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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在水专项课题“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治理技术集成与应用”的支撑下制定编制了《黄淮海

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南》。本标准是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环学

办字[2020]43 号文“关于 2020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第一批）立项的公告”通知，

将本标准列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一批团体标准编制计划并予以立项。本标准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共同编制。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结果显示，农业污染源是造成我国水环境污染的“大

户”，其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TP）排放分别占地表水体污染总负荷的

43.7%、57.2%和 67.4%。小麦和玉米是我国农业粮食的主要产业之一，随着种植面积的日益

扩大，化肥农药施用量也不断增加，由此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及环境治理问题也日渐突出，

亟需解决小麦和玉米种植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现况，发展可持续的“节水、节肥、稳产、减排”

新技术迫在眉睫。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显著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风险。为解决资源短缺、

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该技术开始在粮食作物上大面积应用示范。2012 年，东北三省区实

施“节水增粮”行动，投资 380 亿元推广喷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3800 万亩。2014 年，启动

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试点，将滴灌水肥一体化列为关键技术，大力推广小麦和玉米滴

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农业农村部也视滴灌水肥一体化为现代农业“一号技术”，2016

年 4 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推进水肥一体化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大力推广西

南地区玉米、马铃薯集雨补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1000 万亩。然而，该技术在黄淮海冬小麦-

夏玉米种植体系应用中仍然存在灌溉施肥投入量过大，投入时期不科学等问题。并且，区域

层面系统性、示范性的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工程较少。该标准的编制将

进一步明确滴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模式，充分发挥该技术的“节水、节肥、降污、减排”优

势，提高该技术在实际种植中的应用效果，推动国家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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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制订的主要工作过程 

3.1 前期研究与调研 

承担项目后，编制组全面收集了小麦、玉米等作物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的文献资料、

以及国内外滴灌技术相关的标准规范等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组成员针对黄淮海冬小麦-

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现状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

黄淮海流域冬小麦和夏玉米的产量、灌溉、肥料投入量；（2）黄淮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3）黄淮海流域节水节肥新技术应用现状、应用效果、投入费用及运行成本；（4）滴灌水

肥一体化设备和设施及应用现状；（5）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资源利用状况，包括利用率、利

用效率、生产积极性、以及经济效益。 

3.2 标准立项与开题论证 

2019 年，在北京召开了《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南》开

题论证会。由相关领域多位专家对编制该技术指南的需求进行了论证。多位专家对编制组前

期调研工作给予了一致肯定，并提出进一步明确和突出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下滴灌水肥

一体化技术的要求和规定。根据专家组意见，编制组开展针对性的深入调研，补充完善相关

资料，形成该技术指南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0 年 1 月，编制组邀请有关专家就指南草稿规范的技术内容进行研讨，在进一步修

改完善的基础上，形成《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南》（送审稿）

及编制说明。 

2020 年 3 月，召开了《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南》审议

会。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指南的主要技术内容，提出针对指南中设备布设、安装和使用指导

细节进行修改调整，并进一步完善指南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建议。编制组根据与会专家的建议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形成《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指

南》报批稿和编制说明。 

2020 年 5 月，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经形式审

查、专家论证、网站公示等环节，认为《黄淮海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指南》等 39 个团体标准正式列入学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编制计划，予以立项并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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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3.3 征求意见稿起草 

2020 年 7 月，编制组邀请相关专家就指南的立项及内容等进行咨询，专家结合指南内

容及团体标准设计要求等提出意见建议。根据讨论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自 1997 年起我国陆续出台滴灌设备及滴灌技术规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通过对

1997~2019 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农业农村部等国家相关部委发布的 9 份滴灌设备等规范性文件梳理发现，与塑料节水灌溉器

材有关的文件包括《塑料节水灌溉器材》（GB/T19812）、《农业灌溉设备滴头和滴灌管技术

规范和试验方法》（GB/T17187）、《一次性塑料滴灌带》（QB/T2517）等国家/行业标准，对

农业灌溉滴头、滴灌管及其配套接头的机械性能、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进行了规定；与作

物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有关的文件包括《棉花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NY/T3243）

等行业标准，对棉花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配置、水肥要求、播前准备、田间管理等技术

要求进行了规定。同时，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近年来

发布了《马铃薯大垄双行膜下滴灌栽培技术规程》（DB23/T2546）、《玉米滴灌工程技术与管

理规程》（DB21/T3162）、《半旱地地区玉米轻简化滴灌栽培技术规程》（DB22/T2924）、《花

生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生产技术规程》（DB13/T）、《柴达木盆地春油菜滴灌栽培技术规范》

（DB63/T1491）等 50 余项地方标准，规定了马铃薯膜下滴灌、玉米滴灌工程、花生膜下滴

灌水肥一体化、春油菜滴灌技术的系统构成、播前准备、规划安装滴灌系统、田间管理、栽

培技术等内容。然而，关于黄淮海流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管道

布设、水肥管理等内容仍然没有系统说明，制定该标准可为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提供技术指导。 

国际上关于滴灌等灌溉标准的制定起步较早，较为完善。其中，农田水利排灌、灌概、

喷灌和微滴灌等机械设备及其系统方面的国际标准制定、修订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由国际标

准化组织第 23 技术委员会第 18 分委员会负责。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制定了几乎包括微灌系

统所有组成部件的国际标准，这些国际标准的实施促使了灌溉系统产品质量的提高，但是，

符合这些国际标准的微灌系统的许多组成部件成本高、投资大。为了国际标准化更好地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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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服务，降低微灌系统的成本，并在微灌技术上提供帮助，委员会将与有关组织和专

家合作研究、制定低成本微灌系统的国际标准。本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也为推动滴灌水肥一体

化等微灌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 

5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施现状调研 

黄淮海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冬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是该地区主要的种植

制度，种植面积约为 1.8 亿亩，小麦和玉米产量分别约占全国的 50%和 35%。其中，冬小麦

生长发育需水关键期降水稀少，亏缺部分主要依靠地下水灌溉，灌溉“蓝水”对小麦贡献率

超过 60%，对玉米贡献率未超过 40%。该区域普遍采用的灌溉方式是大水漫灌，冬小麦生

育期灌水总量高达 500 mm，每立方米水的小麦和玉米生产能力分别为 1.12-1.25 kg 和

0.99-1.21 kg，水资源利用效率低。而长期过度开采地下水进行灌溉，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

降，近 20 年间来，地下水位每年下降约 1 m 左右，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另一方面，为

追求高产，华北平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周年平均施氮量约为 550-600 kg N ha
-1，严重

高于作物需求氮量 335-354 kg N ha
-1，且普遍采用“基肥+追肥”撒施肥后大水漫灌的方式，

肥料利用效率低，氮肥生产力仅为 20-37 kg kg
-1，而且过量施氮造成的土壤氮素盈余可能以

土壤残留氮的形式存在土壤中，也可能造成渗漏损失或温室气体排放、氨挥发和其他形式的

空气污染。综上所述，传统的灌溉施肥方式产生了较差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发展现代化

“节水节肥、稳产高效”技术对于黄淮海流域农业及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项先进的农业技术，该技术可

以根据作物不同生育阶段的需水需肥规律，通过滴灌系统将水肥同步施入作物根区，达到农

田局部集中施肥和灌水的效果，调节土壤根区温度和湿度，改善作物局部根区微环境。由于

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投入成本高、田间管理复杂，早期主要应用于设施农业和经济作物。近

年来随着该项技术日渐成熟，同时为解决资源短缺、面源污染等问题，该技术开始在粮食作

物上大面积应用示范。滴灌水肥一体化作为一种局部灌水施肥方式，其灌溉施肥施入量和时

间有别于传统漫灌/沟灌及撒施氮肥等方式，针对滴灌水肥一体化实施合理的水肥管理是应

用该技术的关键。目前，已有标准、规范和指南等综合产量和水肥利用效率等多目标提出了

《马铃薯垄上滴灌栽培技术》（DB1307/T328-2020）、《半干旱地区玉米轻简化滴灌栽培技术

规程》（DB22/T2924-2018）、《苜蓿地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规程》（DB65/T4258-2019）、

《甘薯滴灌栽培技术规程》（DB65/T4163-2018）等作物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施规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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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铃薯、玉米、苜蓿、甘薯等作物滴灌栽培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种植环境、品种类型、技

术管理措施等提出了要求和建议，在河北省、吉林省和新疆等地区进行了广泛应用和示范。 

然而，针对黄淮海流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工程设备及要求、

安装要求、水溶性肥料质量要求和田间农艺管理技术要求等环节尚未有标准规定，基于此，

编制组经过多年研究，总结整理出此技术规范，提出了制定本标准。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标准制定原则 

根据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要求，具体原则如下： 

a）协调一致性原则：本标准与已有标准、规范、指南相互协调，仅作为一种实用型技

术规范对目前标准、规范、指南进行补充与完备。 

b）技术可行性原则：本标准包括的相关参数和管理措施等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可以完

成水肥一体化设备的选择和田间应用管理。 

c）适用性原则：本标准适用于黄淮海流域内，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

技术的应用。 

6.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为黄淮海流域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提供指导建议，共分

为 8 章，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系统设备及安装、

灌溉与施肥、系统维护和农艺管理等环节。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基本要求 

1）水源水质 

宜选择清洁、无污染的地下水、自来水、河水等水源，灌溉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要

求，水源供水能力应符合 GB/T 50485 的相关规定。 

2）肥料选择 

应选择纯度高、杂质少、不沉淀或沉淀少的肥料，选用水溶性肥料应符合 NY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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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2266 和 NY 1428 的规定。 

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2）系统设备及安装 

1）设备构成 

包括水源工程、首部系统、输配水管网和田间滴灌带。系统设备的选择应符合 GB/T 

17187 的规定。 

2）安装要求 

滴灌系统的规划设计应符合 GB/T 50485 的规定。 

3）滴灌带布设 

滴灌带应沿作物种植平行方向布置，铺设时要自然松弛，避免紧拉，接头处应链接牢固。

滴头距离 30 cm，滴灌带间距 60 cm，一条滴灌带控制灌溉 1 行玉米或者 4 行小麦。安装完

滴灌设备系统后，要开展管道水压试验和系统试运行，确保灌水过程中滴头工作压力和滴头

流量满足所选择滴灌产品的额定工作压力和流量，滴灌均匀系数在 85%以上。 

（3）灌溉与施肥 

1）灌溉量和时期 

灌溉量应依据作物需水规律和灌前土壤墒情确定，冬小麦灌溉关键期为播种、出苗、越

冬、返青、拔节和抽穗期，夏玉米灌溉关键期为播种、拔节、抽雄和灌浆期，通过试验与生

产经验总结各时期推荐灌溉量参见附录 A 表 A.1。 

2）基肥 

可将过磷酸钙和硫酸钾等磷肥和钾肥做为底肥，冬小麦季磷、钾肥推荐用量分别为

160~180 kg/hm2；夏玉米磷、钾肥推荐用量为 60~80 kg/hm2。 

3）随水施肥 

将水溶性肥料置于施肥装置中，利用滴灌系统，先滴清水 30~45 min 后，待压力稳定后

打开施肥阀，均匀施肥至灌水结束前约 1 h 结束施肥，然后继续滴清水 1 h 清洗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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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验与生产经验总结，建议选择溶解度高、溶解速度较快的硫酸铵/尿素作为冬小

麦滴灌水肥一体化氮肥肥料，建议选择尿素作为夏玉米滴灌水肥一体化氮肥肥料。 

建议冬小麦季分别在播种、出苗、越冬、返青、拔节和抽穗时期进行滴灌随水施肥，建

议施氮（纯氮）量分别为 10~20 kg/hm
2、20~30 kg/hm

2、20~30 kg/hm
2、20~30 kg/hm

2、60~70 

kg/hm
2 和 20~30 kg/hm

2。 

建议夏玉米季分别在播种、拔节、抽雄和灌浆时期进行滴灌随水施肥，建议施氮（纯氮）

量分别为 10~20 kg/hm
2，45~55 kg/hm

2，45~55 kg/hm
2和 20~30 kg/hm

2。 

（4）系统维护 

建议每次滴灌前检查滴灌管及滴头、及时维修系统设备，防止漏水。建议每次滴灌后清

洗过滤器，定期对离心过滤器集沙罐进行排沙。建议冬小麦和夏玉米第一次灌溉前和最后一

次灌溉后用清水冲洗整个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建议冬小麦越冬前对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进

行排水，防止结冰爆管，做好易损部件保护。 

6.3 标准制定依据 

在充分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滴灌相关标准、规范、技术指南，并对田间试验和示范各项

参数汇总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农业灌溉设备 滴头和滴灌管 技术规范和试验方法》

（GB/T 17187）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参考了《微灌工程技术标准》（GB/T 50485）中的相

关规定，完成本标准的编制。通过对已经发布的标准进行学习研究，验证相关参数的准确性

并及时进行修正。整理相关材料撰写标准，邀请专家咨询与论证。 

7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7.1 环境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可减少冬小麦-夏玉米种植体系农田土壤 N2O排放量和土壤残留氮累积量，

降低农田氮磷环境污染风险。本标准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使冬小麦-

夏玉米种植体系农田土壤 N2O 周年排放总量显著减少 1.26 kg/hm
2，降幅为 62.9%，夏玉米

季可减少 58.4%，冬小麦季可减少 66.4%；同时，减少 0-200 cm 农田土壤剖面残留氮含量

7.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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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可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分析结果显示，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较常规灌溉施

肥技术固定成本增加约 110 元/亩/年，但可减少灌溉用水 30%~50%，减少氮肥用量 60%，

节约肥料成本 140 元/亩/年，纯收入不变，因此，每亩地每年节约成本 30 元。 

8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的实施需要配套相关管理措施；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根据实施情况适时对本标

准进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