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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翼迷宫灌水器进口流场数值模拟与结构优化
王新坤，李亚飞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工程应用中，大多数堵塞都发生在灌水器进口及其邻近区域
的问题，对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进口结构特性和水力性能进行分析，并对内部流场的计算流体进
行动力学（ＣＦ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目前广泛使用的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的进口在实现灌水器
多进口安全保障、过滤、抗堵塞等功能方面的设计存在不足之处．应用ＣＡＤ—ＣＦＤ技术改进单翼迷
宫式滴灌灌水器进口的结构，优化其水力性能．改进后的灌水器５个进口流量基本相同，流速分布
也较为均匀．不存在超低流速区，能有效减少灌水器进口的沉积和堵塞，提高灌水器的抗堵塞能力，
实现了多进口的安全保障功能．
关键词：滴灌灌水器进口；水力性能；数值模拟；结构优化；计算流体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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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灌作为一种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具有灌水均

国广泛应用．灌水器是滴灌技术的核心部件，其成本

匀、高效节水节肥、增产增收、便于管理等优点，被各

占滴灌系统造价的２５％～３５％．灌水器流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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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等因素决定了其出流稳定性、抗堵能力等水力

口被堵塞后，还有其他灌水器进口能够正常运行．灌

性能，水力性能的优劣对滴灌系统的造价、能耗、灌

水器流道进口应设置滤网，当不具备设置滤网的条

水质量及使用寿命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件时，进口尺寸宜小于主流道尺寸，起到过滤水中杂

国外关于滴灌灌水器流道设计方面具有实际指

质的功能，减少主流道堵塞的几率．由图２可知，５

导意义的研究论文极少见【ｌ，２ Ｊ．国内采用常规水力

个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进口的尺寸与主流道尺寸

学试验，通过统计回归分析，对迷宫式灌水器的压力

接近，难以起到良好的过滤作用．由于５个进口端的

一流量关系、滴水均匀性、抗堵塞性能及流道结构对

工作压力均为毛管内的水压力，而５个进口端至主

水力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旧．４ ｏ；同时应用

流道所流经的路径长度却相差较大，将导致水流阻

ＣＦＤ数值模拟一’６ Ｊ、微流体粒子图像测速（Ｍｉｃｒｏ—

力的较大差异，那么通过５个进口的流量也会出现

ＰＩＶ）一。及激光多普勒测速（ＬＤＶ）悼。等技术，开展迷

较大差异，过流量小的进口流速较小，携带杂质的能

宫主流道内部流动机理、消能机理的理论分析及微

力也相对较弱，容易造成堵塞．而且５个进口为串联

观可视化测试研究，在灌水器流道构建、内部流场分

连接结构，当某个进口被堵塞后，其上游所有进口都

析、设计理论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上述研究大

将失去作用，使得多进口的设计意图无法实现．

都是针对灌水器主流道进行研究，没有关于灌水器
进口部分水力性能的研究，缺乏对灌水器进口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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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及结构合理性评价的理论研究．
单翼迷宫式灌水器是大田膜下滴灌系统中主要
滴灌灌水器之一．如图１所示，对单翼迷宫滴灌灌水
器工程应用中的堵塞情况调查显示，大多数堵塞都
发生在灌水器进口及其邻近区域．本研究对单翼迷
宫滴灌灌水器进口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及结构优化研
究，对于改进灌水器进口结构，增强灌水器抗堵塞能

图２单翼迷宫滴灌灌水器进口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ｌ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ｉｎｇ 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 ｄｒｉｐ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ｔｔｅｒ

力，提高滴灌工程灌水质量及使用寿命等具有重要
的意义．

２灌水器进口流场数值模拟
传统的水力学试验只能获得灌水器的整体水力
学特性，难以对灌水器各个部分的水力特性进行研
究，近年来兴起的ＣＦＤ数值模拟方法为滴灌灌水器
内部流动机理的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手段一一引．尽管
目前ＣＦＤ数值模拟还难以达到灌水器微细流道精

图ｌ
Ｆｉｇ．１

单翼迷宫滴灌灌水器进口堵塞状况示意图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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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计算及量化分析的程度，但对于反映流道内部流
动规律及压力一流量关系趋势是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的．因此本研究应用ＣＦＤ数值模拟分析单翼迷宫滴
灌灌水器进口流道内流场的流量、流速分布规律，对

１

灌水器进口流道结构及水力性能

其水力特性做进一步研究．
应用商用ＣＦＤ软件Ｆｌｕｅｎｔ的ＲＮＧ ｋ一占模型对

１．１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进口流道结构

单翼迷宫滴灌灌水器进口流场进行三维数值模拟，

如图２所示，目前工程中所用的单翼迷宫式滴

在计算区域内，采用六面体网格单元进行ＣＦＤ仿

灌灌水器的进口由５个进口单元组成，各进口单元

真计算．离散方法采用有限体积法，利用ＧＡＭＢＩＴ

采用近似于串联的方式进行连接，汇总到一个出口

划分网格，网格单元长度为０．１５ ｍｉｌｌ．滴头流道进

后与主流道相连接．

口设为压力进口，设定压力为１００ ｋＰａ；流道出口设

１．２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进口水力特性分析

置压力出口，设定压力为０．模拟计算得到的灌水器

灌水器流道进口是滴灌系统毛管与灌水器主流
道的连接部，一般都有多个进水口，以保证当个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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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ｌ至进口５的流量百分比分别为７３．１０％．
１９．４０％，４．９３％，１．６０％和０．９７％，流速分布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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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口水流的通过．不存在超低流速区，能有效减少
灌水器进口的沉积和堵塞，提高灌水器的抗堵塞能
力，说明改进后的进口结构和水力性能都得到了
优化．

图３进口流速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ｌｅｔｓ

由此可知，进口１的流量占到了总流量的
７３．１０％，进口１，进口２合计为总流量的９２．５０％，进
口５的过流量还不到１．００％，各进口流量的分布严重

图５改进后进口流速分布图

失衡．图３显示了进口的流速分布状况，进口流速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ｌｅｔ

Ｆｉｇ．５

进口１至进口５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与流量分
布相似，进口ｌ，进口２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３个

４

结论

进口的流速非常小，易发生沉积堵塞，灌水器进口
ＣＦＤ数值模拟与水力特性分析结果及实际应用基
本相符．

根据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实际应用调查结果
和进口结构特性，对进口结构水力性能、抗堵塞能力
及设计合理性等进行了分析，应用ＣＦＤ数值模拟方

３灌水器进口结构改进与优化

法，对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
１）目前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５个进口的尺

对单翼迷宫滴灌灌水器进口的改进是通过改变

寸与主流道尺寸接近，难以起到良好的过滤作用；５

进口结构与设计尺寸，达到优化进口水力性能、提高

个进口到达主流道所遇到的水流阻力差异较大，通

灌水器抗堵塞性能的目标，同时灌水器的压力一流

过的流量差异较大，存在低流速区，容易造成堵塞；

量关系应保持不变．将原串联连接改为并联结构方

进口的串联连接结构，无法实现多进口的安全保障

式，各进口的尺寸要小于主流道尺寸，通过ＣＦＤ数

功能．

值模拟预测进口水力性能，调整各个进口尺寸，使各

２）将ＣＡＤ和ＣＦＤ技术有机结合，可建立灌水

进口至主流道的水流阻力相同，保证各进口通过的

器的ＣＡＤ—ＣＦＤ结构改进与优化设计的系统方法．

流量相同．为便于与原结构进行对照，采用与原灌水

以提高灌水器性能指标为目标，采用ＣＡＤ技术修

器相同的进口数目，以图４所示的结构形式，采用

正过流部件结构及尺寸，用ＣＦＤ技术分析其内部

ＣＡＤ—ＣＦＤ进行性能预测、改进与优化．优化后进口

的流动状态，预测灌水器性能，判断设计的合理性，

１至进口５的流量百分比分别为１９．９０％，１９．９０％，

通过优化相关的几何参数，保证灌水器具有良好的

２０．２８％，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２％，流速分布见图５．

综合性能．通过对单翼迷宫式滴灌灌水器进口的改

进１２１５

进１３４

进１３３

进口２

进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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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优化，说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可以降低灌水器结构改进和优化设计的费用，缩短
研制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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