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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作为水稻排水标准， 通过测坑模拟水稻抽穗开花期涝渍连续动态试验， 构建了

水稻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Ｄａ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ＳＤＩ）的模型， 提出了 ＣＳＤＩ 和涝害权重系

数的求解方法， 通过对实测数据的分析， 建立了水稻相对产量与 ＣＳＤＩ 的关系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单纯受渍和涝

渍连续灾害均会造成水稻不同程度的减产， 但涝渍连续灾害减产程度比单纯受渍高； 涝害权重系数是一个随涝渍

状态变化而变化的状态变量； 在涝渍连续情况下， 水稻的相对产量与 ＣＳＤＩ 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涝渍连续抑制天

数指标可作为水稻排水设计标准。 利用文中 ＣＳＤＩ 的模型， 可制定水稻控制排水策略。

关键词： 水稻； 抽穗开花期； 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排水标准

中图分类号： Ｓ２７６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８２⁃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２９；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４⁃０２⁃２６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４０２２６ １３５５ ０１５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２０１１０３７）； 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２０１１Ｂ１２２１４）
作者简介： 俞双恩（１９６１—）， 男， 安徽安庆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现代灌排理论与技术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ｓｅｙｕ＠ ｈｈｕ ｅｄｕ ｃｎ

水稻生长期与汛期同季， 由于降雨次数多， 强度大， 涝渍灾害相伴相随。 在暴雨和连续降雨条件下， 当

稻田水深超过水稻的允许蓄水深度而不能及时排除时， 就会形成涝灾； 有时稻田水层虽然在适宜淹水层， 但

受排水沟高水位顶托， 稻田渗漏量极小， 在嫌气微生物的作用下， 有毒物质（如甲烷、 硫化氢等）就会在水

稻根系积累而形成渍害［１］。 因此， 在水稻生长期应注意涝渍灾害对水稻生长产生的不利影响。
国内外主要以作物的允许耐淹深度与耐淹历时作为排涝设计标准确定的依据， 相应的排涝标准规定为涝

区发生某一频率的暴雨， 在一定的时间内排除则作物不受涝； 在降渍方面， 通常采用地下水适宜埋深和地下

水降落速度作为旱作物和水稻晒田期的排渍标准。 近 ４０ 年来， 国内外学者考虑到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渍

害的敏感程度的差异， 开始研究并采用地下水连续动态指标 ＳＥＷｘ（Ｓｕｍ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累积减产指标

ＣＲＩ（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等作为农田排渍标准［２⁃３］， Ｈｉｌｅｒ 于 １９６９ 年提出将抑制天数 Ｓ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Ｄａｙ Ｉｎｄｅｘ）作为作物受渍指标［４］。 长期的生产实践表明， 在涝渍相随情况下， 作物对排水的要求与单纯受涝

及单纯受渍差异很大， 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均不能达到良好的排水效果， 因此研究涝渍兼治的农田排

水标准近年来备受关注［５⁃７］。 Ｒｏｊａｓ 和 Ｗｉｌｌａｒｄｓｏｎ［８］将总排水时间（即地面排水时间＋土壤通气率达到 １０％的时

间）作为涝渍排水设计指标； 沈荣开等［２］采用地面水累积深度（Ｓｕｍ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ＳＦＷ）和地

下水埋深小于某一特定深度 ｘ 的累积值 ＳＥＷｘ作为涝渍指标特征值； 程伦国等［９］采用涝渍因子 ＳＦＷ、 ＳＥＷ５０、
ＳＦＥＷ５０（Ｓｕｍ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描述棉花受涝渍胁迫的程度； 汤广民［１０］通过对涝渍

连续动态的模拟试验研究， 提出了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Ｄａ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ＳＤＩ）。 ＣＳＤＩ 能够将除涝和降渍两者有机结合， 符合农田排水的客观实际， 克服了涝渍分割研究的不足。 国

内外有关涝渍兼治标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旱作物进行的， 针对水稻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水稻抽穗开花期涝渍

试验为基础， 借鉴旱作物 ＣＳＤＩ 的分析方法［１０⁃１１］， 提出以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为水稻涝渍兼治排水标准，
为指导水稻控制排水技术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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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 ２０１０ 年 ５～１０ 月在河海大学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宁校区的试

验场内进行。 试验区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 ０２１ ３ ｍｍ， 多年平均降雨天数约 １２０ ｄ， 其

中， 汛期（５～９ 月）雨量占年均雨量的 ６０％以上。 该区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９００ ｍｍ 左右， 多年平均气温为

１５ ７℃， 最高月平均温度为 ２８ １℃， 最低月平均温度为－２ １℃， 最大平均湿度为 ８１％， 年无霜期为 ２３７ ｄ，
年均日照时数为 ２ ２１２ ８ ｈ。

试验区设有 ３２ 个固定式蒸渗测坑（其中无底 ４ 个， 有底 ２８ 个）， 呈南北方向两排布置， 每个测坑的规格

为 ２ ５ ｍ×２ ０ ｍ×２ ０ ｍ（长×宽×深）， 试验区有自动供排水系统， 能实现每个测坑精确供排水。
１ ２　 试验材料

供试水稻品种为扬粳 ４０３８， 栽插密度为 ２２ ｃｍ×１５ ｃｍ， 每穴 ３ 株。 蒸渗测坑内土壤为粘壤土， 由当地土

分层回填密实而成， 已经过 ５ 年的稻麦轮作。
１ ３　 试验处理

　 表 １　 水稻抽穗开花期涝渍试验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ｒｉｃｅ ａ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处理
编号

各生育期调控水位 ／ ｍｍ

分蘖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

１ ３０（０ ｍｍ ／ ｄ）

２ ２５０（２ ５ ｍｍ ／ ｄ）

３ ２５０（１ ５ ｍｍ ／ ｄ）

４ －２００～２０ －３００～３０ ２５０（０ ｍｍ ／ ｄ） －３００～３０
５ １５０（２ ５ ｍｍ ／ ｄ）

６ １５０（１ ５ ｍｍ ／ ｄ）

７ １５０（０ ｍｍ ／ ｄ）

ＣＫ －３００～３０

　 　 水稻不同生育阶段对涝渍灾害的响应是不同的， 限于试验条件， 仅对水稻抽穗开花期（排水敏感期）进
行涝渍连续动态试验， 其他生育阶段均按水稻节水灌溉制度进行田间水分管理。 基本假设： 水稻在适宜水层

深度时保持田间渗漏量大于 ４ ｍｍ ／ ｄ 时， 则认为

水稻无渍害存在。 在有底蒸渗测坑内设置了单纯

受渍试验、 涝渍兼有 ２ 组试验共 ７ 个处理， 在无

底测坑内设置对照处理， 每个处理 ４ 次重复。 处

理 １ 为单纯受渍试验， 抽穗开花期保持田面适宜

水层 ３０ ｍｍ， 无田间渗漏， 保持受渍１０ ｄ； 处理

２～处理 ７ 都是涝渍兼有试验， 抽穗开花期保持

田面适宜水层分别为 ２５０ ｍｍ 和 １５０ ｍｍ， 两组试

验都 有 ３ 组 田 间 渗 漏 量， 分 别 为 ０ ｍｍ ／ ｄ、
２ ５ ｍｍ ／ ｄ和 １ ５ ｍｍ ／ ｄ， 保持受涝渍 １０ ｄ， 如表

１ 所示。
涝渍试验结束后， 及时将田面水层深度降至

水稻适宜水层上限， 田面有水层时保持 ４ ｍｍ ／ ｄ
的渗漏量， 田面无水层时保持无渗漏量。

以水稻全生育期不涝不渍作为对照（ＣＫ）。
１ ４　 观测内容

指标观测： 试验期每天上午 ９： ００ 观测测坑水位（水层深及田间地下水埋深）， 低于设定的水位应及时

补水， 并按试验要求观测灌水量、 排水量。
考种工作： 按照 《ＳＬ１３—２００４ 灌溉试验规范》 要求， 在收割前４ ｄ左右， 各测坑随机选取 ５ 穴， 测量其

株高、 穗长、 穗数、 节间距、 实瘪粒数， 计算结实率。 收割时， 每个测坑单打单收， 计算千粒重并实测

产量。
１ ５　 分析方法

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ＣＳＤＩ 是指涝渍相随条件下的地面水和地下水的连续动态。 可反映作物不同生长

阶段对受涝渍敏感程度的差异。 可选用的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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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ＳＤ ＝ ∑
ｎ

ｉ ＝ １
（ｈｘｉ ＋ ＣＷｉｄｙｉ） （１）

式中　 ＩＣＳＤ为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ｃｍ·ｄ；ｎ 为作物的生育阶段数； ＣＷ ｉ为第 ｉ 阶段的作物涝害权重系数，
通过试验数据分析确定； ｄｙｉ为第 ｉ 阶段在统计期稻田水层深度超过适宜水深上限 ｙｉ的累积值， ｃｍ·ｄ， ｄｙｉ ＝

∑
ｍ

ｊ ＝ １
（ｈ ｊ － ｙｉ） ， ｈ ｊ为 ｉ 阶段第 ｊ 天稻田水层深度， ｃｍ， ｍ 为 ｉ 阶段统计期的天数， 当 ｈ ｊ－ｙｉ≤０ 时， 取 ｈ ｊ－ｙｉ ＝ ０。

ｈｘｉ为第 ｉ 阶段在统计期内第 ｊ 天排水沟作用水头 Ｈ ｊ小于该阶段适宜渗漏量时的排水沟作用水头 ｘｉ的累积值，

ｃｍ·ｄ， ｈｘｉ ＝ ∑
ｍ

ｊ
（ｘｉ － Ｈ ｊ） ， 当 ｘｉ－Ｈ ｊ≤０ 时， 取 ｘｉ－Ｈ ｊ ＝ ０。 排水沟的作用水头 Ｈ 由下式计算［１２］：

Ｈ ＝
ＢｑΦ０

ｋ
≈

Ｂｑ（０ ５ ＋ ０ １７４Ｈｑ ／ Ｔ）
ｋ

（２）

Ｈ ＝ Ｈｑ ＋ ｈ０ （３）
式中　 Ｂ 为末级固定排水沟间距， ｍ； ｋ 为排水地段含水层平均渗透系数， ｍ ／ ｄ； ｑ 为稻田渗漏强度， ｍｍ ／ ｄ；
Φ０为稳定渗流情况下排水沟排水地段的渗流阻抗系数； Ｈｑ为对应于 ｑ 的排水沟有效深度， ｍ， 一般指田面与

沟中水位差值； Ｔ 为排水地段含水层的平均厚度， ｍ； Ｈ 为排水沟的作用水头， ｍ， 一般指田面水位与沟中

水位差值； ｈ０为稻田水层深度， ｍ。 对于特定的稻作区， 农沟间距和水文地质参数均已知， 根据不同的 ｑ 即

可利用式（２）计算出相应的排水沟作用水头 Ｈ。
农田排水标准主要是根据作物的排水敏感期对排水要求制定的， 本试验主要研究水稻的抽穗开花期。 即

式（１）可简化为

ＩＣＳＤ ＝ ｈｘ ＋ ＣＷｄｙ （４）
作物的相对产量 Ｒｙ与 ｈｘ、 ｄｙ之间可建立统计关系 Ｒｙ ＝Ｆ（ｈｘ， ｄｙ）。
在单纯受渍情况下 Ｒｙ ＝ １ － αｈｘ （５）
在涝渍连续情况下 Ｒｙ ＝ １ － αｈｘ － α１ｄｙ － α２ｈｘｄｙ （６）
对应于某一 ｄｘ： 由式（６）得

Ｒｙｋ ＝ Ａｋ － αｋｈ （７）
作物的相对产量 Ｒｙ与 ＩＣＳＤ之间可建立统计关系

Ｒｙ ＝ １ － αＩＣＳＤ （８）
在涝渍连续情况下， 将式（４）代入式（８）中， 则

Ｒｙ ＝ １ － α（ｈ ＋ ＣＷｄ） （９）
令式（７）＝ 式（９）， 得

ＣＷ ＝
１ － Ａｋ

αｄ
＋
αｋ － α
αｄ

ｈ （１０）

ＩＣＳＤ ＝
１ － Ａｋ

α
＋
αｋ

α
ｈ （１１）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ＩＣＳＤ与相对产量 Ｒｙ的关系

以涝渍连续抑制天数 ＩＣＳＤ为控制指标， 建立 ＩＣＳＤ与水稻相对产量 Ｒｙ的关系。 ２０１０ 年水稻产量如表 ２ 所

示。 由于抽穗开花期为水稻主要的排水敏感期， 所以本文着重对该阶段进行研究。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单纯受

渍和涝渍连续灾害均会造成水稻不同程度的减产， 且涝渍连续灾害减产程度比单纯受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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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０ 年各处理水稻产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ｙｉｅｌｄ ｉｎ ２０１０

处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ＣＫ

理论产量 ／ （ｋｇ·ｈｍ－２） ８ ３６６ ７ ８ ０５０ ７ ７ ００７ ３ ６ ８９７ ４ ８ ２９０ ３ ７ ８６５ ２ ７ ５０９ ２ ８ ９８８ ５

减产程度 ／ ％ ６ ９ １０ ４ ２２ ０ ２３ ３ ７ ８ １２ ５ １６ ５

２ ２　 实例分析

河海大学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宁校区的试验场内稻作区， 已知农沟间

距 Ｂ＝ １００ ｍ， 稻田土壤平均渗透系数 ｋ ＝ ０ ３ ｍ ／ ｄ， 排水地段含水层平均厚度 Ｔ ＝ １０ ｍ， 稻田适宜渗漏量取

４ ｍｍ ／ ｄ， 田面水深取适宜水深的上限为 ３０ ｍｍ， 通过式（２）和式（３）计算， ｘ 取值为 ６７ ５ ｃｍ。 各处理的排水

沟作用水头及 ｈ 见表 ３。

表 ３　 各处理的排水沟作用水头及 ｈ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ｒａｉｎ 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ｈ

处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排水沟作用水头 ／ ｃｍ ０ ４１ ９ ２５ ０ ０ ４２ １ ２５ １ ０

ｈ ／ （ｃｍ·ｄ） ６７５ ２５６ ４２５ ６７５ ２５４ ４２４ ６７５

单纯受渍试验： Ｒｙ ＝ １ － １ ０２ × １０ －４ｈ （１２）
涝渍连续试验： 点绘出水稻的相对产量 Ｒｙ与 ｈ 的关系曲线， 可得如下关系模型：

Ｒｙ ＝ ０ ９４３ ８ － ２ ９ × １０ －４ｈ， ｒ ＝ － ０ ８５３ ４ （１３）
点绘出水稻的相对产量 Ｒｙ与 ｈ 的关系曲线， 可得如下关系模型：

Ｒｙ ＝ ０ ９６９ ０ － ２ ０ × １０ －４ｈ， ｒ ＝ － ０ ９８６ ９ （１４）
根据式（１０）和式（１１）， 可分别求得不同 ｄ 对应的涝害权重系数 ＣＷ及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ＩＣＳＤ。
当ｄ＝ ２２０ ｃｍ·ｄ时

ＣＷ ＝ ２ ５０ ＋ ８ ３８ × １０ －３ｈ （１５）
ＩＣＳＤ ＝ ５５０ ９８ ＋ ２ ８４ｈ （１６）

当 ｄ＝ １２０ ｃｍ·ｄ 时

ＣＷ ＝ ２ ５３ ＋ ８ ０１ × １０ －３ｈ （１７）
ＩＣＳＤ ＝ ３０３ ９２ ＋ １ ９６ｈ （１８）

将式（１６）代入式（１３）或将式（１８）代入式（１４）得
Ｒｙ ＝ １ － １ ０２ × １０ －４ＩＣＳＤ （１９）

式（１９）为水稻抽穗开花期在涝渍连续条件下的排水指标计算模型。
在不同涝渍抑制条件下， ＣＷ和 ＩＣＳＤ与 ｈ 的关系曲线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从图 １、 图 ２ 可以看出， ＩＣＳＤ和 ＣＷ是随涝渍状态变化而变化的状态变量。 ＣＷ、 ＩＣＳＤ与 ｈ 呈线性关系， 在 ｄ

一定的条件下， ＣＷ、 ＩＣＳＤ随着 ｈ 的增大而增大； 在 ｈ 一定的情况下， ＣＷ、 ＩＣＳＤ随着 ｄ 的增大而增大。
利用排水指标计算模型， 通过规定不同的产量水平， 即可求得相应的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ＩＣＳＤ， 进而

可求得各种涝渍组合条件下的 ｄ 和 ｈ 值， 为制定排水标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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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水稻抽穗开花期不同地面水累积深度 ｄ
条件下的 ＣＷ与 ｈ 的关系

Ｆｉｇ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ｈ ａｎｄ Ｃ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 ａ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ｉｃｅ

　

图 ２　 水稻抽穗开花期不同地面水累积深度 ｄ
条件下的 ＩＣＳＤ 与 ｈ 的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ｈ ａｎｄ ＩＣＳ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 ａ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ｉｃｅ

３　 结　 　 论

（１） 单纯受渍和涝渍连续灾害均会造成水稻不同程度的减产， 且涝渍连续灾害减产程度比单纯受渍高。
（２） 在分析试验资料的基础上， 采用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建立其与水稻相对产量 Ｒｙ的关系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ＩＣＳＤ和 ＣＷ是随涝渍状态变化而变化的状态变量， ＣＷ、 ＩＣＳＤ与 ｈ 呈线性关系， 涝与渍之间具有

相互制约和依存的内在联系。
（３） 水稻相对产量 Ｒｙ与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利用该模型， 通过规定不同的产

量水平， 即可求得相应的涝渍连续抑制天数指标， 进而可求得各种涝渍组合条件下的 ｄ 和 ｈ 值， 为制定水稻

控制排水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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