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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管道 3PE 防腐层的轴向扇形喷嘴数值模拟
1

2

3

1

1

1

管金发 ，肖栋 ，瞿德刚 ，陈雁 ，舒丹 ，华卫星 ，沈蕾芳

4

（1.陆军勤务学院 油料系，重庆 401331；2.联勤保障部队供应局，武汉 430015；
3.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重庆 400067；4.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重庆 400039）
摘

要：目的 优化设计一种轴向扇形喷嘴，通过产生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管道 3PE 防腐层，以期提高去除

管道 3PE 防腐层的效率和安全性。方法 建立轴向扇形喷嘴物理模型及扇形磨料水射流流场的计算模型。基
于 FLUENT 软件，采用颗粒轨道模型、Realizable k-ε 湍流模型对轴向扇形喷嘴内外磨料水射流流场特性进
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 沿着射流流动方向，扇形喷嘴收缩段（邻近圆柱段区域）磨料颗粒速度增加明显，
圆柱段磨料颗粒速度增加不明显。由于喷嘴流通面积减小或 V 型槽致使流道形状改变，进入扇形喷嘴椭圆
段后直至喷嘴出口处，磨料颗粒速度总体增加，但其速度分布呈现复杂规律，在射流的两侧边缘存在高速
区。在扇形喷嘴外流场中，磨料颗粒速度呈减小趋势，同时，磨料颗粒速度云图在 X 轴某一位置出现了分
叉现象，速度云图在分叉点之后的区域出现空白，即从分叉点之后，外流场的某些区域没有磨料颗粒的存
在。为了充分发挥磨料颗粒对 3PE 防腐层较好的冲蚀效果，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时，应将靶距
控制在分叉点位置之前。不同结构参数轴向扇形喷嘴产生的扇形磨料水射流，其磨料颗粒速度云图分叉点
位置不同。结论 综合考虑磨料颗粒速度大小、作用范围、分叉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优选出拟用于产生扇形
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的轴向扇形喷嘴结构参数：α2/r=1、α=15°、b=0.6 mm、d=2.13 mm。最佳靶距在
17.37~37.37 mm。
关键词：轴向扇形喷嘴；磨料水射流；数值模拟；V 型槽半角；V 型槽相对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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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3PE anti-corrosive coating removal, a kind of axial fan nozzl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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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to produce fan-shaped abrasive water jet to remove 3PE anti-corrosive coating. Physical model of axial fan nozzle and
computation model of abrasive water jet flow field produced by axial fan nozzle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oftware of
FLU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 of abrasive water jet internal and outside of axial fan nozzle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particle trajectory model, and realizable k-ε turbulence model.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increases obviously in the convergent segment of axial fan nozzle near column segment
and increases very slowly in the column segment of axial fan nozzle. And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increases totally because of
the reduction of nozzle circulation area or the change of runner shape caused by the existence of V-groove from the entrance of
elliptical section of fan nozzle to the exit of nozzle, but it shows a complex distribution law. And there are two high-speed zones
on the jet edge. It decreases in the external flow field of axial fan nozzle. The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appears
bifurcation phenomenon after a certain position of X-axis, and it appears blank in some areas behind the bifurcation point
meaning that there is no abrasive particle in these area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cellent erosion effect of abrasive
particle on the 3PE anti-corrosive coating, the target distance should be controlled before the bifurcation point when the
fan-shaped abrasive water jet is used to remove the 3PE anti-corrosive coating. Secondly, for the fan-shaped abrasive water jet
produced by the axial fan nozzle with different structural parameters, the position of bifurcation point of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is different.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s of the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the range of action of abrasive
particle and bifurcation position, the optimum structure parameter of axial fan nozzle intended to produce fan-shaped abrasive
water jet for the removal of 3PE anti-corrosive coating is as follows: α2/r =1, α=15°, b=0.6 mm, d=2.13 mm. And its theoretical
optimum target distance is between 17.37 mm and 37.37 mm.
KEY WORDS: axial fan nozzle; abrasive water jet; numerical simulation; half of the angle of the v-groove; length from ellipse
center to bottom of V-groove

3PE 防腐油气管道因地质灾害、第三方破坏而受
损，同时由于长期运行在地下环境或其他原因，导致
管道防腐层老化，产生腐蚀穿孔或裂纹。在出现紧急
事故和场站施工时，经常需要在焊接部位去除防腐
层，以便露出管体进行焊接作业 [1]。目前，国内对于
管线抢修中去除 3PE 防腐层的方法主要有，火烧法、
打磨法、红外线加热法和使用热熔 PE 去除机去除法
等 [2-4] 。其中，火烧法安全系数极低，稍有不慎就会
导致起火爆炸事故，无法应用于油气管道 3PE 防腐层
的带压去除；打磨法工作效率低，难以满足油气管道
抢修的要求；红外线加热法受作业环境因素影响大，
冬季无法使用；热熔 PE 去除机去除法在热熔加热清
除 3PE 防腐层的聚乙烯塑料层后，仍需用手工或机械
方法清除环氧粉末层，严重影响了去除效率。本文综
合利用扇形喷嘴能形成扇形水射流（具有一定清洗宽
度）和前混合磨料水射流（工作压力低、作用效果好）
的特点 [5-9]，提出了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管道 3PE 防
腐层的方法。扇形喷嘴作为扇形磨料水射流本身的发
生元件，是影响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管道 3PE 防腐层
作用效果的关键因素。喷嘴的几何形状、结构参数对
扇形磨料水射流特性、作用效果影响巨大 [10-12] 。目
前，喷嘴最佳参数的确定方法主要是理论分析、实验
研究和数值模拟。然而，因实际流体黏性的影响和射
流的复杂性，理论分析求解控制方程困难；实验研究
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实验才能确定，既费时又费力；数

值模拟利用成熟的数值模拟软件，借助计算机强大的
计算能力对控制方程进行求解，集中于模型选择和参
数设定的研究，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是一种重要的射
流研究手段 [13-15]。本文基于 FLUENT 软件，采用数
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扇形喷嘴各结构参数对扇形磨料
水射流特性的影响规律，以期为扇形喷嘴的优选提供
依据。

1

物理模型

扇形喷嘴根据其结构特征，分为轴向扇形喷嘴和
导向板式扇形喷嘴两类。导向板式扇形喷嘴结构复
杂，加工工艺要求高，尤其是导向面的表面粗糙度难
以控制，所以工业上应用很少 [16]。为了加工方便，选
用轴向扇形喷嘴作为产生扇形磨料水射流的喷嘴结
构，其结构如图 1 所示。轴向扇形喷嘴的内表面为半
椭球面或半球面，喷嘴头部有一 V 型槽，V 型槽的两
个斜面关于喷嘴轴线对称，且与半椭球面相贯，形成
狭长的喷口。其中，d 为喷嘴圆柱段截面直径，α2 为
椭圆半长轴长度，b 为 V 型槽的相对偏移量，α 为 V
型槽半角。喷嘴入口的螺纹尺寸及长度由与扇形喷
嘴连接的接头尺寸决定，扇形喷嘴收缩段的入口直径
为 7.5 mm，收缩段和圆柱段长度均为 10 mm，扇形
喷嘴椭球或半球盲端底部距喷嘴出口截面距离为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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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轴向扇形喷嘴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axial fan nozzle: a) overall structure; b) partial enlarged drawing of nozzle outlet section

2

力加速度； FX 为 X 方向的其他作用力，包括视质量

颗粒轨道模型

采用 FLUENT 时，考虑相间耦合的离散相模型
（DPM），对连续相流体（水）在欧拉坐标下求解 N-S
方程，对离散相（磨料颗粒，80 目石榴石，直径为
0.18 mm，密度为 3900 kg/m3）在拉格朗日坐标下求
解颗粒轨道方程，得到磨料颗粒的速度、运动轨迹及
分布规律，从而得到各因数对扇形磨料水射流流场特
性的影响规律。
因课题组所在实验室采用新型前混合磨料水射
流系统，当磨料罐加砂阀的开度一定时，磨料浓度不
因水流量的变化而变化 [17-18]。经测定，当磨料罐加砂
阀全开时，磨料体积分数为 5.15%。因后续采用轴向
扇形喷嘴进行扇形磨料水射流实验时，拟用此前的混
合磨料水射流系统，故在数值模拟计算时，磨料体积
分数均取此值。由于在扇形磨料水射流中，磨料体积
分数较低（颗粒相的体积分数小于 10%~12%，离散
相非常稀疏），故不考虑颗粒-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以
及颗粒体积分数对连续相的影响 [19] 。数值计算过程
中，先计算稳态扇形喷嘴内外纯水射流流场，然后再
以稳态追踪的方式加入离散相模型，通过积分拉格朗
日坐标系下的颗粒作用力平衡方程，求解离散相磨料
颗粒的轨道。颗粒作用力平衡方程（X 方向）为 [20-21]：
du p
g X ( p   )
(1)
 FD (u  up ) 
 FX
dt
p
FD 

18 CD Re p
 p d p2 24

Re p   d p | up  u | / 

(2)
(3)

式中：FD (u  up ) 为颗粒的单位质量力；u 、up 分

力、热泳力、布朗力、Saffman 升力等。由于磨料颗
粒尺寸较小，水相与磨料颗粒相的密度相差较大，因
此其他作用力均不考虑。

3
3.1

数值模拟
网格划分

考虑到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油气管道 3PE 防腐
层时，其射程较短，作用范围较窄，在扇形喷嘴出口
截面上外接一个直径为 200 mm、长度为 200 mm 的
圆柱体作为外流场计算域。同时，由于喷嘴入口结构
对流场特性影响较小，故计算模型舍去扇形喷嘴入口
结构部分，只取扇形喷嘴收缩段往后的内流道 [22]。另
外，为了简化计算及方便网格划分，参考文献[23]，将
V 型槽部分以同尺寸的三棱柱替代。利用 SolidWorks
软件对轴向扇形喷嘴内部流道以及圆柱体外流场进
行建模，将其导入 ICEM 软件中，进行网格划分。外
流场（圆柱体）几何形状规则，宜划分为结构网格；
扇形喷嘴内流道流场几何形状较复杂，宜划分为非结
构网格；而扇形喷嘴出口截面结构组成相对复杂，但
网格划分中要求结构网格与非结构网格的交界面必
须为同一平面，因此为便于不同结构网格的衔接，在
圆柱体外流场靠近扇形喷嘴出口截面部分设置一个
1/11 圆柱体长度的过渡部分，此部分采用非结构网
格；圆柱体其余部分采用结构网格。划分非结构网格
时，由于喷嘴结构尺寸较小且水与磨料之间存在强烈
的相互作用，在喷嘴内流道区域对网格进行适当加密
处理。网格划分如图 2 所示。

别为连续相、颗粒相速度；  、  p 分别为连续相、

3.2

颗粒相密度；d p 、Rep 分别为颗粒直径、雷诺数； 、

控制方程用有限体积法进行离散，数值计算采用
基于压力的求解器，压力速度耦合方式采用 SIMPLEC

CD 分别为流体动力黏度、曳力系数； g X 为 X 方向重

计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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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量。喷嘴入口直径为 7.5 mm，根据磨料体积分
数 5.15% ， 计 算 得 到 喷 嘴 入 口 处 磨 料 质 量 流 量 为
0.035 kg/s，水流速度为 3.98 m/s。与喷嘴固壁接触的
界面均为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贴近壁面采用标准壁
面函数处理。与大气接触的计算域边界均采用压力出
口边界条件，压力大小为标准大气压 101 325 Pa。离
散相模型采用 DPM 颗粒轨道模型，离散相（磨料颗
粒）由喷嘴入口面射入，同时磨料与水相在进入喷嘴
之前已得到充分混合，磨料颗粒与水相的入口速度相
同。磨料颗粒在入口、出口的行为方式为逃逸，在壁
面上的行为方式为反射。

3.3
3.3.1

图 2 网格划分
Fig.2 Mesh division: a) overall mesh divis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field of fan nozzle; b) partial enlarged drawing
of mesh division of fan nozzle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external flow field; c) partial enlarged drawing of mesh
division of fan nozzle outlet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external
flow field

算法。采用 Realizable k-ε 湍流模型，湍流定义方式
为强度与水力直径法。计算域入口采用速度入口边界
条件，根据拟作为扇形磨料水射流动力装置的高压柱
塞泵的特性，以 10 L/min 作为扇形磨料水射流的供

模拟结果与分析
磨料颗粒的基本运动规律

扇形喷嘴内外流场计算模型以喷嘴入射面圆心
为原点，与射流流动方向一致的水平方向为 X 轴正方
向，垂直向上为 Y 轴正方向。中轴截面是指扇形喷嘴
内外流场中穿过喷嘴轴线并与 V 型槽垂直的平面。
在 α2/r=1、α=15°、b=0.6 mm、d=2.13 mm 条件下，
扇形喷嘴内外流场磨料颗粒 X 方向速度云图的整体
及喷嘴出口附近、计算模型尾部附近局部放大俯视图
（从 Y 轴正方向往 XOZ 平面看）与正视图（从 Z 轴
正方向往 XOY 平面看），见图 3、图 4。由于应用扇
形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主要跟 X 方向磨料颗
粒速度有关，故主要研究磨料颗粒 X 方向速度，后面
简称磨料颗粒速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沿着射流流动方向，在扇形喷
嘴收缩段，邻近圆柱段区域的磨料颗粒速度增加明
显；在圆柱段上，虽然磨料颗粒受到水流的裹挟，速
度有增加的趋势，但变化较小；进入扇形喷嘴椭圆段
后，由于喷嘴流通面积减小，且 V 型槽致使流道形
状改变，磨料颗粒速度总体增加，但其中的速度分布
呈现复杂规律，在射流的两侧边缘存在高速区，这主
要是扇形喷嘴椭球与 V 型槽相贯形成复杂的扇形喷
嘴出口结构所致。进入扇形喷嘴外流场后，磨料颗粒
速度呈减小趋势。
在 α2/r=1、α=15°、b=0.6 mm、d=2.13 mm 参数
下，三个不同视角的扇形喷嘴内外流场磨料颗粒速度
三维视图（图 5）。从图 5 以及图 3c 和图 4 中可以看
出，磨料颗粒速度云图在 X 轴某一位置之后，沿 Z
轴和 Y 轴存在分叉现象，分叉点在 X 轴轴线附近，速
度云图在分叉点往后部分区域出现空白。
研究表明，其他结构参数的扇形喷嘴在计算区域
内沿 Z 轴方向都存在分叉点，而沿 Y 轴方向则不一定
存在。这可能是由于 V 型槽（与 Z 轴方向平行）底
部伸入半椭球内部较深，射流中磨料颗粒在与 V 型
槽两端附近的半椭球曲面碰撞后反弹，被射流中间部
分裹挟，然后沿 V 型槽两边射出，如图 6 所示。在 Y
轴方向上，相对于 V 型槽底部，半椭球曲面前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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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磨料颗粒速度云图俯视图
Fig.3 Top view of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a) overall drawing; b) partial enlarged drawing near nozzle outlet;
c) partial enlarged drawing near the tail of calculation model

图 4 磨料颗粒速度云图正视图
Fig.4 Front view of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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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扇形喷嘴内外流场磨料颗粒速度三维视图
Fig.5 Three dimensional view of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field of fan nozzle: a) from Z-axis
to XOY plane; b) face YOZ plane from X-axis direction; c) from
X-axis to YOZ plane

图 6 扇形喷嘴出口段磨料颗粒运动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abrasive particle movement at fan
nozzle outle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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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射流在此处的流动特性受 V 型槽的相对偏移量 b、
V 型槽半角 α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分叉点位置可能在
计算域范围之外，故观察不到。
速度云图出现空白，说明此处没有颗粒出现，去
除 3PE 防腐层时，只能通过水流的冲击来实现，这对
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是不利的，因此必须
将靶物（即 3PE 防腐层）控制在分叉点前。确定分叉
点位置，有利于利用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
时控制合适的靶距，但若要准确定位磨料颗粒速度分
叉点位置，须对轴线附近区域进行全面搜索，以确定
哪个点之后的速度云图出现空白，工作量大。由于分
叉点在 X 轴轴线附近，为便于确定分叉点位置，文章
以扇形喷嘴内外流场中心轴线上开始出现空白的点
作为其分叉点。确定分叉点位置的具体步骤为：首先，
基于 MATLAB 软件和扇形喷嘴内外流场磨料颗粒速
度数据，编制程序，绘制 XOZ 平面磨料颗粒速度云
图，如图 7a 所示；其次，对速度云图进行灰度处理，
即将原来不同区域速度对应不同颜色的速度云图彩
图转换成速度不为零处均为黑色，其余均为白色（速
度云图线条之间的空白除外，这是由于模拟计算时，
采用 DPM 求解器非稳态颗粒追踪方式，速度云图线
条之间的空白是指两条线之间的磨料颗粒速度没有
变化，模拟计算中磨料颗粒速度数据未更新，即此处
没有数据，故呈现空白）的黑白图片，如图 7b 所示；
之后，再对黑白图片进行二值化处理，将呈现黑色的

图 7 分叉点位置确定
Fig.7 Determination of bifurcation point position: a) velocity
nephogram at XOZ plane; b) black and white image after
grayscal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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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点位置设置为 0，白色区域位置全置为 1；最后，
通过搜索分叉点位置，对轴线上 0、1 数据进行搜索，
找到开始出现 1 的位置，则该位置即为分叉点位置。
同时，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主要依靠磨料
颗粒对 3PE 防腐层的冲击作用 [24-26]，磨料颗粒的速度
及其分布规律对去除 3PE 防腐层的效率至关重要，故
以分叉点前扇形喷嘴的磨料颗粒速度和分布规律来
研究去除 3PE 防腐层的效率。
3.3.2

V 型槽半角 α 对扇形磨料水射流流场特性的
影响

对 α2/r=1，b=0 mm，V 型槽半角 α 分别为 10°、
15°、20°、25°、30°（此时 d 分别为 1.52、1.26、1.11、
1.02、0.96 mm）的扇形喷嘴内外流场进行数值模拟，
得到不同 α 的扇形喷嘴磨料水射流内外流场的磨料
颗粒速度数据，按照 3.3.1 所述方法，得到其分叉点
位置（以靶距，即某一位置距扇形喷嘴出口的距离来
表示）分别是 17.54、37.87、18.45、37.49、28.22 mm。
图 8 是 α2/r=1、b=0 mm、α=15°、d=1.26 mm 时，
扇形喷嘴在不同靶距下的磨料颗粒速度云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当靶距较小时，磨料颗粒的速度分布不稳
定，在靶距为 17.37 mm 后，达到相对稳定阶段且呈
弯月型，即由于重力作用，磨料颗粒有向下运动的趋
势。喷嘴喷出的扇形磨料水射流中间靠上部分存在磨
料颗粒的空白区，没有磨料颗粒的存在，这对于 3PE
防腐层的均匀去除是不利的。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
同一截面的磨料颗粒本身位置及速度分布并不均匀，
且扇形喷嘴在不同截面的磨料颗粒速度分布规律存
在差异。靶距为 17.37、27.37、37.37 mm 时，其磨料
颗粒速度云图相对于靶距为 0、7.37 mm 的云图有明
显的不同。同时，磨料颗粒的速度随着靶距的增加，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靠近 Z 轴，Y 轴轴线附近的磨料
颗粒速度相对较大。研究表明，其他结构的扇形喷嘴
磨料颗粒速度云图同样存在相同的规律。这可能是两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扇形磨料水射流从喷嘴喷出后，
磨料颗粒在射流中运动时除了受重力作用之外，更多
地受到射流紊流带动、磨料颗粒之间碰撞的影响，而
射流紊流以及磨料颗粒之间碰撞对磨料颗粒运动产
生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同一截面上磨
料颗粒本身位置及速度分布不均匀。二是当靶距为
0 mm，即截面位于喷嘴出口截面位置时，射流刚从
受限的喷嘴内流道喷出，沿 Z 轴方向的扩散较小，集
中在 Z 轴方向较窄的范围内，随着靶距的增加，射流
不断卷吸周围空气，射流边界层、横截面积增加；当
靶距为 7.37 mm 时，由于截面位置距喷嘴出口截面较
近，扇形磨料水射流正处于射流宽度逐渐增大的阶
段，磨料颗粒的分布范围相对于靶距为 0 mm 时变化
较小；而当靶距达到 17.37 mm 甚至更大时，扇形磨
料水射流获得较充分的发展，磨料颗粒分布形状趋于
稳定。

·312·

表

面

技

术

2021 年 6 月

图中可以看出，当靶距逐渐增大时，不同 α 值的喷嘴
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在靶距小于 10 mm 左右时下降速
度较快，而后缓慢下降。当靶距较小（≤4 mm）时，
按磨料颗粒平均速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 α=30°、
25°、20°、10°、15°，在其余大部分靶距下，平均速
度变化曲线存在交叉。同时，从靶距大于 12 mm，直
至 α=15°扇形喷嘴分叉点位置，α=15°喷嘴的磨料颗粒
平均速度大于其他结构参数下的磨料颗粒平均速度。
α=15°与 α=25°喷嘴的磨料颗粒平均速度较为接
近，分叉点位置较靠后，即有效靶距较大，因此从磨
料颗粒平均速度和有效靶距两个方面发现，α=15°与
α=25°为较优取值。
图 10 是 α2/r=1、b=0 mm、α=25°、d=1.02 mm 参
数下，不同靶距扇形喷嘴对应的磨料颗粒速度云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极少数的磨料颗粒存在逃逸现象，
散落到离磨料颗粒集中区较远的地方。如果磨料颗粒
速度较高，可能在去除 3PE 防腐层时，形成蚀坑，实
际去除 3PE 防腐层作业中，可能由于蚀坑处再次受到

图 8 α=15°时不同靶距下磨料颗粒速度云图
Fig.8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on different
standoff distances at α=15° : a) standoff distance is zero;
b) standoff distance is 7.37 mm; c) standoff distance is
17.37 mm; d) standoff distance is 27.37 mm; e) standoff
distance is 37.37 mm

另一方面，不同扇形喷嘴在相同截面下的磨料颗
粒速度分布亦不同，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结构参数扇
形喷嘴的射流性能，计算不同喷嘴外流场分叉点前不
同截面的磨料颗粒速度平均值，得到不同 α 值的扇形
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变化曲线图，如图 9 所示。从

图 9 不同 α 值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变化曲线图
Fig.9 Curve of average velocity of abrasive particle under
different α values

图 10 α=25°时不同靶距下磨料颗粒速度云图
Fig.10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on different
standoff distances at α=25°; a) standoff distance is 0;
b) standoff distance is 7.37 mm; c) standoff distance is
17.37 mm; d) standoff distance is 27.37 mm; e) standoff
distance is 37.3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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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料颗粒的作用而损伤 3PE 防腐管金属本体。同时，
相较于图 8，α=25°时磨料颗粒集中区的作用范围比
α=15°时要小。因此，利用扇形磨料水射流去除 3PE
防腐层时，应设置一定的靶距，获取更宽的靶距调节
范围和磨料颗粒作用范围。同时，在某一靶距下，要
有较高的磨料颗粒速度和较大的作用范围，以更快地
去除 3PE 防腐层，当 α=15°时，效果较优。
3.3.3

V 型槽的相对偏移量 b 对扇形磨料水射流流
场特性的影响

以 α2/r=1 和 α=15°为固定参数，b 分别取 0、0.2、
0.4、0.6、0.8、1、1.2 mm（此时 d 分别为 1.26、1.51、
1.80、2.13、2.47、2.82、3.18 mm）的扇形喷嘴内外
流场，作为数值模拟研究对象，按照 3.3.1 所述方法，
得到其分叉点位置分别是 37.87、18.45、4.3、38.14、
29.47、16.29、27.61 mm。
图 11 是不同 b 值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
变化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靶距逐渐增大到
10 mm 过程中，不同 b 值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
度下降较快，超过 10 mm 后，下降缓慢。在大部分
靶距下，不同 b 值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变化
曲线都存在交叉，其中 b=0 mm 和 b=0.6 mm 的喷嘴
在靶距约为 19 mm 之后的磨料颗粒速度比较接近
（30~50 m/s），且明显比其他 b 值的扇形喷嘴大。
图 12 α2/r=1、d=2.13 mm 时不同靶距下磨料颗粒速度云图
Fig.12 Abrasive particle velocity nephogram under different
standoff distances when α2/r=1 and d=2.13 mm: a) standoff
distance is 0; b) standoff distance is 7.37 mm; c) standoff
distance is 17.37 mm; d) standoff distance is 27.37 mm;
e) standoff distance is 37.37 mm

颗粒去除管道 3PE 的防腐层。因此，选取 b=0.6 mm
作为较优取值。
3.3.4

图 11 不同 b 值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变化曲线
Fig.11 Variation curve of average velocity of fan-shaped
nozzle abrasive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b value

图 12 是 α2/r=1、b=0.6 mm、α=15°、d=2.13 mm
的扇形喷嘴在不同靶距下的磨料颗粒速度云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当靶距较小时，磨料颗粒的速度分布不
稳定。在靶距为 17.37 mm 后，达到相对稳定阶段，
磨料颗粒速度和作用范围变化较小。总体而言，磨料
颗粒绕外流场中轴线呈圆形分布，外流场中轴线两侧
集中分布了较多的高速磨料颗粒。
将图 12 与图 8 进行对比，从磨料颗粒速度云图
Y 轴、Z 轴的坐标范围可知，当靶距为 17.37、27.37、
37.37 mm 时，α2/r=1、b=0.6 mm、α=15°、d=2.13 mm
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作用范围较大，有利于利用磨料

椭圆半长轴长度与喷嘴圆柱段截面半径的比
值 α2/r 对扇形磨料水射流流场特性的影响

以 b=0.6 mm 和 α=15°为固定参数，α2/r 分别取 1、
2、3（此时 d 分别为 2.13、1.38、1.15 mm）的扇形
喷嘴内外流场，作为数值模拟研究对象，按照 3.3.1 所
述方法，得到其分叉点分别是 38.14、16.02、33.68 mm。
图 13 是不同 α2/r 值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
度变化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椭圆半长轴长度
与喷嘴圆柱段截面半径的比值 α2/r 对磨料颗粒速度
有较大影响，当靶距逐渐增大时，不同 α2/r 值时候的
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均逐渐减小。α2/r=3 时扇
形喷嘴的磨料颗粒平均速度，明显要比其他 α2/r 值时
的值大。其原因是，当 α 2/r=3 时，喷嘴椭球段相对
较长，磨料颗粒在喷嘴内部经过较长距离加速后，喷
嘴出口速度相对较大。在靶距为 9.2 mm 直至分叉点
之间，按磨料颗粒平均速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是：
α2/r=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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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磨料颗粒的分布范围较窄，即作用范围较小。因
此，综合考虑分叉点位置、磨料颗粒速度和作用范围
等因素的影响，取 α2/r=1 作为较优取值。拟用 α2/r=1、
α=15°、b=0.6 mm、d=2.13 mm，作为去除 3PE 防腐
层的轴向扇形喷嘴的结构参数。

4

图 13 不同 α2/r 值的扇形喷嘴磨料颗粒平均速度变化曲线图
Fig.13 Variation curve of average velocity of fan-shaped
nozzle abrasive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α2/r values

图 14 是 α2/r=3、b=0.6 mm、α=15°、d=1.15 mm
的扇形喷嘴在不同靶距下磨料颗粒速度云图。从图中
可以看出，靶距为 17.37~37.37 mm 时，磨料颗粒主
要分布在 y<0 的区域，即由于重力作用，磨料颗粒位
于喷嘴外流场轴线的下方。同时，相比于图 12，α2/r=3

结论

1）沿射流流动方向，扇形喷嘴收缩段邻近圆柱
段区域的磨料颗粒速度增加明显；圆柱段的磨料颗粒
速度增加不明显。由于喷嘴流通面积减小或 V 型槽
致使流道形状改变，进入扇形喷嘴椭圆段后直至喷嘴
出口处，磨料颗粒速度总体增加，但其中的速度分布
呈现复杂规律，在射流的两侧边缘存在高速区。扇形
喷嘴外流场中，磨料颗粒速度呈减小趋势。同时，磨
料颗粒速度云图在 X 轴某一位置以后，出现分叉现
象，速度云图在分叉点往后部分区域出现空白，即在
分叉点之后，外流场的某些区域没有磨料颗粒的存在。
2）不同结构参数轴向扇形喷嘴产生的扇形磨料
水射流，其磨料颗粒速度云图分叉点位置不同。
3）综合考虑磨料颗粒速度大小、作用范围、分
叉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优选出拟用于去除 3PE 防腐层
的轴向扇形喷嘴结构参数：α2/r=1，α=15°，b=0.6 mm，
d=2.13 mm。最佳靶距为 17.37~37.37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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