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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式射流喷头结构参数及组合间距对喷洒均匀性的影响
朱兴业 1,2，刘俊萍 1，袁寿其 1
（1.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镇江 212013；
2. 江苏大学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镇江 212013）
摘 要：为了深入探索国内原创旋转式射流喷头结构参数与喷洒均匀性之间的关系，选用 10 型喷头为研究对象，
在工作压力为 300 kPa 下测量出 9 种不同位差 H、作用区长度 L、收缩角 θ的喷嘴的径向水量分布。采用 Matlab
语言编制程序绘制出正方形布置其组合间距为 8，9，10，11，12 和 13 m 喷嘴的三维水量分布图，并对组合均匀
性系数进行了仿真计算。结果表明：旋转式射流喷头的水量分布同时受到位差×作用区长度（H×L）
、收缩角 θ等
结构参数的影响，当位差×作用区长度（H×L）、收缩角 θ增大时，距喷头近处水会更多，远处水会更少；当位差×
作用区长度（H×L）=2.4 mm×20 mm 和 2.6 mm×24 mm 时，组合喷洒均匀性系数的数值以及它随组合间距的变化
趋势都很接近，位差×作用区长度（H×L）=2.8mm×28 mm 喷嘴的组合均匀性系数变化趋势更加平稳；组合间距为
8～10 m 时，不同 θ的组合均匀性系数相差在 2%以内；组合间距为 10 m 以上时，组合均匀性系数随着 θ的增大
而增加。对于 9 种试验喷嘴，组合均匀性系数均随着组合间距的增加而降低，初步提出了旋转式射流喷头在正方
形布置时最佳组合间距为 10～12 m，为其在工程应用中提供理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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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式射流喷头是基于射流附壁效应开发的
节水喷头，其工作原理为左侧压强大于右侧，主射
流向右偏转，形成附壁现象，对盖板始终有一个驱
动力从而推动喷头的旋转运动[1]。喷灌均匀度为评
价喷头的重要质量控制参数之一，常用均匀系数表
示[2]。在喷洒均匀系数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较为典型的有 1942 年 Christiansen[3]首
次提出按照均匀度选择喷头的组合间距，在世界各
国得到广泛应用。Wu[4]等提出了一种研究喷灌降水
的分布模式，对喷灌均匀系数的设计进行了评估。
Mateos[5]制定一个新的喷灌模式，得出一个场的均
匀性系数，用于评估非均匀性的不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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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juelo[6] 等研究了喷头在无风条件下水量分布的
影响因素，为工程中实现高均匀性系数提供了方
法。Michael[7]等评估了正在使用的喷灌系统，根据
喷头的运做程序制定了均匀性的设计标准。Zanon[8]
等开发了一个数据采集系统，用于收集和监测中低
压喷头水量分布的均匀性。Playan[9]等根据弹道仿
真模型对喷灌均匀性进行评估，并制作出仿真软件
以协助灌溉决策。陈学敏[10]于 1981 年提出了一种
组合喷灌强度和均匀度的计算机解析算法；同年，
张新华 [11] 等详细给出了将喷头径向数据转化为网
格数据的解析算法原理和计算过程。韩文霆[12]等指
出应根据评价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选用相应的喷灌
系数对均匀性进行综合评价；韩文霆[13]提出一种三
次样条两次插值的方法，通过径向和周向的 3 次样
条插值计算出未知点的降水深，从而计算出喷灌均
匀系数。袁寿其[14]等采用 MATLAB 对全射流喷头
组合喷灌进行了计算，求出不同组合间距系数下的
全射流喷头组合均匀系数。劳东青 [15]等开发出喷
头水量分布仿真及组合优化软件系统，可快速得出
基于给定组合方式下的多种喷灌均匀度系数。刘俊
萍[16]等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结构的副喷嘴，用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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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臂式喷头的组合喷洒的均匀性；李红[17]等采用理
论和试验方法对射流元件的内部流场进行了预测，
为设计新型射流喷头提供了依据。国内尚有众多学
者[18-22]进行了喷头实现变量喷洒的实现方法、性能
试验及评价方法的研究。
以上研究中，在旋转式射流喷头结构参数与喷
洒均匀性的相互关系方面尚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报
道。因此，本文选取 10 型旋转式射流喷头为研究
对象，在额定工作压力下工作时，对旋转式射流喷
头进行结构参数的设计，试验与仿真计算得出组合
喷洒均匀系数。从而提出喷头结构参数对喷洒均匀
性的影响规律，以期为旋转式喷头在工程应用中提
供重要的理论数据。

1

结构参数与试验

1.1 喷头结构参数
图 1 为型号 10 的旋转式射流喷头几何结构图，喷
头的主要结构参数包括喷嘴中心线至侧圆中心线的位
差 H、作用区长度 L、入水孔至基圆孔的收缩角 θ。各
喷嘴中 H 与 L 相互关联，根据喷头设计原理及经验，
H×L 分别设计为 2.4 mm×20 mm，2.6 mm×24 mm，
2.8 mm×28 mm，θ分别设计为 10°、30°、50°。

注：θ为入水孔至基圆孔的收缩角；H 为喷嘴中心线至侧圆中心线的位
差；L 为作用区长度。
Note: θis the contraction angle from water inner hole to basic hole, H is the
distance from central axis to side circle axis, L is the length of working area.

Fig.1

图 1 旋转式射流喷头几何结构图
Geometrical configuration of rotational fluidic sprinkler

将 H×L 与 θ每个尺寸分别相互对应，共加工
出 9 种不同结构参数的喷嘴，表 1 为加工出的所有
喷嘴结构参数汇总。
1.2 试验
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喷
灌大厅内进行试验，管路压力由 0.4 级精密压力表
读出（开封仪表厂生产），流量通过 0.5 级精度的
电磁流量计（开封仪表厂生产）测量得出，雨量筒
（直径为 0.2 m，高度为 0.6 m）径向摆放，每 2 雨
量筒的间距为 1 m，用于测量的数量为 12 个。试验
参照国家标准 GB/T 19795.2－2005《水量分布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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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试验方法》[23]，国家标准 GB/T 22999－2008
《旋转式喷头》[24]等。根据国家标准，基圆直径为
4 mm 的喷头额定工作压力范围为 200～350 kPa，
试验中选取工作压力 300 kPa 下运行。所有结构参
数不同的喷嘴均与相同的一个喷体采用螺纹连接。
通过试验，在相同的工作压力下，所改变的结构参
数对流量基本无影响，近似认为流量为 0.94 m3/h。
在稳定运转 10 min 后开始数据测量，测量时间为
1 h，用雨量筒测量出距喷头径向线上的点喷灌强
度。旋转式射流喷头[1]的连接部件进行了优化设计，
增加了喷头旋转时所受的摩擦阻力，从而增加它们
旋转一圈的时间，旋转一圈的时间从原来最多为
5.2 s 增加到了大约为 20 s 左右，
提高了它们的射程。
Table 1

表 1 结构参数因素水平表
Factor level of geometrical parameters

喷嘴序号

入水孔至基圆孔的
收缩角 θ/(°)

1

10

喷嘴中心线至侧圆
中心线的位差 H×作
用区长度
L/(mm×mm)
2.4×20

2

10

2.6×24

3

10

2.8×28

4

30

2.4×20

5

30

2.6×24

6

30

2.8×28

7

50

2.4×20

8

50

2.6×24

9

50

2.8×28

1.3 试验结果及分析
图 2 为各喷嘴的径向水量分布曲线的实测结
果，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在相同的 300 kPa 工作压
力下，随着 θ、H×L 的不同，径向水量分布有所变
化，这说明旋转式喷头的水量分布同时受到 θ、H
×L 等结构参数的影响。
当 θ相同时，随着 H×L 的增大，与喷头距离
近处的喷灌强度增大，与喷头距离远处的喷灌强度
减少，这是因为 H×L 增大时，水流在作用区内扩
散得更加充分，则从喷头喷射出去后距喷头近处水
会更多，远处水会更少。
当 H×L 相同时，随着 θ的增大，与喷头距离
近处的喷灌强度增大，与喷头距离远处的喷灌强度
减少，这是因为随着 θ的增大，旋转式喷头内部湍
流更加不均匀，水流喷射出后距喷头近处水会更
多，远处水会更少。

2 基于网格型数据水深插值的单喷头组合
均匀性系数数学模型
试验中得到的径向水量分布数据中，每个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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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面积不同，在组合喷灌均匀性计算时，各
个测点需要考虑代表的面积因素，增加了计算的复
杂性。因此有必要在进行均匀性分析之前，将径向
水量分布数据转化为网格型数据，计算后的每个网
格点代表的面积相等，可以采用 Christiansen 计算
[3]
法 对均匀性系数 Cu 按下式计算
h
Cu  1 
（1）
h
式中，Δh 为喷洒水深的平均离差，mm； h 为喷洒
水深的平均值，mm。

旋转式射流喷头全圆喷洒时，可以假设任何径
向方向上水量分布都相同，因此，网格点的降水深
只取决于各网格点到喷头的距离，用实测降水深数
据对该距离进行插值，即可求出各网格点的水深。
图 3 为解析算法原理图[25-26]，从图 3 中可以看
出，P1、P2、P3、P4 为 2 条辐射线上在不同方位上
最靠近 A 点的 4 个测点，则
ri  ( xi  x A ) 2  ( yi  y A )2 (i=1，2，3，4)
式中，（x1，y1）、（x2，y2）、（x3，y3）、（x4，
y4）为 P1～P4 4 个点的网格坐标位置；（xA，yA）
为 A 点的网格坐标。A 点的水深 HA 取决于这 4 个
测点的水深；设这 4 个测点的水深分别为 H1、H2、
H3、H4，网格点 A 到这 4 个测点的距离分别为 r1、
r2、r3、r4，m。
根据插值，A 点水深可以表示为
H A  C1 H1  C2 H 2  C3 H 3  C4 H 4
（3）

式 中 ， C1  ( r2 r3 r4 ) 2 / R ， C2  (r1r3 r4 ) 2 / R ，
C3  (r1r2 r4 ) 2 / R

，

C4  (r1r2 r3 ) 2 / R

，

R  (r1r2 r3 )  (r1r3 r4 )  (r1r2 r4 )  ( r2 r3 r4 ) 。
2

2

2

2

注：A、B、C、D 为网格型数据点；P1、P2、P3、P4 为试验中的径向测
量数据点；r1～r4 分别为 A 点至 P1～P4 点的距离，m。
Note: r1～r4 is the distance from point A to point P1～P4, respectively, m.

Fig.3

图 3 解析算法原理
Theory of analytic algorithm

采用上述相同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图中 B、C、
D 点以及喷头控制区域内任意网格点的喷洒水深。
在组合喷灌时，按照喷头的组合情况对重叠网格点
的数据进行相加后，再按式（1）可计算得出组合
均匀性系数。
注：工作压力为 300 kPa；H 为喷嘴中心线至侧圆中心线的位差；L 为
作用区长度。
Note: Operating pressure is 300 kPa, H is the distance from central axis to
side circle axis, L is the length of working area.

Fig.2

图 2 各喷嘴的径向水量分布曲线
Radial water distribution for different nozzles

由于每个网格点代表的面积相等，则
n

h  hi n ，
i 1

n

h   hi  h n
i 1

（2）

3

多喷头组合均匀性系数计算

3.1 组合布置
喷头组合均匀性系数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工作
压力、水力性能和布置方式。当工作压力一定，有
了单喷头水量分布后，影响组合均匀性系数的主要
因素为喷头组合方式和组合间距。在组合喷灌中，
喷头布置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应用较多的为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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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本文中以正方形布置为例，研究组合间距对
组合均匀性系数的影响，如图 4。根据图 2 中旋转
式射流喷头各喷嘴所测得的射程，选取正方形组合
间距分别为 8、9、10、11、12 和 13 m 对其进行仿
真计算。

图 4 喷头的正方形组合布置
Fig.4 Square layout of nozzles

3.2 三维水量分布
利用 MATLAB 语言编制程序，绘制出喷头三
维水量分布图，使数据处理实现三维可视化[27]。本
文中以 θ=30°，H×L=2.6 mm×24 mm 的喷嘴、正
方形组合时组合间距 10 m 为例，图 5 为单喷头三
维水量分布图；图 6a 为组合喷洒三维水量分布，
图 6b 为组合喷洒水量分布等值线图。

注：单喷头设置在图形的对称中心，收缩角为 30°，位差为 2.6 mm，作
用区长度为 24 mm，喷头采用正方形布置，间距为 10 cm。

Fig.5

图 5 单喷头三维水量分布
Three-dimensional water distribution for single
sprinkler

b. 水量分布等值线图
b. Water distribution contour
注：组合后的 4 个喷头分别设置在图形的 4 个角落上。收缩角为 30°，位差
为 2.6 mm，作用区长度为 24 mm，喷头采用正方形布置，间距为 10cm。

图 6 组合喷头的三维水量分布和水量分布等值线图
Fig.6 Three-dimensional water distribution and water
distribution contour of combined nozzles

从图 6b 中可以看出，组合水量分布在 1.5～
6 mm/h 之间，水量分布在喷灌控制面积内四周较为
均匀。在 4 个喷头中间，喷灌强度达到最高值为
6 mm/h。同时，通过组合叠加的计算，得出喷头组
合间距为 8，9，10，11，12 和 13 m 下的平均喷灌
强度和组合均匀性系数，见表 2。从表 2 中可以看
出，平均喷灌强度随着组合间距的增大而减小，这
是因为在正方形控制区域内，各喷头水量的互相叠
加随着间距增大会减少，因此平均喷灌强度必然减
小。组合均匀性系数随着组合间距的增加而减小，
这是因为随着组合间距增大，叠加部分与未叠加部
分数值的差距会增大，因此组合均匀性系数减小。
表 2 组合喷灌水力性能
Hydraulic parameters in combined spray irrigation

Table 2

组合间距/m

平均喷灌强度
/(mm·
h-1)

组合均匀
性系数/%

8

6.35

89.2

9

5.62

82.3

10

4.68

76.3

11

3.94

74.9

12

3.35

74.5

13

2.89

71.4

注：工作压力为 300 kPa。喷嘴收缩角为 30°，位差为 2.6 mm，作用区
长度为 24 mm，喷头采用正方形布置。
Note: Operating pressure is 300 kPa.

a. 三维水量分布
a. Three-dimensional water distribution

3.3 各喷嘴组合均匀性系数
按上述方法对其他结构参数的喷嘴组合均匀
性系数都进行仿真计算，计算结果得出数据后进
行 3 次样条插值，绘制出各喷嘴组合间距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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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性系数的关系图。图 7 为正方形组合喷洒均
匀性系数仿真曲线，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对于所
有喷嘴，随着组合间距的增加，组合均匀性系数
降低，组合间距为 8～10 m 时，组合均匀性系数
下降速度较快，在 10～12 m 时，组合均匀性系数
呈稳定变化状态，在 12 m 以上时，组合均匀性系
数呈急剧下降状态。
当 θ 相 同 时 ： H×L=2.4 mm×20 mm 和
2.6 mm×24 mm 的组合均匀性系数和随组合间距
的变化趋势都很接近，H×L=2.8 mm×28 mm 的组
合均匀 性系数随组合间距增加 的下降趋势更 加
平稳。
当 H×L 相同时：组合间距为 8～10 m，各 θ的
组合均匀性系数相差在 2%以内，最大值可达到
91.9%；组合间距为 10 m 以上，随着 θ的增大，组
合均匀性系数增加。

b. 收缩角 θ=30°

c. 收缩角 θ=50°

Fig.7

表 3 为 9 种喷嘴在各种正方形组合喷灌下的平均
喷灌强度，从图 7 和表 3 中可以看出：喷洒均匀性系
数均超过 70%，平均喷灌强度小于 8 mm/h。在正方形
布置形式下，根据仿真计算，同时考虑到组合间距小
时，将会增加管路布置的系统成本等因素，因此旋转
式射流喷头正方形布置时最佳组合间距为 10～12 m。

a. 收缩角 θ=10°

Table 3
组合间距/m

图 7 组合均匀性系数仿真曲线
Simulated curves of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表 3 不同喷嘴的平均喷灌强度
Average sprinkler irrigation intensity of different nozzles
不同喷嘴的喷灌强度/(mm·
h-1)

1

2

3

4

5

6

8

9

8

6.71

6.18

6.22

6.67

6.35

6.14

7
5.9

5.89

6.15

9

6.15

5.57

5.41

6.05

5.62

5.23

5.33

5.26

5.21

10

5.43

4.82

4.51

5.31

4.68

4.35

4.58

4.38

4.31

11

4.59

4.08

3.79

4.49

3.94

3.65

3.87

3.68

3.62

12

3.91

3.47

3.23

3.82

3.35

3.11

3.3

3.14

3.08

13

3.37

2.99

2.78

3.3

2.89

2.68

2.85

2.71

2.66

注：1～9 为喷嘴序号；工作压力为 300 kPa。
Note: Operating pressure is 300 kPa.

4

结

论

1）旋转式射流喷头的水量分布同时受到 θ、H
×L 等结构参数的影响。H×L 增大时，水流在作用
区内扩散得更加充分，θ 增大时，喷头的内部湍流
更加不均匀，距喷头近处水会更多，远处水会更少。
2）利用 MATLAB 语言编制程序，绘制出喷头
三维水量分布图。建立了数学模型对正方形组合布
置时的组合均匀性系数进行了仿真计算，为旋转式
射流喷头提供软件分析平台，提出了结构参数对喷
洒均匀性的影响规律。

3）对于所有试验喷嘴，组合喷洒均匀性系数
都能超过 70%，平均喷灌强度小于 8 mm/h，提出正
方形布置时最佳组合间距为 10～12 m。

[1]

[参 考 文 献]
朱兴业，袁寿其，向清江，等. 旋转式射流喷头设计与性
能正交试验[J]. 农业机械学报，2008，39(7)：76－79.
Zhu Xingye, Yuan Shouqi, Xiang Qiangjiang, et al.
Orthogonal experiment on design and performance of a
rotational jet sprinkler[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M,
2008, 39(7): 76－7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

GB/T 50085-2007，喷灌工程技术规范[S].

第6期
[3]

[4]

[5]

[6]

[7]

[8]

[9]

朱兴业等：旋转式射流喷头结构参数及组合间距对喷洒均匀性的影响

Christiansen J E. Irrigation by sprinkling[R]. Californi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bulletin 670 California
University, Berkeley, October, 124.1942.
Wu C S, Reynolds W N. Skewness and kurtosis influence
on uniformity coefficient, and application to sprinkler
irrigation design[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72,
15(2): 266－271.
Mateos L. Assessing whole-field uniformity of stationary
sprinkler irrigation systems[J]. Irrigation Science,
1998(18): 73－81.
Tarjuelo J M, Montero J, Valiente M, et al. Irrigation
uniformity with medium size sprinklers. Part I:
Characteriza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in no-wind
conditions[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99, 42(3):
665－675.
Michael J L, John S S. Sprinkler head maintenance effects
on water application uniformity[J].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2000, 126(3): 142－148.
Zanon E R, Testezlaf R, Matsura E J. A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for sprinkler uniformity testing[J]. Applied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2000, 16(2): 123－127.
Playan E, Zapata N, Faci J M, et al. Assessing sprinkler
irrigation uniformity using a ballistic simulation model[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06(84): 89－100.

[10] 陈学敏. 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组合喷灌强度和均匀度[J].
喷灌技术，1981(1)：6－12.
[11] 张新华，刘亭林，薛克宗，等. 有风条件下多喷头组
合喷洒均匀度的解析计算方法[J]. 喷灌技术，1981(2)：
8－12.
[12] 韩文霆，吴普特，杨青，等. 喷灌水量分布均匀性评
价指标比较及研究进展[J]. 农业工程学报，2005，
21(9)：172－177.
Han Wenting, Wu Pute, Yang Qing, et al. Advances and
comparisons of uniformity evaluation index of sprinkle
irrigat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05, 21(9): 172 － 17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3] 韩文霆. 喷灌均匀系数的三次样条两次插值计算方法[J].
农业机械学报，2008，39(10)：134－139.
Han Wenting. Calculation of sprinkler irrigation
uniformity by double interpolation using cubic splines
and linear lines[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M, 2008,
39(10): 134－13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4] 袁寿其，朱兴业，李红，等. 基于 MATLAB 全射流喷头
组合喷灌计算模拟[J]. 排灌机械，2008，26(1)：47－52.
Yuan Shouqi, Zhu Xingye, Li Hong, et al. Simulation of
combined irrigation for complete fluidic sprinkler based
on MATLAB[J].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Machinery,
2008, 26(1): 47－5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5] 劳东青，韩文霆. 喷头水量分布仿真及组合优化软件
系统研究[J]. 节水灌溉，2010(1)：42－46.
Lao Dongqing, Han Wenting. Research on software for
sprinkler water distribution dynamic simulation and

71

spacing optimization[J].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2010(1):
42－4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6] 刘俊萍，袁寿其，李红，等. 摇臂式喷头组合喷洒均
匀性的改进[J]. 农业工程学报，2011，27(7)：107－111.
Liu Junping, Yuan Shouqi, Li Hong, et al. Combination
uniformity improvement of impact sprinkler[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1, 27(7):
107－11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7] Li Hong, Yuan Shouqi, Xiang Qingjiang, et al.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water offset flow in fluidic
component of fluidic sprinklers[J].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2011, 137(4): 234－243.
[18] 李金山，郭志新，杨跃辉，等. 不同仰角状况下喷头性能
试验研究[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1(7)：24－26.
Li Jinshan, Guo Zhixin, Yang Yuehui, et al.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performance of sprinklers under different
elevations[J]. China Rural Water and Hydropower,
2011(7): 24－2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9] 袁寿其，魏洋洋，李红，等. 异形喷嘴变量喷头结构
设计及其水量分布试验[J]. 农业工程学报，2010，
26(9)：149－153.
Yuan Shouqi, Wei Yangyang, Li Hong, et al. Structure
design and experiments on the water distribution of the
variable-rate sprinkler with non-circle nozzle[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0, 26(9):
149－15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0] 刘俊萍，袁寿其，李红，等. 变量喷洒全射流喷头副喷嘴
优化与评价[J]. 农业机械学报，2011，42(9)：98－101.
Liu Junping, Yuan Shouqi, Li Hong, et al.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variable rate complete fluidic sprinkler
vice nozzle[J]. Transactions of the CSAM, 2011, 42(9):
98－10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1] 刘俊萍，袁寿其，李红，等. 变量喷洒喷头性能指标建立
及模糊评价[J]. 农业工程学报，2012，28(1)：94－99.
Liu Junping, Yuan Shouqi, Li Hong, et al. Fuzzy
evaluation and performance index of variable-rate
sprinkler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2, 28(1): 94－9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2] 向清江，陈超，魏洋洋. 变射程喷头在坡地喷灌中的
应用[J]. 农业工程学报，2011，27(8)：115－119.
Xiang Qingjiang, Chen Chao, Wei Yangyang. Application
of sprinkler with variable range of spray in sloping land[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1, 27(8): 115－
11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3] GB/T 19795.2— 2005，水量分布均匀性和试验方法[S].
[24] GB/T 22999— 2008，旋转式喷头[S].
[25] Zhu Xingye, Yuan Shouqi, Li Hong, et al. Orthogonal
tests and precipitation estimates for the outside signal
fluidic sprinkler[J].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
2009, 23(4): 163－172.

72

2013 年

农业工程学报

[26] 邓鲁华，郝培业. 基于 Delphi 的喷头喷洒分析软件[J]. 山

[27] 韩文霆. 变量喷洒可控域精确灌溉喷头及喷灌技术

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7(3)：33－36.
Deng Luhua, Hao Peiye. Software based on Delphi for
analysis of sprinkler head insufflation[J]. Journal of
Sh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17(3): 33 － 3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
Han Wenting. Variable Range Watering and Contour
Controlled
Precision
Sprinkler
and
Sprinkler
Irrigation[D]. Yangling: 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200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Effect on spraying uniformity based on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combined spacing of rotational fluidic sprinkler
Zhu Xingye1,2, Liu Junping1, Yuan Shouqi1
(1. Research Center of Fluid Machinery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rotational fluidic sprinkler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luidic
wall-attachment effe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spraying uniformity, the
rotational fluidic sprinkler typed 10 was chosen as an object. Nine kinds of different offset length H, working area
length L and contraction angle θwere specially fabricated. The parameter of H×L was 2.4 mm×20 mm, 2.6 mm
×24 mm or 2.8 mm×28 mm, and the θ was 10, 30, or 50 degrees. The laboratory conditions were set up in
Jiangsu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catch-cans, which are 0.2 m in diameter and 0.6 m in height, were displayed in
radial. The interval space was 1 m between any two of them and the number of used catch-cans was twelve in
total.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operating pressure of 300 kPa and the radial water distributions for
the nine different nozzles were tested out. For the reason that every tested radial value represented different
covered area, a mathema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transfer radial data into grid data. Therefore, the
overlapped grid data in combined irrigation can be added directly to calculate out the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Rectangular layout and combined spacing with 8, 9, 10, 11, 12 and 13 m were chosen to analysis. A
program was established using Matlab to draw three-dimensional water distribution and to calculate out the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rotational time per circle was about 20
seconds. The water distribution was both affected by H×L and θ. With the increasing of H×L or θ, more
irrigation intensity near the sprinkler and less irrigation intensity far from the sprinkler. Taking the nozzle where θ
was 30 degrees, H×L was 2.6×24 mm and the combined spacing was 10 m as an example, the water distribution
was relative equal all around the covered area, the combined irrigation intensity was between 1.5 to 6 mm per
hour, and the highest irrigation intensity was 6 mm per hour in the middle of the four sprinklers. When H×
L=2.4 mm×20 mm and H×L=2.6 mm×24 mm, the value and trend of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were
almost the same. The variable trend with combined spacing was more stable when H×L=2.8 mm×28 mm. The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deviation was within 2% for different θwhen combined spacing was 8 to 10m,
and increased with θwhen combined spacing was more than 10 m. For all of the nozzles in different combined
spacing, the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decreases as the increasing of combined spacing. The combined
uniformity coefficient can be more than 75% and the average irrigation intensity was lower than 8 mm/h, which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prinkler irrigation requirem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10 to 12 m is the best combined
spacing for the rotational fluidic sprinkle.
Key words: nozzles, structures, three dimensional, water distribution, uniformity coefficient, sim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