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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ＭＡＴＬＡＢ全射流喷头组合喷灌计算模拟
袁寿其，朱兴业，李

红，刘俊萍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对国内原创全射流喷头组合喷灌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种分析处理喷头水量分布数据以
实现三维可视化编程的方法．研究表明，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可以方便可靠地将喷头径向水量分布数据转
换为网格型数据，并绘制出单喷头和喷头组合的三维水量分布图．通过插值叠加求出各网格点总降
水深，求出不同组合间距系数下的全射流喷头组合均匀系数，实现计算结果可视化．根据模拟分析，
提出了组合间距系数值：正方形布置时为１．２，各喷头均匀系数平均值为８２．４％；三角形布置时为
１．５。各喷头均匀系数平均值为８５．７％．另外认为，ＭＡＴＬＡＢ语言编程进行喷头喷洒分析具有功能
强大．方便快捷，可视性强等优点，适用于任何喷头水量分布的分析．
关键词：全射流喷头；喷灌；均匀系数；组合间距；水量分布；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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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江苏工学院与江苏镇江市喷灌机厂干

代ＰＳＢＺ型水流自控步进式全射流喷头‘１１．１９８１年

浙民，陈苏等人开发了第１代ＰＳ连续转动式和第２

福州大学和镇江农机学院联合开发了ＰＳＨ型互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一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２００６ＡＡｌ００２１１）

朱兴业（１９８２一），男，浙江永康人，㈣（ｍｇｙｅ４８８＠１６３．ｅｏｍ），主要从事流体机械及排灌机械的研究·
．

作者简介：袁寿其（１９６３一），男，上海金山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８ｈｗｑｉｙ＠ｕｊｓ．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及排灌机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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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全射流喷头和第４代产品ＰＳＺ型自反馈式射流喷

是喷头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喷灌规划设计的主要

头睢］．１９９０年，浙江省嵊县抽水机站韩小扬等人发

依据，测量时遵循国家机械行业标准ＪＢ／Ｔ ７８６７—

明了双击同步式全射流喷头．２００５年，江苏大学流

１９９７（旋转式喷头》的要求．江苏大学采用基于

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出ＰＸＨ型隙控式全

ＲＳ４８５总线的分布式测试方案，改进喷头水量分布

射流喷头，该隙控式射流元件结构方面达到国际领

自动测试系统．图１为自动测量系统雨量筒布置示

先水平‘３—５｜．

意图，雨量筒之间间隔ｌ ｍ，总共４０个点；图２为基

．

喷灌均匀度是喷头的重要水力性能指标，用喷

于总线分布式测试系统简图，该系统采用现代分布

灌均匀系数表示．研究组合喷灌均匀系数对喷灌系

式总线测控模式，将雨量筒技术模块分布安装于大

统的设计非常重要，许多专家提出了均匀系数的计

厅内，各技术模块之间与控制室计算机采用ＲＳ４８５

算方法．１９４２年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６１首次提出按照均匀度

总线连接，大大减少了电缆及连接的工作量，使系统

选择喷头的组合间距，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计

更加简洁、可靠，提高了系统的先进性和可扩充性．

算公式还有前苏联采用的均匀度计算公式，威尔科

由于测试场地面积的局限，只测量单个喷头的雨量

克斯一斯韦尔斯公式，美国农业部提出的图形系数

分布，表１给出了对不同型号全射流喷头测试时的

公式，比尔提出的高图形系数公式，弗特朗提出的变

部分工作参数，图３为单喷头径向水量分布曲线．

差系数公式和１９６４年贝纳米一霍尔提出的新的均
匀系数公式０７１．在国内，１９９３年雷应海、朱旦生¨ｏ提
出了由单喷头水量分布计算多喷头组合喷洒均匀系
数的矩阵叠加计算法．１９９３年李久生一。通过实测单
喷头水量分布图，用电子计算机模拟叠加计算组合
均匀系数．１９９４年黄修桥、廖永诚¨训通过研究有风
条件下喷洒水滴运动规律，得出任意风速下不同组
合间距的均匀系数．１９９４年王文元、杨路华¨ｕ研究
微喷头布置形式对组合均匀度的影响，得出微喷头
图１雨量筒布置

组合的最佳布置形式．１９９８年朱旦生、刘佳莉¨副借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助傅立叶变换，用单喷头水量分布、支管间距、布置
形式以严密的数学表达式加以表述，计算喷灌均匀
系数．２００３年，韩文霆【１列采用克理斯琴森均匀度和
分布均匀度对组合均匀度进行分析，邓鲁华¨４１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六方（四方）形摇臂式喷头喷洒效
果进行了分析．２００５年李小平¨纠采用插值法将径
向数据转换成网格数据，再进行相应的叠加计算均
２０只雨量筒

匀度系数．

图２基于总线分布式测试系统

全射流喷头是国内原创的节水喷头，有必要对
其喷洒均匀度及组合喷灌进行研究．这里主要研究

Ｆｉｇ．２

Ａｕｔｏ－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Ｔａｂ．１

算分析水量分布数据的方法，并使数据处理过程和

喷头水量分布测试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１测试情况

的是，为全射流喷头提供一种精度高、可方便实现电
结果实现三维可视化．

２０只雨量筒

型号ｐ／ｋＰ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ＱＩ（ｍ３／ｈ、 礁号ｐ，ｋＰａ

Ｑ，（ｍ３／ｈ）

１０

２５１

１．０１

３０

４０４

７．５６

１５

３０１

２．３５

４０

４４９

１６．３０

２０

３５１

４．７１

５０

４９９

２７．６９

全射流喷头样机在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

从图３可知，对于１０，１５，２０，３０，４０，５０系列的

研究中心的喷灌大厅内进行测试．该大厅为直径４４

全射流喷头，在额定工作压力下，射程分别为：１０．５，

ｍ的室内圆形试验厅，作为室内测试场地，排除了风

１９．８，２２．６，２９．４，３５．２，３９．５

力与其他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喷头水量分布特性

准ＪＢ／Ｔ ７８６７－－１９９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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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ｎ）””舢）＝ｍｔ等＋ｍｉ＋１ ＸＴ－－Ｘｉ，戈乩ｔ，

５

４

茗ｉ＋１］，其中ｈｉ＝茗ｉ＋ｌ一石‘．
３

对Ｓ”ｉ（戈）连续两次积分得
２

ｓｉ（并）＝ｈＩ百ｍｉ（％ｔ一并）３＋警（茗＿）３】＋

ｊ＞目一＼皑簸爨督
ｌ

ｚ＋九铂钆。ｍ ｑ）一譬×

０

喷头距离／ｍ

ｈｒ帆）ＸＴ－－Ｘｉ饥１

（ａ）１０，１５。２０喷头

只要知道ｍ；和ｍｉ小则Ｓｉ（茗）表达式完全确定，
即可计算获取出喷头径向任意位置的水量分布

信息．
ＭＡＴＬＡＢ工程计算语言具有非常好的数值计算
功能，可根据输入数据自动完成插值函数的构造和
插值计算过程，给出插值结果¨３｜．笔者利用ＭＡＴ－
ＬＡＢ语言绘制水量分布图、编制程序，在全射流喷

喷头距离／ｍ
（ｂ）３０，４０。５０喷头

头射程范围内建立网格点，确定网格点对应的水量
图３喷头径向水量分布曲线
Ｆｉｇ。３

分布数据，绘制出喷头三维水量分布图，使数据处理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实现三维可视化，图４为５０喷头三维水量分布图．

２喷洒水量分布仿真
测试中，喷头的径向水量分布数据转化为网格
型数据，是均匀度分析和水量分布图绘制的主要步
骤．由于全射流喷头可以假设任何方向上水量分布
基本相同，因此，网格点的降水深只取决于各网格点
到喷头的距离，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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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笔者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将喷头径向水量分
布测试数据转换为网格型．样条插值函数的数学模
型建立如下¨引：

Ｆｉｇ．４

５０喷头三维水量分布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ｔｙｐｅ ５０

从图４中可以简单方便地看出全射流喷头在周

设灭茗）是区间［口，ｂ］上的一个二次连续可微函

向任意一点的水量分布，使喷头喷洒时得到的水量

数，在区间［口，ｂ］上给定一组基点＂ｆｉｔ＝菇ｌ＜菇２＜…

分布更加直观，可为以后分析改变全射流喷头结构

＜算蒯＝ｂ．设函数

参数时，提供一个效果更加明显的表达水量分布的
筇∈［戈ｔ，菇２］

方法，达到可视化的结果．

ｆｓｔ（菇）
Ｓ（ｘ）＝｛Ｓｉ（ｘ）菇Ｅ［菇ｉ，菇ｌ＋１］
Ｌｓ。（省）

戈Ｅ［并。，茗。＋１］

．

３组合均匀度计算及仿真

二次连续可微，Ｓｉ（茗）是一个不高于三次的多项式
或零多项式，ｉ＝１，２，３，…，１７，，且满足条件Ｓｉ（戈）＝

喷灌均匀系数是指在喷灌面积上水量分布的均

以ｘｊ），，＝１，…，，ｌ＋１，称Ｓ（石）为函数，（石）的三次
样条插值函数．

匀程度Ⅲ，笔者在三次样条插值法进行单喷头水量

记ｍ。：Ｓ”（石），八茗；）＝工．根据三次样条的定

喷洒下组合均匀度的计算和水量分布图的绘制，并

义可得：在每一个子区间［气，毛＋，］（ｉ＝ｌ，２，３，…，

对组合均匀度随组合间距系数变化进行仿真，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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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叠加法进行喷头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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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喷头研究提供软件分析平台．
下面就喷头正方形和三角形两种组合布置形式
分别加以讨论．图５为正方形组合布置形式示意图，
图６为三角形组合布置形式示意图．
ｄ（ｏ，■

ｃ（ｏ移

ａ（ｏ。Ｏ）

ｂ（ｒｏ，Ｏ）

图５正方形组合布置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ｒｒａｙ ｉｎ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聋，＿

，岛＿

图７
Ｆｉｇ．７
ｅ（Ｏ，哪

／Ｉｏ

０）

ｇ‘ｚｏ哪

Ｆｉｇ．６

ａｒｒａｙ ｉｎ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１０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在喷头组合间距系数ｋ。＝

图６三角形组合布置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１０喷头组合喷洒三维水量分布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从图５，图６中可以看出

ｌ。＝石呵ｒ，ｌ舶＝以万Ｚ阿

ｋ。＝１．２的情况下，正方形组合布置时，水量分布在
喷灌控制面积内四周均匀一致；在两喷头中间，喷灌
强度达到最高值４ ｍｍ／ｈ，离任一喷头越近，组合水
量分布越少．三角形组合布置时，在喷灌控制面积

ｌ。＝￣／（省一Ｌ）２＋（ｙ—ｒｂ）２

内，水量分布呈现三角形分布趋势，组合水量分布情

乙＝∥■百ｊ：了，ｌ。＝石百ｒ

况与正方形组合布置时类似．另外，正方形组合布置

ｌ对＝√（茹一Ｌ）２＋ｙ２

方形组合均匀度要高于三角形组合均匀度．

１ｗ＝√（名一２ｒ。）２＋Ｙ２

ｋ√（戈专）２＋ｙ－－ｒｂ）２

比三角形组合布置水量分面更加均匀，可以预测，正
当单喷头水量分布确定后，影响喷灌组合均匀
度的主要因素为喷头组合方式和组合间距．在确定
喷头组合布置形式下，有了插值点总降水深，即可计
算出组合均匀度．在ＭＡＴＬＡＢ上编制仿真程序，采

ｚ皤＝√（茗一≥）‘＋（，，一九）２

用仿真技术计算在一定组合间距下，喷灌组合均匀

喷头组合间距系数为

法，对于喷头正方形和三角形两种布置方式，选取组

¨蚤＾＝鲁

度的大小，从而确定喷头最佳组合方式．按上述方
合间距系数ｋ＝ｋ。：ｋ。分别为１，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等９种情况进行仿真计算，运行

式中Ｒ为喷头射程．在喷头组合间距系数ｋ。＝ｋ。＝

结果得出数据后再进行三次样条插值，绘制喷头组

Ｉ．２下，根据前述采用三次样条数学模型插值，计算

合间距系数与组合均匀度关系图．

出每个喷头在插值点处的降水深度，然后叠加求出

按上述方法运行，图９为正方形组合喷洒均匀

插值点处的总降水深．用ＭＡＴＬＡＢ编制计算程序，

度仿真曲线．从图９中可以看出：正方形布置时比三

对１０喷头进行组合水量分布图绘制．图７为１０喷头

角形布置时的组合均匀度曲线更加平坦．这意味着

组合喷洒三维水量分布图，图８为１０喷头组合喷洒

正方形布置时，随着组合间距系数改变，均匀度呈稳

水量分布等值线图．

定变化状态．三角形布置时，随组合间距系数改变，

万方数据

第ｌ期

袁寿其等：基于ＭＡＴＬＡＢ全射流喷头组合喷灌计算模拟

５ｌ

均匀度呈急剧变化状态．正方形布置组合间距为１

于系列喷头，正方形布置时，宜选取组合间距系数为

一１．４，三角形布置组合间距为１．５—１．７时，系列喷

１．２，对应组合间距为１．２ Ｒ，不同喷头在此相同组

头组合均匀度能超过７５％，符合喷灌要求．

合间距下均匀系数平均值为８２．４％．三角形布置
时，选取组合间距系数为１．５，对应组合间距为
１．５

Ｒ，不同喷头在此相同组合间距下均匀系数平均

值为８５．７％．

ｉＵｌｍ

袭２均匀度最大值对应组合间距系数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ｍ
（Ｉ）正方形组合

４结论
１）国内原创的系列全射流喷头，包括１０ＰＸＨ，
ｂ／ｍ
（ｂ）三角形组合

图８

ｌＯ喷头组合喷洒水量分布等值线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８

１５ＰＸＨ，２０ＰＸＨ，３０ＰＸＨ，４０ＰＸＨ，５０ＰＸＨ等６种型

·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ｔｙｐｅ １０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号，样机通过室内喷灌大厅测试，得出喷头径向水量
分布．在额定工作压力下，射程分别为：１０．５，１９．８，
２２．６，２９．４，３５．２，３９．５ ｍ．

２）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将喷头径向水量分布
测试数据转换为网格型，利用ＭＡＴＬＡＢ语言编制水
量分布图绘制程序，使数据处理实现三维可视化．进
行组合水量分布图的绘制，为全射流喷头的研究提
供软件分析平台．
３）在正方形和三角形两种布置形式下，对全射
流喷头组合均匀度随组合间距系数的变化进行仿真
后，提出了最佳组合间距系数值：正方形布置时为

喷头组合间距系数女
（１）正方形组合

１．２，三角形布置时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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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组合间距系数
（ｂ）三角形组合

图９组合喷洒均匀度仿真曲线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ｕｒｖｅ８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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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所对应的组合间距系数。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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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为经过仿真计算，系列喷头均匀度达到最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ｌｕｉｄｉｃ ｓｐｒｉｎｋｌｅｒ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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