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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标准化的山东省节水灌溉分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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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是严重缺水的农业大省，为了贯彻农业标准化政策的实施，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探究如何减少
农业用水浪费，以提高山东省各地市灌溉保证率，满足农作物用水需求十分重要。以山东省 17 地市作为分区基本单
元，选取了缺水程度、干燥度等 13 项分区指标，收集了山东省各地市最近 7 年的数据，运用 DPS 数据处理系统对指
标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系统聚类法，把山东省分为 5 个节水灌区，并结合各分区特点探讨了
适宜的节水灌溉模式，以期为山东省节水灌溉规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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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viding Areas of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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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dong Province is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with serious water shortage.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policy and ensur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s quite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way of reducing the water waste in agriculture to improve the irrigation guarantee rate of Shandong various prefectures and
meet the crop’s water demand. It made the Shandong 17 prefectures as partition basic units, selected the 13 partition indexes
such as the water shortage degree and aridity index, collected the last 7 years’ data of Shandong various prefectures, analyzed
the index data using the Data Processing System (DPS). It divided the Shandong Province into 5 water-saving irrigation
districts by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systemic clustering method, and explored the suitabl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mode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distric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lan of Shandong Province.
Keywords: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dividing areas

农业标准化是指以农业为对象的对农业经济、技术、科学、管理活动中需要统一、协调的对象
制订标准使之实现合理统一的标准化活动[1,2]，主要包括农林牧副渔及水利、机械等行业，其目的是
生产出质优、量多的农产品。自从进入 21 世纪，农业国际化日益增强，农业标准化在提高农产品产
量和质量及市场竞争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3]。
农业标准化涵盖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包括化工、水利、机械、环保和农村能
源等各方面的标准。由于农田水利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因此农田水利标准化是农业标准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农田水利标准化建设以发展高标准旱涝保收农田和高效节水灌溉为核心，通过建立和
推行科学、统一的建设标准，来规范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有利于推进农田水利建设现代化进程，对
于全面提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现代农业发
展和粮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山东省是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农业大省，全省多年平均淡水资源总量为 303 亿 m3，仅占全国的
1.1%，人均占有量甚至不到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1/6[4]。山东省不仅水资源匮乏，而且各地市可利用的
水资源量也很不平衡，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分布不协调[5,6]。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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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第一步就是要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把山东省分为不同的灌溉区域，然后根
据各个区域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合理的节水灌溉措施，从而达到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要求。
山东省灌溉分区方面的工作有前辈已经做过，如李龙昌等曾把山东省分为八个三级区，但是由
于分区采用的是经验法分区，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张艳妮等曾把山东省分为六个区，但没有针对
各分区提出适宜的节水灌溉措施。本次分区采用主成分分析与系统聚类法把山东省分为五个区，并
深入探讨了各分区适宜的节水灌溉措施，为山东省节水灌溉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分区基本单元的选取

山东省辖济南(1)、青岛(2)、淄博(3)、枣庄(4)、东营(5)、烟台(6)、潍坊(7)、济宁(8)、泰安(9)、
威海(10)、日照(11)、莱芜(12)、临沂(13)、德州(14)、聊城(15)、滨州(16)和菏泽(17)共 17 个地市。
在本次节水灌溉分区中，以山东省十七地市作为分区基本单元，这样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还照顾了
行政边界，为以后的管理工作提供了便利。

图 1 分区指标体系
Fig.1 The index system in dividing areas

2

分区指标体系的建立

分区指标的设置须满足全面性、概括性和易于获取的要求[7]。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和对比分析，
制定出了适合山东省的节水灌溉分区指标体系。包括地貌形态、气候特征、缺水程度、灌区类型、
用水现状、农业结构和经济指标 7 大模块共 13 项指标。这 13 项指标为：山地百分比（x1）、丘陵百
分比（x2）、平原百分比(x3)、干燥度(x4)、缺水程度(x5)、蓄水灌区比例(x6)、引水灌区比例(x7)、井灌
区比例(x8)、提水灌区比例(x9)、耕地灌溉率(x10)、小麦种植比例(x11)、玉米种植比例(x12)和农民人均
纯收入(x13)。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相关单位咨询及网上查阅等方式获取了 13 项指标 2008~2014
年 7 年的数据，并进行了分类整理，用于灌溉分区分析计算。

3

分区方法及基本原理

聚类分析是一种重要的数据分析工具，在很多领域都得到重要应用[8]。聚类分析中以系统聚类
分析应用最为广泛，只要有数值特征的变量都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距离和系统聚类方法而获得满意
的分类效果[9-12]。本文选用 13 项分区指标近 7 年的数据，采用系统聚类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避免了传统经验法分区缺少数据支撑、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等问题，增加了灌溉分区的可信程度。
由于此次灌溉分区选取的指标数据较多，工作量较大，而指标间又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有可
能影响数据的精度与范围。而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将原来多个指标变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可很好地
解决这一问题[13,14]。因此此次灌溉分区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法相结合的分区方法，这种做法
不仅可有效地减轻了工作量，且指标彼此间的相关性也得以弱化[15]。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为，假设有 N 个样品，且每个样品有 p 个指标，经过主成分分析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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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将原有指标变成 p 个综合指标，即：

 y1  c 11 x1  c12 x 2  … + c1 p x p

 y 2  c 21 x1  c 22 x 2  …  c 2 p x p






 y  c x  c x  … +c x
p1 1
p2 2
pp p
 p
经过变换而得到的综合指标 y1，y2，…，yp 被称为原指标的主分量。

4

分区过程及结果

4.1

主成分分析

（1）首先对 13 个分区指标进行规格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和量级差异的影响。（2）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通过计算可以看出 13 个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这 13 项指标反映的
信息有部分重叠。（3）根据特征方程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4）计算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前 5 个主分量的累计贡献率为 88%，例接近于 1，这 5 个主分量保留了原来指
标因子 85%以上的信息，完全满足分区需要，因此选取前 5 个因子作为主分量进行节水灌溉分区计
算。其中主分量 1 主要包含了 x1、x2、x3、x6、x7 及 x10 等指标的信息；主分量 2 主要包含了 x4、x8、
x9、x12 四个指标的信息；主分量 3 主要由 x5、x8、x9 三个指标决定；主分量 4 主要由 x5、x13 决定；
主分量 5 主要由 x1、x11 决定。
表 1 各主分量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contribution rate and ac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of each principal component

4.2

主分量
Principal component
1
2
3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s
5.7789
2.1949
1.6430

贡献率%
Contribution rate
44.4533
16.8836
12.6384

累计贡献率%
Ac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44.4533
61.3368
73.975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0512
0.8470
0.6979
0.3372
0.1724
0.1335
0.0771
0.0409
0.0259
0.0001

8.0865
6.5154
5.3684
2.5938
1.3263
1.0267
0.5928
0.3145
0.1996
0.0008

82.0617
88.5771
93.9455
96.5393
97.8656
98.8923
99.4851
99.7996
99.9992
100.0000

系统聚类分析

选择一个不正确的聚类方法和距离系数可能会显著影响分析结果[16]。此次节水灌溉分区采用规
格化变换对数据进行变换处理。样本间亲疏程度的数量指标有两种，一种是相似系数[17]，一种是距
离。节水灌溉分区过程中，分别采用六种距离系数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卡方距离聚类效
果最好(如图 2)。

图 2 系统聚类图
Fig.2 The figure of systemic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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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结果如图 2，图中竖坐标 1~17 分别代表山东省 17 个地市，横坐标表示各地市之间的距离
系数。此次分区采用的是离差平和法，较为合理的分区结果应该表现为同一个区内的地市之间离差
平方和较小，不同的区之间离差平方和较大。
当阈值 0.4<  <0.5 时，也就是上图中直线 l 所表示的一种情况，可将山东省分为 6 个区，即：
｛济南、聊城、菏泽、德州、滨州｝、
｛东营｝、
｛青岛、潍坊、威海｝、
｛淄博、烟台、莱芜｝、
｛枣庄、
泰安、济宁｝、
｛日照、临沂｝；
当阈值 0.5<  <0.65 时，也就是上图中直线 m 所表示的一种情况，可将山东省分为 5 个区，即：
｛济南、聊城、菏泽、德州、滨州、东营｝、｛青岛、潍坊、威海｝
、｛淄博、烟台、莱芜｝、｛枣庄、
泰安、济宁｝、
｛日照、临沂｝；
当阈值 0.7<  <0.75 时，也就是上图中直线 n 所表示的一种情况，可将山东省分为 3 个区，即：
｛济南、聊城、菏泽、德州、滨州、东营｝、｛青岛、潍坊、威海、淄博、烟台、莱芜｝、｛枣庄、泰
安、济宁、日照、临沂｝；
当阈值  >0.95 时，全省合并为一个区。
由于当阈值 0.7<  <0.75 时，同一个区内的地市之间离差平方和较大，且分区结果较为粗略，不
利于各分区节水灌溉措施的制定；而当阈值 0.4<  <0.5 时，个别分区之间的离差平方和较小，且东
营被单独列了出来，这给各分区的统一管理带来了不便，且与山东省的实际情况不符。因此选取当
阈值取 0.5<  <0.65 时的结果作为最后的分区结果，将山东省分为 5 个区，见表 2。
表 2 山东省节水灌溉分区
Table 2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districts in Shandong Province

4.3

分区编号
NO.
Ⅰ

分区命名
Districts
黄泛平原区

所含地市
Cities
济南、聊城、菏泽、德州、滨州、东营

Ⅱ

胶东丘陵区

青岛、潍坊、威海

Ⅲ

鲁中鲁东丘陵区

淄博、烟台、莱芜

Ⅴ

鲁西南山区

枣庄、泰安、济宁

Ⅵ

鲁东南山区

日照、临沂

各分区节水灌溉适宜模式探讨

水是生活、生产、生态的必需品，并且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18]。为了节约灌
溉用水，有必要对山东省各个分区进行分析讨论，找出各分区适宜的节水灌溉措施。选择节水灌溉
的主要途径必须充分考虑各分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灌溉方式以及水资源状况等各项因素[19]。
（1）黄泛区地形以平原为主，以引黄河水灌溉为主，大部分地市引水比例超 50%，有些地区甚
至接近 80%，也有少量的井灌区。经过调研发现大部分地区仍是沿用的土渠引水，沿途损失严重，
灌溉水利用系数低。节水措施应从输水渠道入手，对引水渠道进行衬砌，减少渗漏损失，同时经济
条件允许的地区可以发展管道输水，进一步提高灌溉用水的利用率。由于黄河近些年时有断流情况
发生，建议该区适当建设调蓄水利工程，以保证灌溉用水。
（2）胶东丘陵区，该区以水库塘坝蓄水灌溉为主，有少量的井灌区。但该区的经济基础较好，
农民人均收入较高，有条件发展良好的节水措施。输水渠道应注意修缮和维护，水工建筑物应继续
完善配套，大力推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田间输水可以采用小型混凝土渠道，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
水库灌区如今还面临部分水库由农业供水转为工业供水、城市供水，使农业供水吃紧的问题，部分
农田因此得不到灌溉，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保证农业灌溉用水。
（3）鲁中鲁东丘陵区，主要包括淄博、烟台、莱芜三地市。该区地形多为山地和丘陵，以提水
灌溉为主，提灌比例都在 60%以上。应大面积推广低压管道灌溉，管材可采用砼管、水泥石屑管，
近郊经济条件好的地段可采用 PVC 管材，适当发展喷灌。同时，由于提水灌溉消耗能源较高，使该
区的灌溉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应注重清洁能源节水灌溉模式探索，如风能提水、太阳能提水
等，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提水灌溉，降低提灌成本且减少因能源燃烧带来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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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西南山区，主要包括枣庄、泰安、济宁三地市。该区位于山东西南部，多年平均降雨量
在 630~750 mm 之间，属湿润气候区，灌溉以提灌为主。应加强渠道管理，包括渠道配套完善、养
护、维修，管道代替小型渠道或井灌，以减少输水损失，提高水的利用率[20]。由于灌溉以井灌为主，
灌溉水利用系数较高，但缺乏对地下水的集中统一管理，地下水超采严重，应加强对地下水的监管。
（5）鲁东南山区，该区大部分为蓄水灌区，水库蓄水，渠道输水，同时有部分井灌区。由于部
分水库塘坝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应对其进行检修维护，并做好管理工作，科学用水。节水灌溉措
施应对输水渠道进行衬砌，适当发展低压管道输水。同时，在田间灌水技术上，应改进沟灌、畦灌
技术，在精细、平整土地的基础上大畦改小畦，长沟改短沟，使沟畦规格合理化，在灌溉方式上采
用隔沟灌溉、波涌流灌溉等先进灌溉技术，通过减少田间水的渗漏达到节水灌溉的效果。

5

结 论

本次灌溉分区以农业标准化为前提，为山东省节水灌溉分区提出了目标，提供了政策依据；收
集了 13 项指标 7 年的数据，避免了传统经验法分区的主观性，提高了分区精度；把分区指标简化为
几个综合指标，减少了工作量及指标间的相关性；分区结果精确合理，并针对每个分区做了深入总
结和分析，为每个分区量身定做了各自适宜的节水灌溉方式，为全省灌溉评价和灌区管理提供了科
学依据，也为山东省未来节水灌溉道路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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