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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灌毛管进口流量调节器应用的经济性分析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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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通过对一个滴灌系统安装与不安装毛管流量调节器的４个方案进行的实例设计，综合分
析了各方案的工程造价和运行能耗，探讨了流量调节器应用的经济可行性，提出了流量调节器经济
性分析与评价的方法．结果表明，微灌工程中，毛管流量调节器的成本对工程造价影响不明显，而允
许工作水头下限值对工程能耗影响显著．如果所选毛管流量调节器的允许工作水头下限值大于其
经济阈值，则使用流量调节器是不经济的．毛管流量调节器的型号、规格和工作参数的选择与使用，
可参照列举的方法进行技术和经济性分析后确定．
关键词：流量调节器；滴灌系统；微灌；造价；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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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７次全国微灌大会统计，目前我国已发展

大变化，会影响到工程的造价和运行能耗．

微灌面积近６．６７×１０５ ｈｍ２，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

国内外在微灌毛管水力解析及设计方面的研究

会和生态效益．为了保证微灌工程灌水的均匀性，一

已较为成熟¨“Ｊ，但对于毛管进口应用流调器的经

些微灌系统的毛管进Ｅｌ安装了流量调节器（以下简

济分析与评价相对较少．田金霞等＂１在没有考虑管

称“流调器”），而且应用规模成快速增长的趋势．但

网及压力调节器能耗的情况下，对滴灌系统中分别

是应用毛管流调器将使微灌工程管网的设计发生较

在毛管和支管进口处安装压力调节器的管网投资进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一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项目资助（２００６ＡＡｌ０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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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据此得出了单个压力调节器的经济阈值，

口端连接毛管的进口，处于有压出流状态，流调器进

为滴灌压力调节器的制造及选择提供了依据．目前，

口的允许工作水头上下限可由以下两式计算［１

０１：

毛管流调器的品种规格单一，系列化程度不够阳］，

编一＝ｈｏ＋ｋ

（２）

工程中使用的毛管流调器工作压力普遍偏大，造成

ｕｏ丽。＝ｈｏ＋巩ｊ。

（３）

系统能耗增加较多．

上面两式中，甄。，和风。ｉ。分别为有压出流条件下流

为此，笔者简要介绍流调器的技术性能及参数，

调器允许水头的上限和下限，ｍ；＾。为毛管进口要求

并通过实例对比来分析流调器安装后微灌系统的年

的水头，ｍ；Ｈ一和日晌分别为大气出流条件下流调
器允许水头的上限和下限，ｍ．

费用差异，对流调器应用的经济性进行探讨，找到流
调器经济性分析与评价的方法，以得出流调器允许
压力水头下限的经济阈值，为流调器的合理使用提
供依据，以期能够降低微灌系统造价、改善灌水质
量，减少运行能耗．

１技术性能及参数

Ｈ／ｍ

以自ｑｍ
图１

工程中常用的微灌毛管流调器一般由外壳和弹

大气出流时流调器进口水头与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１

性芯体组成，弹性芯体一般由橡胶、硅胶等材质制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ｉｎｌ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ｉｒ ｏｕｔｆｌｏｗ

成，利用弹性材料来改变过水断面从而达到调节流
量的目的．流调器的技术参数主要有额定流量和允
许水头上、下限．额定流量和允许水头上、下限是流
调器选型的主要依据．允许水头下限与流调器运行
能耗的大小有关．当前市场上的毛管流调器允许水
压下限普遍偏大，大都在８０ ｋＰａ［９１以上．
流调器的水力性能可以由在大气出流条件下，
进口水头与流量的关系曲线来表示．如图１所示，Ａ
—Ｂ段曲线趋近于水平变化，为流量基本稳定段；Ａ，

２

实例设计
为了便于说明，采用图２所示的滴灌系统进行

管网设计，干、支、毛管均按照平坡计算，设计基本资
料见表ｌ，滴头流量与压力水头的关系：ｑ＝ｋｈ。．流调
器采用文献［１１］研制的毛管稳流三通，具体参数见
表２，流量与水头关系：Ｑ＝４４０．８７矿’０４６ ５；本例中涉
及到的管道规格及单价见表３．

曰两点所对应的水头，即为流调器大气出流时允许

水头的下限值（巩；。）和上限值（日一）．Ａ一曰段曲线

；。（｝雀争。：。墨’ｌ妒，：。（三２）ｌ岔。。。（三６）ｌ

方程为

｝司萧萧产ｍ）『
Ｑ＝ｋＷ

（１）

式中，Ｑ为通过流调器的流量，ＩＶｈ；ｋ为流量系数；日

㈣）Ｉ

：６捌∞：。誓’１⑦ｍ。（三０’ｌ争㈣：’ｌ
∞佬 ㈤１
∽Ｉ
ｎ３）ｉ

为大气出流时流调器的进口水头，ｍ；ｘ为流调器的
流态指数．

盎兰

图２管网示意

当微灌系统毛管进Ｉ＝Ｉ安装流调器时，流调器出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ｏｆ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表１微灌设计基本资料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影响微灌系统造价及运行费用的因素很多，管网

表２毛管稳流三通参数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ｗａｙ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单孔额定流量／（Ｌ／ｈ）月二。／ｍ日一／ｍ

布置、运行方案、管径大小等对两者都有显著影响．为
了易于比较，在不改变管网布置、毛管管径及灌水器

流量偏５／％

型号的情况下，分析不同设计方案对两者的影响；以
毛管进口安装稳流三通为基本设计（方案１），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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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改变轮灌组划分方案、运行时间，是否增加管径

等，再设计３种对照方案，具体情况见表４．

表３管道规格及单价
Ｔａｂ．３

方案

安装稳
流三通

ｌ

Ｖ

增加干
管管径

增加支
管管径

改变运——
行时间

２

Ｖ

Ｖ

Ｖ

３

Ｖ
Ｖ

Ｖ
Ｖ

Ｖ

４

ｘ××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Ｖ

轮灌组划分方案支管号

轮灌组１

ｖ ｖ，Ｌ

ｉ ｛（
１

＾ ＾、，

轮灌组３

轮灌组４

３

一２

且一６

一８

（９）（１１）（１３）（１５）（ＩＯ）（１２）（１４）（１６）

３

２

６Ｈ ８

２

５

７

Ｈ

８

（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０）（１２）（１４）（ｔ６）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７

Ｈ

８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２

＾ ＾、，

∞＠＠ｏ ＾ ＾） ｏ印＠＠ ＾ ＾）

５ 一＾＾ ）

雠一㈩㈤㈣㈤

：一Ｈ

注：轮灌组划分方案共分４个轮灌组．每个轮灌组一次运行４条支管

系统设计灌水定额为３３４．５ ｍ３／ｈｍ２，灌溉定额

式中，为管网的年费用，元／年；Ｃ为管网造价，元；

９００

ｍ３／ｈｍ２．管材、管件按１０年静态折旧，电价

Ｅ为电价，元／（ＫＷ·ｈ）；ｔ为管网年工作小时数，ｈ；

按０．５影（ｋＷ·ｈ）计，各方案毛管造价相同；干支

Ｑ为管网４个轮灌组进口流量平均值，ｍ３／ｈ；Ｈ为管

管连接管件的费用没有很大差异，在管网造价对比

网进口压力水头，ｍ；卵为泵站效率，本例为０．７．

为３

分析中未予考虑．则工程年费用

Ｆ＝品＋器

根据管网基本数据和方案设计，按照上述公式

㈩

及微灌工程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水力计算与设计，
计算中造价及费用全部取整，得到表５所示结果．

表５设计结果
Ｔａｂ．５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ｓｕｌｔ

试验及生产实践表明，当滴头流量在一个小范

高．这说明，稳流三通的应用虽然降低了管网的一次

围内变化时，只要保证灌水量相同，滴灌水在土壤中

性投入，但增大了水头损失，管网进口压力水头大幅

的运移和分布差异对作物的影响极其微小．因此，在

提高，导致运行能耗增加，使得年费用超出其他几个

未安装稳流三通的方案中，对于同时运行的所有滴

方案．

头，保证其流量偏差率小于２０％．每个轮灌组的管

方案１中稳流三通的造价为９６０元，其他３个

网进口压力水头相同，而进口流量与滴头平均流量

方案中常规三通的造价为３８４元，在管网造价中的

各不相同，可以通过调整运行时间使其灌水量相同，

比例均不超过３％，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微小．而由于

从而使灌水均匀性及灌水量满足工程设计要求．每

稳流三通的允许压力水头下限较高，致使管网进口

个方案的管网进口平均流量和滴头平均流量均与设

压力水头升高１３．５８ ｍ以上，比其他３个方案高出

计流量相同，保证了每个方案的灌水总量与运行时

５０％左右．忽略稳流三通造价对年费用的影响，使用

间完全一致．

稳流三通后，可以认为管网年费用的增加全部由稳
流三通的水头损失所造成．管网进口增加的压力水

３经济性分析
由表５可知，设置稳流三通的管网可以减小支
管和干管管径，造价最低，但运行能耗和年费用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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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可按下述公式计算：
△Ｆ一＝３６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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