

40% (团林)和 29%(温家巷) , 均较低。两个中等试区的 DFava ilable值介于 0 48~ 0 80, 说明在试区内可利用水量

的48% ~ 80%已被消耗, 剩余 20% ~ 52%的可利用水量从排水沟流出了试区。

理论上讲, 随着研究尺度的增大, 区域内水重复利用的可能性和次数会增加, 因而水分的消耗比例应当是

不断增加的, 但试验结果是中等尺度水分消耗比例比田间尺度小。原因是所选取试区的水稻种植面积比例较小

且试区的范围不是足够大, 致使非水稻田因素影响过大、其他无益耗水所占的比例比较大, 水分循环利用受到

一定的限制。那么在更大的尺度上, WP I又会如何变化呢?

3 2 3 灌溉干渠系统尺度水分生产率

表 3 三、四干渠不同阶段多年平均引水量、水稻种植面积及产量 ( 1984- 2000 年)

Table 3 Average values on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rice area planted

and rice production from the 3rd and 4th main canals ( 1984- 2000)

项 目
三干渠 四干渠

1984- 1988 1989- 2000 1984- 1988 1989- 2000

漳河水库供水/ (亿 m3) 2 12 1 02 0 65 0 25

中小型水利设施供水/ (亿 m3) 1 75 0 98 1 17 0 43

总计供水/ (亿 m3) 3 87 2 00 1 82 0 68

水稻种植面积/ (万 hm2) 6 73 5 50 2 49 1 36

水稻产量/万 54 4 45 3 16 9 11 3

灌溉水分生产率 WP I/ ( kg m- 3) 1 70 2 64 1 05 1 81

选取为团林和温家巷两中等

试区供水的三、四干渠为研究对

象。长系列历史数据表明, 三、

四干渠多年农业灌溉总供水量呈

下降趋势(表 3)。总供水量的减

少既有从漳河水库引水量的减

少, 也有干渠系统内中小型水利

设施供水量的减少。阶段二

(1989- 2000 年)与阶段一( 1984

- 1988年)相比, 三干渠总供水

量、漳河水库引水量、中小型水利设施供水量分别减少了 48%、52%、44%, 对应地, 四干渠分别减少了

63%、62%、63%。

两干渠供水总量减少的原因有: 种植结构调整、水稻种植面积减少和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种植结构调整

指双季稻(早晚稻)改单季稻(中稻)、水田改旱田。据统计, 在这两个阶段, 三、四干渠中稻种植比例分别提高

了10% , 同期旱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四干渠水稻种植面积减少的幅度大, 约为 45% , 而三干渠的减少

幅度仅为 18%。两干渠在总供水量与种植面积上减少幅度的不同, 反映了它们在节水灌溉技术普及程度上的

差异。三干渠渠线短, 工程状况好, 灌溉供水保证率高, 节水灌溉技术在三干渠范围内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

而四干渠渠线长, 工程状况一般, 且地形起伏大, 渠道输水时间长、损失大, 灌溉供水保证率较低, 农民担心

灌水不及时或无水可灌, 因而只要渠道有水就灌, 且尽量多灌一些, 导致节水灌溉技术在四干渠范围内不能很

好地推广。

历史数据表明, 三、四干渠水稻总产量由于受到种植面积减少的影响, 其总体趋势也是减少的。三干渠同

四干渠比较起来, 减少的幅度较小, 阶段二水稻总产比阶段一减少了 17% , 同种植面积减少幅度 18%基本一

致; 而四干渠减少幅度为 33% , 但种植面积减少幅度却是 46%。水稻总产与种植面积的不同变化幅度反映了

三干渠水稻单产的稳定性和四干渠水稻单产的逐步上升。

三、四干渠多年灌溉水分生产率 WP I 的变化是呈上升趋势的。三干渠多年平均值从阶段一的 1 70 kg/m3

增长到阶段二的2 64 kg/m3, 增长幅度为55% , 而四干渠同期的增长幅度为 72%。与中等尺度和田间尺度灌溉

水分生产率相比, 灌溉干渠系统尺度 WP I超过两个小的尺度, 即在空间尺度上, 随着研究区域的增大, WP I

又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3 2 4 灌区尺度水分生产率

由于年内、年际间降雨的影响, 漳河灌区每年的灌溉水量有较大波动, 但整体变化趋势是下降的, 特别是

近十多年下降的幅度较大(见图1) , 长系列历史数据显示第二阶段多年平均灌溉水量比第一阶段减少了9% , 而

第三阶段比第一阶段减少了 56%(三个阶段多年平均灌溉水量分别是 8 60亿 m3 7 87亿m3 3 77亿m3)。

水稻种植面积在 1966年漳河水库建成运行后逐渐增加, 在第一阶段末期达到最大值 18 47万hm2(图 1)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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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漳河灌区历年灌溉水量(亿 m3)、水稻种植面积 (万 hm2)和总产

量(亿 kg)变化图

( 1966- 1978 年为第一阶段; 1979- 1988 年为第二阶段; 1989-

2000 年为第三阶段)

Fig 1 Annual total irrigation water supply ( 108 m3 ) , rice area planted

( 104hm2) and rice production ( 108 kg) in the different stage ( 1st peri

od1966- 1978; 2nd period 1979- 1988; 3rd period 1989- 2000) *

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种植面积有所减少, 但

基本保持在 15万 hm2; 到了第三阶段, 水稻种

植面积逐年减少, 多年平均值仅为 11 51 万

hm
2
。整个漳河灌区水稻总产量在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是稳步上升的, 虽然在第二阶段水稻

种植面积有小幅减少, 但此阶段水稻单位产量

提高幅度很大, 促使水稻总产量继续提高; 由

于第三阶段水稻种植面积相比第二阶段下降了

34% , 导致第三阶段水稻总产量比第二阶段减

少了 7%。但总体而言, 漳河灌区水稻生产一

直都维持了高水平, 三个阶段水稻平均总产量

分别为 6 98亿 kg、10 01亿 kg、9 32亿 kg。

漳河灌区灌溉水分生产率 WP I 整体上是

呈上升趋势的(图 2)。灌区内第一阶段、第二

阶段和第三阶段的 WPI 平均值分别为 0 86

kg/ m3、1 41 kg/ m3、2 73 kg/ m3。第二阶段的

WP I比第一阶段增长了 65% , 第三阶段的 WP I

图 2 漳河灌区历年灌溉水分生产率图( 1966- 2000)

Fig 2 Trend of water productivity per unit of irrigation inflow in the period ( 1966

- 2000)

比第一阶段的提高了 2倍多。灌区水分生产

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有: 充分利用中小型水利

设施, 提高回归水的利用率; 推广水稻节水

灌溉技术以及调整作物种植结构、推行 按

田配水、计量收费 的管理办法等。

在时间尺度上, 不同阶段灌溉干渠系统

和全灌区灌溉水分生产率的变化是一致的,

即是不断提高的, 幅度也非常大; 在空间尺

度上, 随着研究区域的增大, 灌溉水分生产

率由田间尺度的较高值到中等尺度有所回落

再到灌溉干渠系统尺度回升, 最后到全灌区

尺度又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这充分说明尺度

愈大, 对回归水的重复利用率愈高, 节水存

在尺度效应现象, 即在田间尺度或中等尺度

上采取各种措施后所能节约一定水量外, 还有一部分水量是可以在比田间或中等更大的尺度中得到重新利

用的。

4 结 论

( 1) 节水的含义因不同的对象和主体而不同, 而且也取决于所研究的尺度大小。当前对于节水的含义和节

水效果的评价与尺度大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水稻种植区的节水尺度问题很直观地描述了水在不

同尺度区域内的重复利用, 并且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大, 即尺度的加大, 水被重复利用的次数也会进一步增加,

节水尺度效应现象也越显突出和复杂。

( 2) 通过对田间和中等尺度的水量平衡试验数据以及灌溉干渠系统尺度、灌区尺度长系列资料的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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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多年来漳河灌区水分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并且田间尺度水分生产率的提高同灌区尺度的提高达到了一

致, 实现了灌区农业用水的真实节水。

( 3) 我国在田间节水方面的经验较多, 但灌区综合节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均很少。通过对不同尺度下水分

生产率及水分利用率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 表明了灌区节水与田间节水不同, 灌区节水潜力更大, 途径更多。

一方面, 灌区应大力推进先进的灌水方法与技术的普遍运用; 另一方面, 对于灌区而言, 流出灌区边界的水才

算损失。因此, 应努力争取水资源在灌区内部的重复利用。

( 4) 开展水稻灌区不同尺度节水灌溉技术影响的研究, 了解在不同尺度下水平衡变化过程及其转化机理,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田间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对灌溉系统及流域的影响, 从而为节水策略和措施的采用以

及节水效果评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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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effect of water saving in rice based irrigation system

DONG Bin1, CUI Yuan lai1, LI Yuan hua2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2 National Centre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Development ,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scale effect of water saving, caused by the returning f lows and their reuse in

the water resource system Taking the rice based irrigat ion system, Zhanghe Irrigation System ( ZIS) , as an example, we ana

lyzed the components of water balance and their roles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point out that the situat ion would be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scale effect could be obvious with the increas of scale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and long term historical

data in ZIS, we consider water use at different scales the fields, the middle scale, a main canal commanded area scale and

the irrig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higher water productivity under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practice at the field

scale and in the ZIS. And there are real water saving and the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water productivity over time

Key words: paddy rice; water saving irrigat ion; scale effect; water balance; wate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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