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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蚀磨损对全射流喷头可靠性的影响
李红，陈超，向清江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Ｔ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阐述了全射流喷头射流元件主要磨损形式为冲蚀磨损．为了研究冲蚀磨损对全射流喷头
可靠性的影响，定义了全射流喷头的三项失效指标：末端雨滴直径、步进频率和步进角度．完成了磨
粒质量浓度为ｌ％，２％和３％三种情况下的全射流喷头磨损试验，测试了喷头的主要水力性能参
数，即喷头流量、喷头信号水流量以及末端雨滴直径随时间变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喷头的主要水
力性能参数随着磨粒质量浓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但质量浓度变化对水力性能参数的影响逐渐减
小．信号接嘴１作为喷头的最易磨损件，可选用耐磨材料来加工，以提高喷头工作的可靠性．
关键词：全射流喷头；可靠性；冲蚀磨损；失效指标；水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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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射流喷头是指通过水流的反作用力获得驱动

会造成喷头不能步进、不能旋转，影响喷头运转的可

力矩，利用水流的附壁效应改变射流方向的旋转式

靠性．因此，研究冲蚀磨损对全射流喷头运转可靠性

喷头¨ｑＪ．全射流喷头结构简单，性能优良，是我国

的影响，是全射流喷头可靠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独创的喷洒器．由全射流喷头的工作原理知，射流元

本研究针对不同质量浓度混水对喷头耐磨性能

件部分主要磨损形式为冲蚀磨损．全射流喷头的工

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并定时检测喷头的关键水力性

作原理及其结构特点决定了射流元件尺寸精度要求

能，即喷头流量、喷头信号水流量以及末端雨滴直径

较高．若射流元件的磨损超出喷头允许的尺寸范围，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以期为喷头的产业化和应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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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信号水流量逐渐减小．喷头的步进频率会逐渐
降低，步进角度及末端雨滴直径逐渐变大．导致喷头
的雨量分布及喷洒均匀性变差．当喷头的某些水力

１冲蚀磨损简析

性能参数降低至一定值时，即可认为喷头失效．依据
遭受固体、液体微粒的打击、冲刷和侵蚀，使材
料从零件表面流失的过程称为冲蚀磨损Ｈ Ｊ．冲蚀磨
损的松散颗粒一般小于１
５５０

０００

ｔｘｍ，冲击速度不超过

ｍ／ｓ，超过这个范围出现的破坏通常称为外来物

相关理论０７１，并通过试验研究，可从下面３个指标来
定义全射流喷头的失效：
２．１

全射流喷头的末端雨滴直径
雨滴的动能旧１

损伤，不属于冲蚀磨损讨论内容¨ｊ．
射流元件遭受磨损的主要部份包括：①收缩锥
管和基圆段；②水密封面ｓ。，Ｓ：处；③作用区左右
侧壁；④盖板；⑤信号接嘴１．其具体结构如图ｌ所

Ｅ＝２６．１７磊’６７ｙ

（１）

式中Ｅ的单位为Ｊ；ｙ为水的重度，Ｎ／ｍ３；ｄｏ为雨滴
直径，ｍ．
雨滴对地面的作用力

示．

ｐ＝留

影响喷头工作可靠性的关键部份是基圆段和信

㈩

号接嘴１，其次是收缩锥管、水密封面、作用区左右

式中Ｐ为雨滴对地面的作用力，Ｐａ；Ｐ为计算喷灌强

侧壁和盖板．

度，ｍ／ｓ；秽为雨滴落地时的速度，ｍ／ｓ；ｇ为重力加速
度，ｍ／ｓ２．
由式（１），（２）可知，雨滴的作用力与雨滴落地
时的速度、雨滴直径密切相关．为了减小喷灌雨滴对
土壤和作物的危害，以适应作物喷灌的要求，必须减
小雨滴直径以及降落速度，从而减小雨滴降落时的
作用力．但雨滴过小，虽对作物有益，但消耗能量多，
影响射程，易被风吹走，同时蒸发损失严重．参考相
关文献［９］和［１０］，喷洒的末端水滴直径在１—３
ｍｍ之间为宜．当全射流喷头的末端雨滴直径大于４
ｍｍ时，可认为喷头的水力性能较差．
２．２全射流喷头步进频率
喷头的步进频率即单位时间内喷头的附壁次

图１
Ｆｉｇ．１

射流元件水力结构示意图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数．步进频率主要影响喷头的直射时间．由于喷头的
附壁时间～般远小于喷头的直射时间，若一个喷头
的步进频率小，则其直射时间必然显著增加，这会导

冲蚀磨损率［６ ３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４个方
面：①磨粒特性的影响；②冲击角的影响；③颗粒速
度的影响；④环境温度的影响．

致喷洒区域内的雨量分布变差．因此喷头的步进频
率需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通过试验研究，当全射流喷头的步进频率控制

笔者主要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磨粒

在１左右时，其雨量分布最优．参考相关试验结果，

质量浓度的变化对全射流喷头的冲蚀磨损影响，进

当步进频率降至Ｏ．５以下时，喷头的水力性能较差．

而得出磨粒质量浓度变化对喷头运转可靠性的

２．３全射流喷头的步进角度

影响．

步进角度即喷头每次步进时转过的角度．步迸角
度也是影响全射流喷头分布均匀性的一个重要参数．

２磨损失效指标的建立

喷头的步进角度过大，必然会造成水量向某几条线或
某几块区域集中，导致分布均匀性的下降．通过试验

对全射流喷头进行可靠性研究，首先需定义全

研究，当喷头的步进角度控制在１００左右时，喷头既能

射流喷头的失效．随着喷头磨损量的增加，特别是关

获得较好的喷洒均匀性，也可以有较大的驱动力矩．

键结构基圆段及信号接嘴１的磨损，喷头流量逐渐

当喷头的步进角大于３０。以后，其分布均匀性基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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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喷灌要求了，即喷头的水力性能较差．
在测试喷头水力性能时，若喷头末端雨滴直径、
步进频率、步进角度三项指标中任意两项超出上述

５５

天平测量信号水流量．磨粒取自长江江滩的泥沙，颗
粒大小级配为自然级配，平均粒径１３．５ ｐ．ｍ，磨粒结
构如图３所示．

的数值，即认为喷头失效．

３试验装置
’

图２为喷头耐磨损试验装置．它由锥形水箱、管

网、水泵机组、压力表、球阀以及试验用喷头组成．
傩形水箱

图３显微镜下的磨粒
球阀２

Ｇｒ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Ｆｉｇ．３

球髑１

４．２试验结果分析
取水管路

通过多只喷头的磨损试验得知，信号接嘴ｌ为

捧水管路

最易磨损件．随着信号接嘴１的磨损，信号水流量逐
渐变小，喷头的直射时间变长，步进角度变大，喷头

支攘

的水力性能显著下降，最终导致喷头失效．图４为失
效后的信号接嘴１，可以看到其磨损量较大．
图２喷头耐磨损试验自循环装置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ｒｅｔｔ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ｒｉｇ

工作过程：关闭水泵机组进口排水管路上的球
阀１，打开取水管路上的球阀２，启动水泵机组，打开
自搅匀管路的球阀３，关闭喷头试验管路上的球阀
４。待水箱内含沙水搅匀后，打开喷头试验管路上的
球阀５至合适位置，使喷头进口压力表读数为设定

图４失效的信号接嘴

工作压力，流量通过流量计测出，喷头带有反向机

Ｆｉｇ．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ｔｕｂｅ

构，在规定的角度内喷洒、水流自水箱一侧开口中射

试验过程中，我们依据失效指标来定义喷头，分

入水箱，循环运行．为了检测喷头各主要水力性能参

析喷头是否失效，同时我们定时检测喷头流量、信号

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我们定时关闭水泵机组，利用

水流量、喷头末端雨滴直径等水力性能参数，来分析

测试设备对各参数进行实时检测．

喷头工作性能随磨损时间的变化情况．

４．２．１喷头流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４冲蚀磨损试验及结果分析

喷头流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５所示，通过
对试验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①由于喷头制造差

４．１试验方法
为了研究全射流喷头耐磨性能，参考我国主要
灌溉区河流的含沙量Ｈ¨，最终选择质量浓度１％，

异，不同喷头初始流量均有一定的不同；②开始阶段
喷头流量随时间急剧增大，当工作至一定时间后，喷
头进入一个稳定工作阶段，流量基本不变化．

２％，３％的混水进行耐磨性试验．

Ｏ
Ｏ

喷头的耐磨性试验和水力性能测试均在江苏大

０

学室内喷灌大厅进行．试验喷头为ＩＯＰＸＨ全射流喷

＾《，一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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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喷头水力性能参数的影响越来越小．

喷头信号水流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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