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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射流喷头压力调节装置损失系数分析及试验
刘俊萍，袁寿其※，骆 寅，汤 跃，李 红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镇江 212013）
摘 要：针对变量喷洒全射流喷头工作中压力调节装置压力损失研究不足的情况，根据喷头工作中系统特性发生变化的
特点，应用伯努力方程对系统压力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提出压力损失系数为压力调节装置动静片的截面积变化系数及
形状系数之和并减去轴向间隙系数，通过计算得到压力损失系数最大值为 0.7414，最小值为 0.0204。采用虚拟仪器
LabVIEW 软件测量调节装置前后压力与时间、工作状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流量的减小，调节装置上游压力增
大，下游压力减小，下游压力变化幅度较大。测量得到装置压力损失系数的变化规律，随着流量的减小而增大，最大值
为 0.582，最小值为 0.265。对全射流喷头压力调节装置的设计及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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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射流喷头是中国喷灌设备中全新的节能产品，其
水力性能优良[1]，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随着喷灌设备向
多功能性发展，在喷头的进口处增设压力调节装置可实
现变量喷洒。变量喷洒的一种重要方式为喷洒过程中射
程的改变[2-3]，即喷洒域为非圆形，适用非圆形地块喷洒。
喷头射程影响因素包括喷头仰角，出口流速等，其
中出口流速的影响因素为流量，压力等[4]。通过对 PXH20
全射流喷头的试验表明，在保证喷洒质量的工作范围内，
压力对射程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5-6]。因此要达到变量喷
洒（如正方形喷洒域），可通过在喷头进口处加装压力
调节装置实现。
压力调节装置在灌溉系统中应用较为广泛，例如：
刘晓丽等[7] 对滴灌系统压力调节器的水力性能影响进行
了试验研究。田金霞等[8]对微灌压力调节器参数的出口预
置压力影响进行了研究。但目前对压力调节装置的研究
主要以参数对性能的影响为主[9-11]，对其变量喷洒中压力
调节过程的变化规律尚未见报道。
本文在变量喷洒的基础上，分析实现变量喷洒时系
统压力变化规律，通过试验得到动静片形式的压力调节
收稿日期：2010-07-13

修订日期：2011-03-15

基金项目：国家“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2006AA100211、2011AA100506）
；
江苏省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CX09B_197Z）；
作者简介：刘俊萍（1982－）
，女，辽宁海城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流体机
械及排灌机械研究。镇江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2013。
Email: liujunping401@hotmail.com
※通信作者：袁寿其（1963－），男，上海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流体机械及排灌机械研究。镇江 江苏大学，212013。
Email: shouqiy@ujs.edu.cn

装置的损失系数，并与计算值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出影
响压力损失的 3 个因素，并提出了其计算方法及变化规
律。该研究为全射流喷头压力调节装置的设计提供理论
依据，更便于在应用中给定管路的供给压力。

1

系统压力变化分析

喷灌系统主要由泵、管路及喷头组成。系统实现变
量喷洒结构简图如图 1 所示。

1.水池 2.进水管 3.水泵 4.出水管 5.动静片 6.喷头
7.断面 A 8.断面 B

图 1 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the system

在该系统中，喷头进口处安装压力调节装置，为相
对运动的动静片形式，喷头转动过程中动静片的过流面
积发生变化，起到调节压力的作用[12]。
如图 2 所示为实现正方形喷洒域的 PXH20 喷头调节
装置动静片的结构形式。其左图与空心轴连接，右图与
底座连接，喷头工作，两片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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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压力损失系数
设压力损失系数为：

  1

Fig.2

图 2 调节装置的结构形式
Structure type of pressure regulation device

喷头转动过程中相当于系统阀门自动开启转动。图 2
所示的动片与静片相互重叠，设为初始的相对位置，即
转角为 0°，过流面积最小时刻。动片随喷头转动，当转
动 45°时，过流面积达到最大时刻。过流面积最小及最大
值分别为 35.2、50.24 mm2。调节装置上游即断面 B 压力
增大，调节装置下游即断面 A 压力减小。
当动静片截面积发生变化时，断面 A 的压力为喷头
的实际工作压力。其压力变化应满足实现变量喷洒的压
力变化规律，以实现正方形喷洒为例，文献[13]对压力变
化规律曲线进行了阐述。同时，断面 B 的压力随着截面
积的增大而减小，随着截面积的减小而增大，其变化趋
势与断面 A 相反。也就是说，在截面积增大的过程中压
力损失减小。
通过系统的伯努力方程进行分析：

zA 

p A v A2
p
v2

 H A B  z B  B  B
g 2 g
g 2 g

p 2 p

p1
p1

（3）

式中，φ为喷头压力调节装置的压力损失系数；P1 为系统
断面 B 处的压力，P1=PB，MPa；P2 为系统断面 A 处的压
力，P2=PA，MPa；∆p 为系统断面 A 与 B 之间的压力差，
MPa。
2.2 形状系数
设 φ1 为形状系数，形状越接近圆，φ1 值越小，可用
水力半径来表示。即水力半径越小，形状系数越小。
设形状系数的表达式为：
R
1 
（4）
R
式中，R 为动静片截面积变化的水力半径，mm；R'为同
截面积下圆的水力半径，mm。
A
R
（5）
L
式中，A 为截面积，mm2；L 为周长，mm。圆的水力半
径为 R'=r/2，其中 r 为圆的半径，mm。设为初始的相对
位置，即转角为 0°，过流面积最小时刻。因此得到 45°
范围内的形状系数如图 3 所示。

（1）

式中，zA、zB 为 A、B 断面的几何高度，m；pA、pB 为 A、
B 断面的压力，kPa；vA、vB 为 A、B 断面的速度，m/s；
HA-B 为 A、B 断面之间的压力损失，m。
由于喷头断面 AB 间距离较小，忽略 AB 间的几何高
度。当动静片间截面积减小时，pA 减小、pB 增大，vA 减
小、vB 增大。且 pA 的变化幅度大于 pB 的变化幅度，因此
HA-B 增大，即压力损失增大。
因此，对于喷头的压力调节装置来说，其进口与出
口处的压力变化是相互影响的。下述对各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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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损失系数影响因素计算

根据全射流喷头压力调节装置的结构特点，压力损
失系数主要由 3 个因素构成[14-15]，一个为由于动静片的
开孔形式而产生的形状系数，设为 φ1，开孔形状越不规
则，形状系数越大，产生的压力损失越大；一个为由于
动静片相对运动过流面积变化而产生的截面积变化系
数，设为 φ2，过流面积越小，截面积变化系数越大，产
生的压力损失越大；另一个为由于调节装置动静片间轴
向间隙产生的影响系数，设为 φ3，轴向间隙越大，间隙
影响系数越大，产生的压力损失越小。由于以上 3 个因
素均由调节装置动静片的结构决定的，3 个因素重要性相
同，因此对三者之间关系进行线性关系假设，则
  1   2   3
（2）

图 3 45°范围内形状系数
Fig.3 Shape coefficient in 45°range

2.3

截面积变化系数
设截面积变化系数是指压力调节装置中动静片相对
运动产生截面积变化的变化率。动静片相对运动的过流
面积发生变化，则其前后的压力发生变化。设 p1 为仅由
于截面积变化因素产生的下游压力变化， p2 为仅由于截
面积变化因素产生的上游压力变化， p 为 p2 与 p1 的差
值。则：

 2  1  i  1 

p2 p

p1
p1

（6）

其中，μi 为截面积变化率，其值由图 2 动静片的结构
形式及大小决定。
设 0°时为最小截面积时刻。因此，在不同旋转角度
下，φ2 的值及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
2.4 轴向间隙的影响系数
由于动静片间相互贴近，摩擦力大，影响喷头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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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程序编写，数据采集采样率设为 1 000。
设上游压力即断面 B 的压力为 P1，P1=PB，下游压力
即断面 A 的压力为 P2，P2=PA。喷头旋转一周后使喷头不
再旋转，测量时间约为 28 s，因此得到测得的调节装置前
后的压力 P1、P2 的值如图 5 所示。

Fig.4

图 4 45°范围内截面积变化系数
Section variation coefficient in 45°range

转，因此动静片间需要有一定的间隙。而间隙的存在会
影响前后压力的变化。间隙越大，压力差越小，影响系数
越大。因此，通过试验研究轴向间隙对压力变化的影响。
对相同试验喷头 BPXH20 及如图 2 所示的动静片测
量不同间隙下的调节装置的压力变化，测量结果如下：
表 1 不同间隙下调节装置前后压力及影响系数
Table 1 Regulation device pressure value and influence
coefficient in different axial clearance

图 5 断面 A 与 B 的压力值
Fig.5 Pressure value of section A and B

0

0.596

0.165

0.431

0.276846

由图 5 可以看出，PXH20 变量喷洒喷头实现正方形
喷洒，其工作压力，即断面 A 的压力值 P2 的变化幅度比
较大。P1、P2 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同时，对于
系统来说，流量也随时间而变化，其变化范围为 2.938～

0.0641

0.568

0.165

0.403

0.290493

4.654 m3/h，因此，P1、P2 均为流量 Q (t ) 的函数。

0.1283

0.561

0.170

0.391

0.303030

0.1924

0.535

0.180

0.355

0.336449

0.2566

0.520

0.195

0.325

0.375000

0.3207

0.512

0.200

0.312

0.390625

0.3848

0.502

0.205

0.297

0.408367

0.4490

0.485

0.215

0.270

0.443299

间隙
/mm

上游压力
/MPa

下游压力
/MPa

压差
/MPa

影响系数
φ3

 p1  f (Q (t ))

 p2  f (Q(t ))
 p  p  p
1
2


（7）

p  f (Q (t ))

（8）

因此，
由公式（3）得到压力损失系数如图 6 所示。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随着间隙的增大，影响系数增
大。因此，可以通过间隙的大小来判断压力的变化及影
响系数，从而可以计算出压力损失系数。喷头在间隙小
于 0.25 mm 时，喷头由于驱动力不足而不能工作，在间
隙小于 0.32 mm 时，喷头转速较慢。因此喷头在正常的
工作状态下，通常间隙值保持在 0.32 mm 以上。喷头在
工作中间隙值约为 0.40 mm，因此通过插值，得到其影响
系数 φ3＝0.4166。
压力损失系数通过式（2）
计算得到：
最大值为 0.7414，
最小值为 0.0204。

3

试验研究

试验喷头选取型号为 PXH20 的变量喷洒全射流喷
头，调节装置采用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喷头的工作状态为振荡步进旋转。分别在喷头的断
面 A 与断面 B 设置压力传感器 WT1151GP 2 只，量程均
为 0～1 MPa，精度为±0.2%。管路流量采用精度为±0.5%
电磁流量计直接读取。试验在江苏大学室内喷灌试验大
厅喷灌试验台上进行。试验采用 NI 虚拟仪器，LabVIEW

Fig.6

图 6 压力损失系数试验值
Test value of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由图 6 可以看出，通过试验得到的喷头压力调节装
置压力损失系数最大值为 0.582，最小值为 0.265。其变
化规律为在喷头射程降低的过程中，压力损失系数逐渐
增大。
由图 7 可以看出，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存在误差，其
主要原因为：间隙影响只是通过喷头的工作状态初步确
定了其取值范围，并通过数学插值得到一定的间隙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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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存在误差，可在今后的试验研究
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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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4

结

图 7 压力损失系数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图
Calculated and test values comparison diagram of loss
pressure coefficient

[7]

制及水力性能试验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2005，21(增刊

论

1）全射流喷头实现正方形喷洒压力调节装置随着流
量的减小，调节装置上游压力增大，下游压力减小，压
力损失系数逐渐增大。
2）提出了影响压力损失系数的 3 个因素及关系，为
截面积变化系数与形状系数之和并与间隙影响系数之
差。通过计算得到理论压力损失系数的最大值为 0.7414，
最小值为 0.0204。通过试验得到装置压力损失系数的变
化规律，且系数随着射程的减小而增大，最大值为 0.582，
最小值为 0.265。
压力损失系数的值及变化规律可为实现变量喷洒时
管路的供给压力及泵参数的选择提供参考。起到节约能
量的效果。
由于压力调节装置调节了喷头的流量，会引起喷洒
均匀性变化的问题，在设计压力调节装置的调节范围时
需对其进行考虑，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对改进喷头喷洒均
匀性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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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 on loss coefficient of complete fluidic sprinkler pressure
regulation device
Liu Junping, Yuan Shouqi, Luo Yin, Tang Yue, Li Hong
(Research Center of Fluid Machinery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hortage of resoarch work on pressure loss in pressure regulation device of complete fluidic
sprinkler for variable irrigation, the pressure variation of system was analyzed by Bernoulli equation. Based on definition
system characteristics the sprinkler changed when working. The loss pressure coefficient was put forward with the value
that, plus of section area variable coefficient and shape coefficient and then minus axial clearanc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the moving chips in relative motion. For the calculation, the maximum loss pressure coefficient value was 0.7414, the
minimum value was 0.0204. Virtual instrument and LabVIEW software were adopt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essure value, the sprinkler running tim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pressure regulation dev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flow rates decreased, the upstream pressure increased, and the downstream pressure decreased, the range of
downstream pressure changed was larger relatively. With the flow rate decreased, the loss coefficient increased. The
maximum loss coefficient value of pressure regulation device was 0.582, and the minimum value was 0.265.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complete fluidic sprinkler pressure regulation device.
Key words: pressure regulation, nozzles, experiments,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influencing 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