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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泵站前池运行工况的措施
徐韶华１，张凤琴２，华丽琴３
（１．聊城市水利局金彭陶管理处，山东聊城２５２０６１；２．聊城市水利勘钡０设计院，山东聊城２５２０６１；
３．聊城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山东聊城２５２０６１）

摘要：针对泵站运行中前池存在水流紊乱以及泥沙淤积等主要工程问题，提出：根据水源
水位变幅大小，合理选取扩散角和底坡是前池设计中的关键环节。介绍了聊城市泵站建设及改造中
对不同情况采用的改善前池工作条件的工程措施。实践证明：在扩散型前池中建成倒坡池底；泵站
若是侧向引水或部分机组运行，设置纵向导流墙；如果引水渠渠底与进水池池底高程相差较大且前
池又较短，在池底斜坡上修建横坎，都是改善池中水流扩散和减少泥沙淤积的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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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前池存在的主要工程问题
泵站前池是引水渠与进水池的联接段，作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６）０卜００ｌ卜０３

高程相同，这样前池的底坡ｆ＝０，在平底前池
中，水流仅在水平面上扩散，因此，扩散角ｄ可以
取得大一些，一般仅取为３５。一４０

ｏ。

用是使引水渠中的水流均匀平顺地扩散到进水

当水源水位变幅较大，为了满足在最低水

池，保证向泵站每台机组的进水孔口均匀地直接

位下水泵正常工作要求的淹没深度，需要将进水

供水。工程调查表明，前池存在的主要工程问题

池的池底建得低于引水渠的渠底，因此，前池池

有两个：一是水流紊乱不稳定，主要原因是水流

底要有一段做成向进水池方向逐渐降低的斜坡。

从引水渠进入前池后，由于断面的扩大，流速的

试验表明：随着前池底坡ｉ的增大，进水池中水

减小，导致沿程压力增大，从而使水流在惯性力

泵吸入口阻力系数也将增大；底坡ｉ在小于ｏ．２范

的作用下产生绕流、偏流和脱流，不仅增大了能

围内取值时，阻力系数变化不明显。因此，一般

量消耗而且恶化了水流条件，严重的会在进水池

取ｆ≤０．２。在正坡前池中，水流在水平面和铅

内形成漩涡和漏斗，使水泵进口流速和压力分布

垂面两个方向上扩散，扩散角宜取得小一些，一

不均匀，诱发水泵汽蚀，引起机组和泵房振动。

般ｄ取２０。一３５０。

使泵站的装置效率降低，甚至无法工作。二是在
水中含有大量泥沙的情况下，由于在前池的主流
两侧存在侧面漩涡区，造成泥沙沉积在前池的边
坡和部分池底，而前池的清淤通常是不太有效
的，因为清淤后很快又形成新的淤积。
２

泵站前池设计中的关键环节

３

改善前池工作条件的工程措施

３．１设置倒坡

在扩散型前池中建成倒坡池底，是改善池
中水流扩散和减少泥沙淤积的有效办法。从水力
学的角度看，倒坡池底减弱了水流在扩散型前池
中因断面扩大造成流速减小、沿流程压力增大的

为了解决前池水流紊乱和泥沙淤积问题，

趋势。水工模型试验表明，在前池深度逐渐减小

必须设法改善前池的工作条件。前池扩散角和池

的情况下，池中水流扩散得较好。正坡和倒坡前

底纵坡是控制前池水流状况的重要因素，因此，

池中水流特性对比见图１。

合理选取扩散角和底坡是前池设计的关键环节。

聊城市阳谷县韩庄泵站位于位山引黄灌区的

当水源水位变幅较小，水泵的淹没深度容

输沙渠上，设计流量８ ｍ３／ｓ、扬程５．８ ｍ、４台轴

易满足时，进水池的底高程可取与引水渠的底

流泵，装机容量７８０ ｋＷ，干室型泵房。在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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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考虑到输沙渠中水流含沙率较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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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边孑Ｌ水泵也运转正常，无汽蚀现象。

减少前池泥沙淤积，采用了倒坡池底，见图２。泵
站运行中，水流在前池扩散流态平稳，无漩涡产
生，停水后前池和进水池中泥沙淤积也较少。

图３设置纵向导流墙的扩散型前池

正坡

３．３设置横坎

倒坡

在引水渠渠底与进水池池底高程相差较大，

图１正、倒坡前池中水流特性对比

而前池又较短的情况下，水流经前池斜坡流入进

１．引水渠中的流速分布；２．前池中的流速分布

水池中易产生水跃，导致流态紊乱。可在池底斜
坡上修建一道或两道横坎，见图４。横坎置于水
跃前，起到消能的作用。从水力学的观点看，横
坎改善了水流在平面上的扩散条件。需要指出的
是：在有横坎的前池中比在池底为倒坡的前池
中水流扩散得慢，因为倒坡的影响是从前池的始
端就开始起作用；另外，横坎前可能沉积泥
沙。因此，这种措施仅在对旧建筑物改造时才被

图２设置倒坡的前池

采用。

３．２设置导流墙

在泵站侧向引水或部分机组运行的情况下，

聊城市冠县岳胡庄泵站和临清市尚店泵站均

由于前池中水流的偏斜，引起不对称的扩散，在

位于位山引黄灌区三干渠左岸，设计流量分别为

主流的两侧形成回流区，主流与回流交界处紊动

１０ ｍ３Ｉｓ、６

交换剧烈。回流区内水流速较小，水深较大，因

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进入９０年代，由于引水

而在同一横断面上，水位较主流高，在这个水头

渠渠底逐年淤高，水流经前池斜坡流人进水池，

差作用下，回流区的水流不断地挤入主流，使主

在前池末端形成水跃，导致前池和进水池水流紊

流过水断面减小，流量更为集中，流速加大，如果

乱，水泵汽蚀严重，泵房中噪声震耳，影响正常工

主流两侧回流不对称，两侧挤压主流的作用点位

作。２００２年决定对泵站进行改造，在前池中部设

置有偏差或挤压力不相等，就会使主流摆动或在

置了一道高０．６ ｍ，宽０．４ ｍ的钢筋混凝土横坎，

力偶作用下产生漩涡，从而恶化前池的流态。在

见图４。改造后水流条件明显好转，水泵汽蚀现

前池内设置纵向导流墙，可以避免水流在横向相

象明显减轻，改造前１．２年水泵叶轮因汽蚀破坏

互影响，有效地改善因主流偏斜而造成的水流紊

就需要更换，改造后泵站已正常运行３年多时间，

乱现象。

水泵仍状况良好。

ｍ３／ｓ；扬程分别为５．８ ｍ、６．５ ｍ，始

聊城市冠县骆驼山泵站位于位山引黄灌区三
干渠的左岸，设计流量ｌ ２ ｍ３／ｓ，设计扬程６
装机容量１

０４０

ｍ，

ｋＷ，布置４台轴流泵，干室型泵

房。２００３年在泵站设计中，考虑到该泵站为侧向
引水，水流自三干渠进入前池，转角为９０度，无
引水渠调整流态，为改善前池中的水流条件，在
前池中设置了两道导流墙，见图３。泵站运行中，
前池水流基本稳定，无脱流、绕流、回流现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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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设置横坎的扩散型前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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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噪音小。２００２年在对聊城市冠县岳胡庄泵

３．４设置曲线型进水池

顺着水流扩散的方向布置正向曲线型进水

站和临清市尚店泵站改造中采用了在前池中部设

池，保证水流直接均匀地进入各个进水室，没有

置横坎的工程措施，改造后水流条件明显好

漩涡和漏斗形成，可以较好地改善两个边孔水泵

转，水泵汽蚀现象明显减轻，改造前１～２年水

的进水条件，使之接近于中间孔水泵。

泵叶轮因汽蚀破坏就需要更换，改造后泵站现

聊城市阳谷县南徐泵站位于陶城铺引黄灌区
南干渠上，设计流量１６

ｍ，

水工模型试验和工程实践证明：当水源水

ｋＷ，布置４台机组，干室型泵

位变幅较小，水泵的淹没深度容易满足时，宜设

房。在设计中为改善两个边孑Ｌ水泵的进水条件，

置平底前池，扩散角宜取３５０。４００；当水源水

装机容量１

２００

ｍ

３／ｓ，设计扬程５．６

已正常运行３年多时间，水泵仍状况良好。

采用了正向曲线型进水池，见图５。

位变幅较大时，宜设置正坡前池，底坡不宜大于
０．２，在正坡前池中，扩散角宜取２０。～３５０。在扩
散型前池中建成倒坡池底，是改善池中水流扩散
和减少泥沙淤积的有效办法；在泵站侧向引水或
部分机组运行的情况下，设置纵向导流墙，避免
水流在横向相互影响，可有效地改善因主流偏斜
而造成的水流紊乱现象；在对旧泵站改造时，如
果引水渠渠底与进水池池底高程相差较大而前池
又较短，在池底斜坡上修建一道或两道横坎，横
坎置于水跃前，可起到消能的作用。

图５曲线型进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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