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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正交试验的三角环流流道灌水器数值模拟
王新坤，李俊红，李亚飞，许文博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

要：针对目前灌水器结构形式单一的现状，构造出一种新型的三角环流灌水器．利用Ｐｒｏ／Ｅ

软件完成灌水器造型，运用ｎｕｅｎｔ６．３对灌水器内部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以三角环流灌水器流
道的关键结构参数为因素，以灌水器的流态指数和流量为试验指标，对灌水器进行了正交试验设
计，并应用极差与方差分析法分析了流道关键结构参数对流态指数和流量的影响度．结果表明，
三角环流灌水器的流态指数的值在０．５左右，水力性能良好；流道宽度对流态指数的影响最显
著，而流道深度、进口尺寸和单元高度对流态指数没有显著影响；流道深度、宽度、进口尺寸和单
元高度对灌水器流量均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递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灌水器流
量和流态指数与流道结构参数之间的回归模型，可为三角环流灌水器结构设计与量化分析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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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器是滴灌技术的核心部件，其流道结构、尺

对灌水器流态指数的影响微弱∞】，灌水器的流道单

寸等因素决定了其出流稳定性、抗堵能力等水力性

元长度取固定值Ｚ＝２．５ ｍｍ，单元个数取２０．由图１

能，水力性能的优劣对滴灌系统的造价、能耗、灌水

可知，ｈ，口，ｂ，Ｄ为流道构建的关键参数，因此将它们

质量及使用寿命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研究应

作为试验因素，每个因素取５个水平进行正交试验

用起步相对较晚，主要是以引进和仿制为主，设计开

设计，见表１．

发周期长，性能指标不够稳定．国外关于滴灌灌水器

假定各因素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考虑各因素

流道设计方面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论文极少

的实际组合情况，以灌水器的流态指数和流量为试

见¨。２］．一段时间以来，灌水器流道结构形式发展缓

验指标，根据试验选定的试验因素和水平，选取正交

慢，制约了滴灌灌水器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和应用，难

试验表Ｌ２５（６’）．

以适应滴灌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
为此，构造出一种新型的滴灌灌水器流道，并利
用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软件Ｆｌｕｅｎｔ ６．３和正交试

表１试验因素水平选取
Ｔａ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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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各结构参数对此类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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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器水力性能的影响程度，并建立流态指数和流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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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模型，为三角环流灌水器结构设计提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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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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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１流道结构设计

２．２数值分析
按照正交试验表中流道结构的尺寸，利用Ｐｒｏ／

流体在边界突然扩大和突然缩小的通道中流动

Ｅ完成灌水器的三维造型，将其导入Ｆｌｕｅｎｔ ６．３的

是一常见的现象．由于流体惯性和突然扩大或突然

前处理器Ｇａｍｂｉｔ中，通过Ｇａｍｂｉｔ对不同形式灌水

缩小的边界条件，在管壁拐角与主流束之间形成分

器进行流道网格划分．灌水器内部流道的网格划分

离．在拐角附近的流速较低，轴线附近的流速较大，

采用基本尺寸为０．０８ ｍｍ的六面体网格，网格数约

造成流层脱离，形成回流区，引起压力降低和能量损

为（１２．１～２１．２）×１０４个．其次，根据流道内部流体

失．据此构造出一种新型的三角环流灌水器流道结

特性，选择模拟模型．ＣＦＤ数值模拟的紊流模型选

构，并对其水力性能进行初步研究．

择目前通用的标准ｋ一占模型”１．

三角环流滴灌灌水器的流道单元是由两个相似

灌水器流道进口设为压力入口条件，流道出口

的三角形扁柱体嵌套而形成的三角环形柱体通道，其

压力设为大气压．采用标准壁面函数法对流道壁面

结构如图１所示，ｈ为灌水器单元高度，口为单元进口

进行处理．数值计算采用定常的非耦合隐式算法，压

尺寸，Ｚ为单元长度，ｂ为流道宽度．流道深度为ｎ

力项等采用二阶迎风格式，参差标准设置为１×
１０一，速度耦合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６ ｏ．

３结果分析与讨论
灌水器在自由出流条件下，其流量和流态指数
取决于流道的几何尺寸，流量与工作压力之间存在
以下关系：
ｑ＝ｋＷ。

图１灌水器单元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ｍｉｔｔｅｒ ｕｎｉｔ

（１）

式中ｑ为灌水器流量，Ｌ／ｈ；七为流量系数；Ⅳ为工作
水头，ｍ；菇为流态指数．

２试验设计和数值计算

应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不同流道结构参数组合在
ｌ～１０

２．１试验设计
鉴于目前在对灌水器的研究成果中，流道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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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工作水头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灌水器的

流量ｑ，由式（１）拟合压力一流量函数的参数，得到
流态指数筇和流量系数ｋ，如表２所示．

表２数值模拟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叮／（Ｌ／ｈ）

从表２的正交试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由不同水

（见图２，３），即采用极差分析法进行因素的影响度

平值组合得出的流道结构，其表现出来的ｋ，菇和ｑ

分析一。８ Ｊ．各因素在不同水平下试验结果平均值的

都相差较大．茗反映ｒ灌水器的流态特征即流量对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即极差ｒ）反映了该因素的影

压力水头变化的敏感程度．在实际的理论分析和工

响程度．ｒ值越大，改变因素的水平就会引起指标发

程应用中，常将戈作为评价灌水器水力性能优劣的

生越大的变化，所以该因素对指标的影响就越大；反

指标，三角环流流道灌水器的流态指数在０．４８５

之，影响就越小．由图２可以看出，因素ｂ的最大值

９—

０．５２ｌ ９．

与最小值之差最大，因此，对髫影响最大的是ｂ；其

３．１流道结构参数对工和窖；影响的极差分析

次是Ｄ和ｏ，影响最小的是ｈ．同样，图３中Ｄ因素

将各凶素在不同水平下的流态指数均值茗和流

量均值玩（５ ｍ工作水头下）用因素一指标图表示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最大，因此对ｑ，影响最大的
是Ｄ，其次是ｂ，ｎ和ｈ．

ｏ与—百％—１分—１０
ｂ／ｎｅａ

图２关键参数对；的因素趋势图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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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々——１南———如
Ｄ／ｍｍ

０．４

０．８

１．２

０．４

ａ／ｍｍ

０．６

０．８

１．０

ｏ．４

ｂ／ｎｕｎ

０．８

１．２

Ｄ／ｍｍ

图３关键参数对玩的因素趋势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玩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３．２流道结构参数对ｘ和吼影响的方差分析

从表４中可以看到，按显著水平ａ＝０．１来检

由于极差分析法本身只提供整个系统的总体情

验，因素深度、流道宽度、进口尺寸和单元高度对灌

形，不将变异分解成重复性和再现性一Ｊ，因此不能

水器流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影响最大的是深度Ｄ．流

以此来判断因素对髫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这里用

道结构各因素对灌水器流量影响的大小顺序为：深

１３．０统计软件选定相应的变量参数进行方差

度＞流道宽度＞进口尺寸＞单元高度．因此，三角环

ＳＰＳＳ

分析，结果见表３．

流灌水器的流量设计需要综合考虑所选４个关键参
数，以期获得符合设计流量的最佳参数组合．

表３流道结构参数对工影响的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

３．３

Ｊ和霉５与结构参数的数学回归模型
试验结果表明，流量与参数之间的线性回归模

型具有较高的线性相关性，能较好地表达两者之间
的关系．因此，以表２中灌水器流量（５ ｍ工作水头
下）与流道结构参数（单元高度、进口尺寸、流道宽
度、深度）之间的对应数据为回归数据源，用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形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５，表中
注：ｓ为平方和，为自由度；Ｖ为均方和；Ｆ为检验统计垡；Ｐ为显著
性概率．

从表３中可以看到，按显著水平ａ＝Ｏ．１来检
验，只有因素流道宽度ｂ对应的显著性Ｐ值小于
Ｏ．１，即流道宽度对灌水器流态指数ｚ的影响显著．
流道结构各因素对流态指数茗影响的大小顺序为：
流道宽度＞深度＞进口尺寸＞单元高度，与极差分

ｂ为回归系数，ｂ。为标准化回归系数，Ｂ为偏回归系
数，盯为标准误差，因变量为ｑ，；复相关系数Ｒ＝
０．９５６；Ｒ２＝０．９１３；Ｒ２修正值为０．８９６；标准误差估
计值矿ｌ＝０．２４９

２７２ １０３ ４．

表５线性回归系数表
Ｔａｂ．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析的结果一致．因此在三角环流灌水器的设计中。应
着重考虑流道宽度ｂ对流态指数的影响．
同样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选定相应的变量参数对
流鼍（５ ｍ水头下）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４．
Ｔａｂ．４

表４流遒结构参数对ｑ，影响的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ｌ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来源

Ｓ

ｆ

ｈ

１．１８８

４

０．２９７

３．８８６

０．０４９

ｏ

２．１９７

４

０．５４９

７．１８２

０．００９

ｂ

２．３５５

４

０．５８９

７．７００

０．００８

Ｄ

８．００４

４

２．００ｌ

２６．１７２

０．０００

误差０．６１２

８

Ｏ．０７６

总计２０５．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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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Ｖ

ｒ

ｐ

从表５回归系数表中可以得到５ １１１工作水头下
灌水器流量吼与结构参数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ｑ５＝一１．９９７－０．３３７ｈ＋２．０９３ａ＋
２．１３２ｂ＋３．９３５Ｄ，

（２）

该线性模型的相关系数Ｒ＝０．９５６，尺２＝０．９１３，线性
关系很显著．回归模型显示，随着深度、流道宽度、单

元进口畏！篓喾夸，孽李琶篓姜曼惫随着单元烹窭
ＡｅｆｅＲ（献文
考
参
…一一
）
ｓｅ
ｃｎ
ｅｒ
ＨｈＹ，４－ｔ日磕八－－ｂ．．，流量减小．此外，按显著水平ａ＝．０
来检
１

验，在该线性回归模型中，所选４个因素对该线性模

［１］Ｗｅｉ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Ｓｈｉ
Ｓｔｕｄｙ

型影响都显著，即对灌水器流量影响显著．

ｏｎ

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到流态指数石与结构参数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髫：０．５５４—０．０５２ｂ一０．００７Ｄ一０．００２ｈ一
ｏ．００２口．

Ｙｕｓｈｅｎｇ，Ｄｏｎｇ

ａ１．

Ｗｅｎｃｈｕ，ｅ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ｉｐ ｅｍｉｔｔｅｒｓ ｂｙ ｃｏｒｎｏ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８［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耽衙

，讹’１呼ｍ眦，２００６，８４（１／２）：１３０一１３丘

［２］Ｂ唰Ｊ＇Ｂ幽Ｖ，吼＂‘，吣？。ｎｔ扎面艄ｉｏｎ
，

（３）篆裂：衰葛蕊高掣Ｌ脚栅

式（３）表明，所选４参数与流态指数ｚ均为负相关，

［３］王建东，李光永．齿形迷宫流道结构参数对滴头水力

即各个参数增大时，戈均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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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２）和式（３）能够设计出符合实际要求
的灌水器流道结构，可以作为指导三角环流灌水器

文集．２００４：２４６—２５２．
［４］Ｗｅｉ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Ｌｕ
ｅｍｉｔｔｅｒ

设计的理论依据．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Ｇａｎｇ，Ｌｉｕ
ｉｎ

ｄｒｉ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Ｊｉｅ，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黧墨＝嚣蠡水２００器８进，６３口（流２）馓：２９４值－模３０３拟．

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黜以下结论：姜鬻掣Ｌ？甓笋ｊ＝。，２ｄ７‘。１…）：６０面－６ｎ３‘鲫ｄ
（１）利用数值计算软件Ｆｌｕｅｎｔ和正交试验设计￥帆二ｍｌ。ｐｔｉ二ｉ：ａｔｉｏｎ

方法，分析了具有多因素影响的三角环流滴灌灌水

ｌａｈ州ｎｔ｝ｌ“ｐ

器的水力性能．该流道的特征在于纵向断面具有周
期性的突然扩大及突然缩小的特征，同时具有分流
和汇流的特性，形成突缩、突扩、分流和汇流的过流

ｆｏｒ ｉｆｌｌ。ｔ ｎ。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ｉＩｌｇＩｅ诵Ｉｌｇ

ｉｒｒｉ鲥。ｎ ｅｍｉｔｔｅｒ［Ｊ］．Ｄｍｉ眦酽口砌Ｍ

删加Ｊ】ｌ‰＾ｉｎ州，２００９，２７（１）：６０—６３．（ｉｎ Ｃｈｉｎ。眈）
［６］

同大壮，杨培岭，任树梅．滴头流道中颗粒物质运移
动态分析与ＣＦＤ模拟［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

通道．三角环流滴灌灌水器流道与同类璎灌水器流

（６）：７１—７４．

道相比，过水断面显著增加，易于水中杂质的通过，

Ｙａｈ Ｄａｚ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ｇ Ｐｅｉｌｉｎｇ，Ｒｅｎ Ｓｈｕｍｅｉ·Ｓｔｕｄｙ

Ｏｎ

能够有效地提高灌水器的抗堵塞能力．由数值分析

ｄｙｌｌ一。删ｙ吼８

妻曩奎试验望苎琶妻戋。，三拿孑流灌水器的流态指
数均在０．５左右，水力性能良好．

弦ｂａｓｅ船ｄ廊ｏｎ砒Ｃ啪ＦＤ。［舭Ｊ］．＾ｉＴ肥ｒａ侈ｎｓ，ａｃ２ｔ。。ｉｏｎ７ｓ，０３ｆ８ｔ（ｈ６ｅ）Ｃ：ｈ７ｉｎ。ｅｓ—ｅ７Ｓ４０．ｃｉ（ｅｉｔｎｙ
””
…一
、一

（２）流道结构参数对流态指数ｚ影响的程度

：。．。、……

０１

ｐａｎｌｃｌｅ。。１０ｖ。ｍ朋¨ｎ ｄｎｐ锄ｎ衙

’

［７］袁建平，李淑娟，付跃登，等．用正交试验研究分流

为：流道宽度＞深度＞进口尺寸＞单元高度，对流量

叶片对离心泵性能的影响［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９，２７

影响的大小顺序为：深度＞流道宽度＞进１３尺寸＞

（５）：３０６—３０９．

单元高度．但是按显著水平ａ＝０．１来检验时，流道

Ｙｕａｎ

宽度对流态指数菇影响显著；深度、流道宽度、进口

ｂｌａｄｅｓ’ｅｆｆｅｃｔ

尺寸、单元高度对流量的影响显著．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３）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拟合出了流量（５

ｍ

工作水头下）与结构参数的关系式，具有较高的线

竺塑篓回归表达苎垩卺：蹩望：妻妻登：苎
元进口尺１－Ｉ－－口ｈ＆Ｙ，４－曲日－八－ｂ－，灌１ｉｔ水器流量增大；随着单元高度
的增大，流量减小．同样，得出了流态指数聋的回归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 Ｓｈｕｊｕａｎ，Ｆｕ Ｙｕｅｄｅｎｇ，ｅｔ ａ１．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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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９，２７（５）：３０６—３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张俊，洪军，赵万华，等·基于正交试验的迷宫

鋈淼黜兰萎攀盯·西安交通大学学
Ｚ”ｈ”ａＩｌｇＪｕ：，意毒ｊｕｎ。二ａ０
ｗ。ｎｈｕａ，。ｔ

ｚｅａｌ ｄ。ｉｓｉｇｎ

０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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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赢ｎｔｈ．。ｈｎｎ。ｌ ｅｍｉｔｔ二ｂ鹤ｅｄ。ｎ。ｒｔｈ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如啪讲ｏｆｘｉ，∞胁ｌｏ增跏．

表达式，结果显示，主要结构参数与并均为负相关．

ｇｏｈａｌ

回归公式的建立，对指导灌水器的设计有积极的意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４０（１）：３１—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义，为三角环流流道灌水器的研究与结构设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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