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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和对节水灌溉形势的正确分析 年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布置了节水灌

溉标准的研究任务 旨在进行探索 积累经验 年又组织全国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水利厅

局 就节水灌溉标准问题开展共同研究 讨论 形成规范的雏形 年底完成规范编写提纲

年初 编制任务正式下达之后 在水利部农村水利司主持下 编写组立即开始工作 年

月底完成初稿 经两次征求意见补充修改后 于 年 月初完成征求意见稿 月底完成送审

稿 并于 年 月召开审查会议 通过了专家审查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分总则 工程规划 灌溉水源 灌溉用水量 灌溉水的利用系

数 工程与措施的技术要求 效益 节水灌溉面积 共 章 条和 个附录 它既反映中国现阶段

水平 又借鉴国外先进技术 既坚持高起点 高要求 又注重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既重视水利建设规

范的共性 又突出节水灌溉的特点 充分吸收了我国节水灌溉发展中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

本规范解释单位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本规范主编单位 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本规范参编单位 中国灌溉排水技术开发培训中心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水利部科学技术司

黑龙江省水利厅

广西自治区水利厅

甘肃省水利厅

河北省水利厅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李英能 黄修桥 沈秀英 窦以松 赵乐诗 王晓玲 李赞堂 马济元

袁辅恩 陈杰臣 武福学 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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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使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有一个合理 可行 统一的衡量尺度 促进节水灌溉事业的健康发

展 制定本规范

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必须注重效益 保证质量 加强管理 做到因地制宜 经济合理 技术先

进 运行可靠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 扩建或改建的大田 菜地 果园 苗圃和草场等节水灌溉工程的规划 设

计 施工 验收 管理和评价

承担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单位必须持有丙级 含 以上水利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承担工程

的施工安装单位必须持有省级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安装许可证 节水灌溉工程应选用经

过法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材料及设备 不得使用无生产厂家 无生产日期 无产品使用说明的产品

节水灌溉工程应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 切实发挥节水增产作用

节水灌溉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工程规划

节水灌溉工程的规划应收集水源 气象 地形 土壤 作物 灌溉试验 能源 材料 设备 社会

经济状况与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基本资料

节水灌溉工程规划应符合当地农业区划和农田水利规划的要求 并应与农村发展规划相协

调 采用的节水技术应与农作物品种 栽培技术相结合

节水灌溉工程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及环境评价确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佳方案 节水

灌溉工程的形式应根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 水土资源特点和农业发展要求 因地制宜选择

平原区灌溉面积大于 山丘区灌溉面积大于 的节水灌溉工程 宜分为规划

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 设计两个阶段进行 面积小的工程可合为一个 设计 阶段进行

节水灌溉工程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报告 概算书及工程布置图 灌溉面积在 含

以上的工程布置宜绘制在不小于 的地形图上 面积小于 的宜绘制在

的地形图上

节水灌溉工程规划应与道路 林带 供电等系统 以及居民点的规划相结合 充分利用已有

水利工程设施 并根据需要设置排水系统

灌溉水源

节水灌溉工程应优化配置 合理利用水资源 发挥灌溉水源的最大效益

节水灌溉应充分利用当地降水 井灌区应防止地下水超采 渠灌区应收集利用灌溉回归

水 井渠结合灌区应通过地面水与地下水的联合运用 提高灌溉水的重复利用率

用微咸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应采用咸 淡水混灌或轮灌 用工业或生活污废水作为灌溉水源

时 必须经过净化处理 达到灌溉水质标准 方可用于灌溉

在多年平均降水量大于 的旱地农业区 采取措施集蓄雨水作为灌溉水源时 水源工

程规模必须经过论证 满足雨季能集蓄灌溉要求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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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用水量

节水灌溉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后 正常水文年份单位面积用水量应较建成前节约 以上

水稻灌溉用水量应根据 薄 浅 湿 晒 灌溉等控制灌溉模式确定

旱作物 果树 蔬菜等灌溉用水量应按产量高 水分生产率高的节水灌溉制度确定

水资源紧缺地区 灌溉用水量可根据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对水的敏感性 采用灌关键水 非充

分灌溉等方式确定

灌溉水利用系数

渠系水利用系数 大型灌区不应低于 中型灌区不应低于 小型灌区不应低于

井灌区采用渠道防渗不应低于 采用管道输水不应低于

田间水利用系数 水稻灌区不宜低于 旱作物灌区不宜低于

灌溉水利用系数 大型灌区不应低于 中型灌区不应低于 小型灌区不应低于

井灌区不应低于 喷灌区 微喷灌区不应低于 滴灌区不应低于

井渠结合灌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可根据井 渠用水量加权平均按附录 公式 计算确定

工程与措施的技术要求

渠道防渗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防渗渠道断面应通过水力计算确定 地下水位较高和有防冻要求时 可采用宽浅式断面

地下水位高于渠底时 应设置排水设施

防渗材料及配合比应通过试验选定

采用刚性材料防渗时 应设置伸缩缝

标准冻深大于 的地区 应考虑采用防治冻胀的技术措施

渠道防渗率 大型灌区不应低于 中型灌区不应低于 小型灌区不应低于

井灌区如采用固定渠道输水 应全部防渗

大 中型灌区宜优先对骨干渠道进行防渗

井灌区低压管道输水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田间固定管道用量不应低于

支管间距 单向布置时不应大于 双方布置时不应大于

出水口 给水栓 间距不应大于 宜用软管与之连接进行灌溉

应设有安全保护装置 严寒地区应布设排水 泄空及防冻害装置

对规划中将要实施喷灌的输水管道系统 应按照喷灌工程的技术要求

喷灌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喷灌应满足均匀度要求 不得漏喷 不得产生地表径流

喷灌雾化指标应满足作物要求

管道式喷灌系统应有控制 量测设备和安全保护装置

中心支轴式 平移式和绞盘式喷灌机组应保证运行安全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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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和小型移动式喷灌机组 单机控制面积以 和 为宜

微灌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微灌用水必须经过严格过滤 净化处理

灌溉时应满足均匀度要求 不得产生地表径流

应安装控制 量测设备和安全保护装置

条播作物移动式滴灌系统灌水毛管用量不应少于

地面灌溉的田间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水稻灌区应格田化 不得串灌 格田规格平原区以长 宽 为宜 山丘区

可根据地形作适当调整

旱作物灌区应平整土地 其畦田长度不宜超过 畦宽不宜大于 并应与农机具作业

要求相适应

灌水沟长不宜超过

注水灌 含坐水种 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有可靠水源和取水 运水设备 注水灌设备和供水量应满足作物在最佳时期内播种和苗

期灌水的要求 且灌水均匀

水源的控制面积应按每次用水量不少于 计算

水源至田间的运水距离 采用畜力运水 不宜大于 采用机械运水 不宜大于

雨水集蓄工程用于灌溉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包括集流 输水 沉淀 蓄存 节水灌溉等设施 且配套合理

专用集流面应采用集流效率高的防渗材料铺设 蓄水窖 池 必须采取防渗措施

采用滴灌或膜上灌时工程规模宜按每次灌水量不少于 确定

膜上灌应符合下列规定

畦田规格应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灌溉均匀系数不应低于

对废弃塑膜应有收集处理措施

地面移动软管灌溉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有可靠水源 机 泵 管配套合理

软管长度不宜大于

田间工程应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效 益

节水灌溉应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改善劳动条件 减轻劳动强度 促

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节水灌溉应使工程措施和农艺措施 管理措施相结合 提高灌溉水的产出效益

实现节水灌溉后 粮 棉总产量应增加 以上 水分生产率应提高 以上 且不应低于

节水灌溉项目效益费用比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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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面积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且其他指标达到本规范规定 可认定为节水灌溉工程面积

渠道输水灌溉工程 渠道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田间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工程 管道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田间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喷灌工程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微灌工程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可认定为节水灌溉措施面积

渠道防渗工程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低压管道输水工程符合本规范 或 的规定

田间工程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水稻采用 薄 浅 湿 晒 控制灌溉模式

注水灌 含坐水种 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雨水集蓄工程用于灌溉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膜上灌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地面移动软管灌溉符合本规范 的规定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与节水灌溉措施面积不得重复统计 在同一灌溉面积上 采用多种节水

灌溉工程或措施时 只能依主要工程或措施统计一种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附录 名词解释

节水灌溉 用尽可能少的水投入 取得尽可能多的农作物产出的一种灌溉模式 目的是

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 节水灌溉的内涵包括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输配水系统的节水

田间灌溉过程的节水 用水管理的节水以及农艺节水增产技术措施等方面

灌溉回归水 在农田灌溉中 流经渠系和田间的地表水流和地下水渗流回流到下游沟渠

或河道中的灌溉余水

薄 浅 湿 晒 灌溉 一种水稻节水灌溉模式 其技术要点是 薄水插秧 浅水返青 薄湿

分蘖 晒田蹲苗 回水攻胎 浅薄扬花 湿润灌浆 落干黄熟

控制灌溉 在水稻返青后的各个生育阶段 田面不再建立水层 根据水稻生理生态需水

特点 以土壤含水量作为控制指标 确定灌水时间和灌水定额的节水灌溉模式

水分生产率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作物全生育期耗水量的比值

关键水 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最敏感时期的灌水

非充分灌溉 在作物全生育期内不能全部满足需水要求 旨在获得总体最佳效益的灌溉

模式

灌溉水利用系数 灌入田间的水量 或流量 与渠道引入总水量 或流量 的比值

渠系水利用系数 末级固定渠道放出的总水量与渠首引进的总水量的比值

田间水利用系数 净灌水定额与末级固定渠道放出的单位面积灌水量的比值

渠道防渗率 灌区固定渠道最大过水表面积中防渗面积与总表面积比值 以百分数计

膜上灌 在地膜栽培的基础上 利用地膜输水 通过放苗孔和膜侧旁渗给作物供水的灌

水方法

注水灌 含坐水种 利用专门设备将一定量的水注入土中 提高土壤墒情 满足种子发

芽和保苗需水的一种局部灌水方法

大型灌区 控制面积在 以上的灌区

中型灌区 控制面积在 的灌区

小型灌区 控制面积在 以下的灌区

井灌区 以井水作为灌溉水源的灌区

井渠结合灌区 灌溉水源既有井水 又有地表水的灌区

附录 有关参数的计算测定方法

渠系水利用系数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测定

动水测定法 根据渠道沿线的水文地质条件 选择有代表性的渠段 中间无支流 观测上 下

游两个断面同一时段的流量 其差值即为损失水量 在选择典型渠段时 其长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流量小于 时 渠道长不小于

流量为 时 渠道长不小于

流量为 时 渠道长不小于

流量大于 时 渠道长不小于

静水测定法 应选择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渠段 长度为 两端堵死 渠道中间设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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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标志 然后向渠中充水 观测该渠段内水位下降过程 根据水位的变化即可计算出损失水量和渠

系水利用系数

田间水利用系数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测量计算

计算法

式中 田间水利用系数

设计灌水定额

末级固定渠道控制的实灌面积

末级固定渠道放出的总水量

实测法 在灌区中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 通过实测灌水前后 内 土壤含水量的变

化 计算净灌水定额 算出田间水利用系数

式中 分别为灌水前后计划湿润层的土壤含水率 以干土重的百分数表示

土的干容重

计划湿润深度

土壤含水率应按下列方法测定

操作步骤

将盛土用的铝盒 直径 高 洗净烘干 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迅速用感量为

的普通天秤准确称重

按采样要求采土 取新鲜潮湿土样约 放入铝盒中 平铺后盖好 迅速称重 要有三个重

复 湿土加铝盒重为

将装入湿土的铝盒的盖子打开 铝盒的盖子平放在盒下 一同放入烘箱内保持

烘烤 取出加盖 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迅速称重

分析计算

式中 土壤含水量 即单位重量干土中含有的水分重量

铝盒重量

湿土加上铝盒重量

干土加上铝盒重量

井渠结合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应按公式 计算

式中 井渠结合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

井灌水利用系数

地下水用量

渠灌水利用系数

地表水用量

井渠灌区总用水量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渠道防渗率应按公式 计算

式中 渠道防渗率

灌区渠道最大过水表面积中已防渗面积

灌区全部固定渠道最大过水表面积

分别为灌区干 支 斗 农渠已防渗的面积

分别为干 支 斗 农渠最大过水表面积

分别为干 支 斗 农渠最大过水断面湿周

分别为干 支 斗 农渠的防渗长度

分别为干 支 斗 农渠道的长度

水分生产率应按公式 计算

式中 水分生产率

作物生产量

净灌溉水量

生育期内有效降水量

地下水补给量

净灌溉水量为作物生育期内设计灌水定额之和 当实际灌水定额小于设计值 应采用实测法

确定 具体方法是 每次灌水前后在典型地块取土测定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计算出该次灌水的实际

净灌水定额 将全生育期历次灌水的净灌水定额累加起来即可

有效降水量是指能保持在田间被作物吸收利用的那部分降水量 为总降水量与地表径流量 深

层渗漏量之差值 降雨的有效性取决于降水强度 土壤质地 植被覆盖情况等 统计分析时 可参照

有关资料 地下水补给量与地下水埋深 土壤质地 作物种类有关 可参照有关资料确定

效益费用比应按公式 计算

式中 效益费用比

节水灌溉工程多年平均增产值 元

节水灌溉工程多年平均运行费 元

节水灌溉工程总投资 元

节水灌溉工程使用年限

资金年利率

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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