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用水的技巧和工具
高尔夫设施应遵循以下基本思路，以达到节水目的。
作者：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如今有很多的问题挑战着高尔夫运
动，其中包括提高打球的速度，推动
高尔夫运动的发展，降低成本，使高
尔夫的价格更实惠，并且使其对于所
有类型的玩家来说都更有乐趣。然
而，可证实的是高尔夫球场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水的使用。以帮助减少用于
维护高尔夫球场草坪的用水量而采取
的工作早已展开。 美国高尔夫球协会
几十年来一直通过草坪与环境研究项
目和课程咨询服务来实现一个目标：
减少高尔夫球场的用水量。举几个例
子，其中包括培植更耐旱的草坪草和
促进合理可靠的农艺管理措施。
在美国大部分地方监管机构和环保
组织正密切的审查高尔夫球场草坪的
用水。许多高尔夫球场不再使用市政
饮用水来灌溉草坪，而是在寻求替代
来源。即使是这些其他来源的水现在
也在被密切的监测着。长期干旱状况
困扰着该国的许多地区，由此加大了
水资源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如今，高
尔夫球场不仅要提供绿色空间，同时

的灌溉草坪，或有占一般18洞 高尔
夫球场灌溉面积80％左右的灌溉草坪
（作者：莱曼，于2012年发表）。把
重点致力于在这些打球区域用更少的
水，将对节水计划的影响最大。下面
的五个诀窍适用于美国的每一个地区
或是世界上任何灌溉草坪的地方。

经常查看你的水表以跟踪用水量和记
录数据。这是任何节水计划的出发
点。

1. 跟踪用水量

也要融入社区的生态系统。此外，高
尔夫球场管理者必须确保水资源管理
决策经过精心策划，以保护我们最重
要的自然资源。管理者们在研究其运
作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同时，也不断
地寻求各种方法来节省水源，尽管如
此，也总有改进的余地。

爱德华兹·戴明，一位著名的美国统
计学家，曾经说过：“你不能管理你
无法衡量的东西。”这句话适用于任
何想要在节水计划上取得成功的高尔
夫球场管理者。第一步骤是要确定你
的耗水量。要获取这一信息，水表是
你的朋友。通常情况下，大部分泵站
都配有可以精确测量用水量的磁性水
表或感应水表。

本文将探讨高尔夫球场可以通过几
个实用技巧来潜在的减少用水量的方
法，主要是针对球道和球道两旁的高
草区，因为这些打球区域包含有高尔
夫球场最大的草坪面积，自然而然的
用水也最多。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和球
道两旁的高草区 通常有60到65英亩的

下一步是创建一个按天，按月，按
年来跟踪用水量的用水报告。许多州
都要求高尔夫球场交月度报告以维持
灌溉许可证。正因为如此，如今水
表已经广泛地为大多数高尔夫球场
所使用。

对于一个成功的节水计划来说，重型切片通气机是理想的，它可以帮助减少土壤板结问题。重型切片通气机的打孔器可以在板
结的土壤上打6英寸或更深的孔，为空气，水和生根开辟出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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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重型切片机来进行土壤耕作/
通气

土壤板结是高尔夫球场的球道和高草区的
高效节水计划的大敌。土壤板结破坏土壤
结构，损害生根，并因土壤不太能够吸收
水分而加大表层水的流失。因此，板结的
土壤需要更多的灌溉。佐治亚大学的罗伯
特·卡罗博士的研究证明，使用重型切割
打孔器或螺旋桨片可通过压裂板结的土壤
为空气和水的流动开辟出更多的渠道，从
而显著的减少土壤板结，并促进Tifway狗牙
草球道的草坪草生根（作者：卡罗， 于
1990年发表）。
因此，在生长季节用切片机是有益的，因
为它通过提高水的渗透速度和帮助保持整个
球道和高草区土壤湿润度的一致性来减少表
面水的径流。这样可以节约用水。更好的生
根和更大的水分吸收能力的结合，往往能让
一些选择性灌溉活动被省去，这就意味着显
著的节水。

3. 经常使用润湿剂
润湿剂是通过改善水对土壤的渗透性来
使灌溉水被更有效地利用从而达到节约
用水的目的。润湿剂也能使整个球场的
表面取得更均匀的水分含量，甚至可以
增加土壤的体积含水量。美国加州州立
理工大学的索 姆亚.米特拉博士的研究
证明：当润湿剂被注入灌溉渠时，水的
使用量减少了。在这个研究中，与未经
处理的对照区相比，所有的润湿剂都帮
助了土壤的剖面保持较高的湿度。（米
特拉等人，于2006年发表）。

4. 使用土壤水分传感器来
精确调整灌溉方案
地面无线土壤水分传感器是可以使高尔
夫球场更好地监测土壤湿度和延长灌溉
的时间间隔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无线的地面土壤水分传感器可帮助草坪管理者们决定，何时灌溉球道和高草区
以及需要多少水来灌溉球道和高草区。
这些传感器可以测量土壤体积含水
量，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管理
者确定灌溉方案。有了这些知识，当
一个管理者能延长灌溉的时间间隔，
或者更好的是，能不用灌溉系统而是
等待下一次可能的降雨出现时，传感
器的主要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

与目测检验相比，土壤水分传感器能
更准确地报告土壤的水分状况。土壤水
分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可使管理者更有信
心，能更准确的优化灌溉方案。

5. 提高和调平灌溉喷头
适当的喷头设置和间距可确保水的最
佳传输。低灌溉喷头 是灌溉效率低下
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需要在该领域不
断的评估。当灌溉头相对于球场表面来

土壤水分传感器现在很常用，作为一个
行业，我们在使用土壤水分传感器来显
著减少高尔夫球场用水量这一方面正变
得更得心应手。

©2014年美国高尔夫球协会版权所有。请参阅美国高尔夫球
协会果岭部出版物转载条例。 订阅 美国高尔夫球协会果岭
部文献。

由于地面无线传感器所涉及的成本价
格，通常情况下，它们被有针对性的设
置在球道和高草区的几个具体指定位
置。通常，这些指定位置应该包括一个
干燥区域，一个湿润区域，和一个土壤
湿度均衡的区域。选择指定位置是很重
要的，它们能代表你的高尔夫球场，并
且可以用来帮助指导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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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被放置得过低，那么水流冲击到紧
邻它的草坪时，水流的轨迹就会被破
坏。当水流被打散而并未实现其预定路
径时，灌溉范围是不一致的，离喷头最
近的草坪变得太湿而远处的草坪则很
干。喷洒头下沉，或看似出现下沉，有
几个原因，其中包括安装或施工后土壤
沉降，喷头顶部受到割草机和其他草坪
设备的碾压，喷头周围茅草堆积，或定
期表面撒沙方案增高了喷洒器周围的地
势。
由于这些原因，管理者和工作人员
们留心其领域内低沉、歪斜、或是倾
斜的灌溉头是非常明智的。增高和调
平灌溉头将提高灌溉的均匀覆盖并有
助于对水的充分利用。草坪的性能和
其击球性也将受益。

结论
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已经并将继续把重点
放在减少高尔夫球场的用水上。每一个
高尔夫球场都被驱策着继续朝着优化节
水的方向而努力。这对于将来我们的子
孙 后代可以持续发展高尔夫运动是很
关键 的。最大化的节水可以通过实施
很多方 法来实现，比如说使用这篇文
章中讨论 的这些关键方法，而不是只
有一种方 式。我希望这个信息将为你
的高尔夫球场所用，从而减少水的使用
和维持更好的打球条件。
关于高尔夫球场面临的用水问题和
我们如何使用更少的水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从高尔夫球场的用水出发：
一个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运动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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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 奥布莱恩 是美国高尔夫球协
会果岭部东南地区的主任，在这一地
区他对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
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
州、和阿拉巴马州进行课程咨询服务
访问。

喷洒头过高或过低？ 平整的喷洒头对于优化水资源保护和使灌溉水分布均勻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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