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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臂式喷头组合喷洒均匀性的改进
刘俊萍，袁寿其※，李 红，朱兴业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镇江 212013）
摘 要：该文针对摇臂式喷头副喷嘴为圆形，径向水量分布中部较高不利于组合的问题，根据水射流原理，设计出一种
新型结构的副喷嘴，其上端设有盖板，起到阻挡水流的作用，使副喷嘴水流射出后主要分散在近处，从而有利于提高组
合喷洒的均匀性。分别对 15PY、20PY、30PY 摇臂式喷头副喷嘴改进前后的水量分布进行了对比试验，同时，以正方形
布置方式为例，计算出不同组合间距下的喷洒匀性系数。结果表明：副喷嘴的改进消除了改进前喷头中间部分水量，使
径向水量分布呈“三角形”
。改进副喷嘴后提高了均匀性系数，不同组合间距下的值均为 80%以上，平均喷灌强度符合喷
灌规范中的要求。最后，提出副喷嘴改进后 15PY，20PY，30PY 摇臂式喷头的最佳组合间距分别为 1.2R，1.3R，1.1R，
计算出组合均匀性系数值分别为 85.6%，86.3%，85.3%。改进后的副喷嘴对喷洒均匀性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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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喷头组合均匀性系数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工作压力、
水力性能、布置方式[1]。当动力源一定时，工作压力为定
值，因此，喷头的水力性能和布置方式为决定组合喷洒
均匀性的重要因素。
摇臂式喷头其性能优良而得到广泛应用[2]。但目前国
内市场上生产的摇臂式喷头，其喷头的水量分布情况不
利于组合。针对该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常见的摇臂式喷头
进行了大量研究，较为典型的有 Li J, Kawano H 等[3]对喷
头的异形喷嘴进行了试验研究。严海军等[4-5]对摇臂式喷
头内部流场、摇臂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数值计算。同时，
针对摇臂式喷头组合喷洒均匀性问题，李小平，罗金耀
等[6]对单喷头组合均匀性进行了叠加计算，并为提高均匀
性进行了改进设计，韩文霆等[7]建立了计算组合均匀性的
一种新方法。Melissa C 等[8]对农田灌溉喷头均匀性进行
了分析等。以上研究中，通过对喷头副喷嘴的改进以改
善组合均匀性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摇臂式喷头副喷嘴出口为圆形，造成水流射出没有
分散，使径向水量分布中间部分凸起，降低了喷洒均匀
性。在组合喷洒中，随着布置方式的改变，若使单喷头
的水量分布曲线呈“三角形”
，更有利于组合喷洒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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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因此，本文通过对摇臂式喷头副喷嘴结构的改
进，使摇臂式喷头水量分布形状改变，接近“三角形”，
使喷头组合均匀性提高。并提出改进后喷头的最佳间距
和组合均匀性系数值，为摇臂式喷头在工程应用中提供
理论数据。

1

副喷嘴改进设计

水流经过副喷嘴后喷出，为无限空间射流。外界空
气静止，因此为自由射流。在直角坐标系下其结构图如
图 1 所示[9]。

图 1 自由射流结构图
Fig.1 Free jet structure diagram

射流稳定后可形成三个区段，如图 1 所示。us 为射流
由于卷吸作用带进的流体的流速。由喷口边界起向外扩
展的扰动掺混部分为扰流剪切层混合区，中心部分未掺
混部分保持原出口流速 u0，称为核心区。将副喷嘴水流
破坏，主要为破坏核心区，起到的效果明显。从核心区
末端的一段为起始段，扰动充分发展后为基本段。um 为
该部分的最大流速。两段之间相对较短的范围为过渡段，
简化时可认为是一个断面。由于各断面上纵向分布具有
相似性，无量纲值的流速分布曲线基本相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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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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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通过数据采集，直接得到径向点的喷灌强度。试验
采用 0.4 精度级压力表控制喷头进口压力，0.5 精度级电
磁流量计测量喷头进口流量[10]。

起始段：

式中，u 为任一横截面流速，y 为任一横截面宽度，b 为
边界层半宽度，bc 为起始段某截面核心区宽度， bm 为起
始段某截面混合区宽度。
由于摇臂式喷头副喷嘴为圆形，水射流 u 值较大，
射程较远，使径向水量分布中部较高，不利于组合。因
此设计一种新结构形式的副喷嘴，改善水量分布情况。
根据自由射流的结构图，设计原理如图 2 所示。

a. 改进前

分别对各型号喷头的副喷嘴改进前及改进后进行水
量分布测量试验。喷头的结构尺寸主副喷嘴直径分别为：
15PY 为 4.2、2 mm，20PY 为 6.3、3 mm，30PY 为 9、4 mm。
在相同的工作压力下，测量喷头的流量、射程、径向水
量分布。喷头工作参数表如下：
Table 1

表 1 喷头工作参数对照表
Comparison of working parameters of sprinkler
工作压力/MPa

流量/(m3·
h-1)

改进前

0.30

1.38

改进后

0.30

1.29

改进前

0.35

2.92

改进后

0.35

2.62

改进前
改进后

0.40
0.40

6.66
6.48

喷头型号
15PY

Fig.2

图 2 改进前后水流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pre and post improvement sub-nozzle

20PY
30PY

改进后的副喷嘴，由于出口有盖板，使水流由圆孔
射出，冲击到盖板上，改变水流方向，b、bc、bm 值增大，
因此 u 减小。水流动能减小，射程变小，喷头喷洒的近
处水量增多，中部水量下降，呈“三角形”
，有利于组合。
其结构图如图 3 所示。

b. 改进后

图 4 改进前后喷头照片
Fig.4 Picture of original and improved sprinkler

3

结果分析及讨论

3.1

射 程
射程是喷头喷洒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湿
润面积和喷灌强度,直接影响到喷头间距、管道间距、喷
头数量及支管用量,从而直接影响喷灌系统工程投资。其
理论射程公式为[11]：

v   2 gH

Fig.3

图 3 副喷嘴改进前后结构图
Structure of original and improved sub-nozzle

改进前后副喷嘴均与摇臂式喷头的喷体采用螺纹连
接，副喷嘴的仰角相同。改进后的副喷嘴在圆形喷嘴的
基础上与喷嘴一体，上端增设了盖板，长度为 7 mm，与
喷嘴轴向呈 11°向下夹角，起到破坏射流部分核心区阻挡
水流的作用。

2

R

v2
 sin 2  2 2  H  sin 2
g

（4）

式中，R 为喷头射程，m；v 为水流从喷嘴射出的速度，
m/s；为喷管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g 为重力加速度，
m/s2；为速度系数；H 为喷头工作压力，m。
在工作压力相同的情况下，对相同型号的喷头，改
变副喷嘴，由公式可以看出，对射程的影响较小。射程
的变化如表 2 所示。
表 2 射程变化表
Table 2 Change of wetted radius

性能试验

试验在室内喷灌试验厅进行，该室内试验厅直径
44 m。15PY、20PY 喷头分别放在中间管路出口点进行试
验，可进行全圆喷洒，测量时间为 1 h。30PY 喷头放在
旁边点，由于射程及场地的原因，喷洒角度为 90°，测量
时间为 15 min。测量采用基于 RS485 总线的自动测量系

（3）

喷头型号
15PY
20PY
30PY

射程/m
改进前

14.9

改进后

14.5

改进前

19.5

改进后

19.2

改进前

25.9

改进后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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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在改进前后，射程基本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对喷头副喷嘴的结构改变，对射程参数的影
响非常小。
3.2 水量分布
喷头喷洒的均匀性主要通过喷洒的水量分布体现。
对于喷灌喷头来说，喷洒的均匀性是喷灌设备好坏的主
要因素，且均匀性越高越好。15PY、20PY、30PY 喷头
的径向水量分布如图 5 所示。

109

通过水量分布图可以看出，在喷头副喷嘴改进前，
即为圆形副喷嘴时，水量由于副喷嘴的射程较长，主要
水量集中在中部，在组合喷灌中会造成叠加区域水量更
多。改进后的喷头，由于副喷嘴的结构上面有盖板，并
向下倾斜一定角度，使副喷嘴水流射出后主要分散在近
处，喷灌强度值逐渐下降，呈“三角形”
，有利于提高组
合喷洒的均匀性。

图 5 15PY、20PY、30PY 的径向水量分布曲线
Radial water distribution of the types of 15PY、20PY、30PY

Fig.5

式中，Cu 为克里斯琴森均匀系数，%；N 为测点数； x 为
平均灌水深度，mm；xi 为第 i 个测点的水深，mm。
在组合喷灌中，布置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应用较多
的为正方形和三角形组合布置，因此，采用 MATLAB 计
算喷头改进前后、不同间距下的组合均匀性系数，验证
副喷嘴的改进对组合均匀性的影响。为了不产生漏喷现
象，组合间距的选取分别为：R，1.1R，1.2R，1.3R，1.4R。
R 为喷头射程。
不同组合间距系数下，不同型号喷头组合喷洒均匀
性系数如表 3 所示。
图 6 30PY 喷灌强度与平均喷灌强度偏差曲线
Fig.6 Deviation curve of sprinkler irrigation intensity

以 30PY 喷头为例，由图 6 可以看出，在距离喷头距
离为 0～7 m 范围内，改进后喷灌强度明显高于平均喷灌
强度，改进前喷灌强度低于平均喷灌强度。在距离喷头
7～20 m 范围内，即喷头的中间部位，改进后喷灌强度与
平均喷灌强度相差不大，而改进前喷灌强度明显高于平
均喷灌强度。在距喷头 20～27 m 范围内，改进前后喷灌
强度均低于平均喷灌强度，且逐渐减小，喷灌强度呈下
降趋势。
3.3 组合均匀性系数
喷头组合喷洒均匀性系数由如下公式进行计算[12-13]：
N

 x x
i

Cu  (1 

i 1

N

x

) 100%

（5）

i

i 1

其中：

x

1
N

N

x

i

i 1

（6）

Table 3

表 3 不同间距下均匀性系数表
Combination uniformity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distance
间距

R

1.1R

1.2R

1.3R

1.4R

改进前

70.3

70.8

66.3

65.7

65.7

改进后

84.8

81.7

85.6

83.7

80.1

改进前

71.1

71.9

74.3

72.4

72.3

改进后

85.7

84.2

86.1

86.3

85.1

改进前

75.0

72.8

73.1

74

72.8

改进后

80.0

85.3

84.3

82.4

81.0

型号
15PY

20PY

30PY

由表中可以看出，通过对喷头结构改进后，喷洒组
合均匀性系数均有所提高，且都高于 80%以上。同时，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得出不同型号喷头的最佳组合间距及
组合均匀性系数分别为：15PY 最佳组合间距为 1.2R，组
合均匀性系数 85.6%，20PY 最佳组合间距为 1.3R，组合
均匀性系数 86.3%，30PY 最佳组合间距为 1.1R，组合均
匀性系数 85.3%。摇臂式喷头改进后，在适当的组合间距
下，其组合均匀性系数均可在 85%以上。如 7 图为组合
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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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图 7 不同型号喷头组合水量分布图
Combination water distribution map of different types of sprinkle

3.4

平均喷灌强度
喷头在应用中组合喷洒，由于地面土壤及作物的生
长及水流失情况，在喷灌工程规范中设定在黏土中允许
喷灌强度为 8 mm/h[14]，在其他土质中其允许喷灌强度均
高于 8 mm/h。摇臂式喷头改进后组合喷洒，平均喷灌强
度均低于最低允许喷灌强度，如表 4 所示。

均在 85%以上。

[1]

改进前

平均喷灌强度/
(mm·
h-1)
4.87

15PY

改进后

4.08

20PY

改进前

6.95

改进后

6.69

30PY

改进前

9.72

改进后

7.68

4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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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平，罗金耀. 单喷头水量分布的三角形组合均匀度叠

论

1）通过对摇臂式喷头副喷嘴结构出口增设盖板的方
法，使喷头喷洒的近处水量增多，中部水量下降，呈“三
角形”，有利于组合，提高均匀性系数。
2）通过对改进前后的摇臂式喷头对比试验，改善了
喷头组合水量分布，且正方形布置方式下，改进后组合
均匀性系数均为 80%以上，平均喷灌强度均低于标准中
允许喷灌强度 8 mm/h。说明了改进方案的正确性。
3）提出了改进后 15PY，20PY，30PY 摇臂式喷头正
方形布置最佳组合间距分别为 1.2R，1.3R，1.1R（R 为喷头
射程）
，组合均匀性系数值分别为 85.6%，86.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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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uniformity improvement of impact sprinkler
※

Liu Junping, Yuan Shouqi , Li Hong, Zhu Xingye
(Research Center of Fluid Machiner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at the sub-nozzle of impact sprinkler is circle, and the middle of radial water distribution for
combination is higher, a new structure of sub-nozzle was designed based on jet flow theory. A cover plate was fixed at
the top of the nozzle so that the jet water was barrieried to drop near the sprinkler, with which the combination
uniformity increased. The tests of water distribution of original and improved impact sprinkler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types of 15PY, 20PY, 30PY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bination uniformity coefficient in different distance
was calculated for square arrangement mo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ddle part of radial water distribution was
decreased than before, and the shape distribution was triangle. After the improvement, the uniformity coefficient was
increased, and the value of them was over 80%. The sprinkler irrigation intensity was accorded with sprinkler irrigation
standard. Finally, the combination distances of the types of 15PY, 20PY, 30PY were 1.2R, 1.3R, 1.1R after improvement,
and the combination uniformity coefficient values were 85.6%, 86.3%, 85.3% respectively. The new structure of sub
nozzle improved the combination uniformity observably.
Key words: sprinkler irrigation, impact sprinkler, sub-nozzle, water distribution, combination uniform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