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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壁泵站改造进出水流道设计方案试验研究
卫

陈

平

（江苏省镇江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３）

摘要：针对谏壁泵站增容量较大而进出水流道尺寸并不富裕的问题，试图对流道进行适当的改造
来提高泵站效率．经过对进出水流道多种改造方案的装置试验研究，得出流道小改小动对提高泵站
效率作用不大的结论，最后通过选择合适的水力模型达到了增容４０ ｍ３／ｓ的目的，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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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壁泵站地处江苏省镇江市东郊京杭大运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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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入口处，１９７８年建成投产，是我国首座采用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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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谏壁泵站剖面图

１９７３年产品，经过多年运行，泵叶片、叶轮室等过流

扬程严重偏离（偏高２ ｍ左右），泵站装置效率仅

部件汽蚀、磨损严重，加之水泵设计扬程与实际运行

４０．７％，远远低于《泵站技术管理规程》（ＳＬ２５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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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卫平（１９６２一），男，江苏丹阳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研究

万方数据

１８

排

灌

２０００）规定的指标；根据江苏省水利厅关于湖西引

机

出面
曲矗

第２４卷

以上，且流态明显不稳．

排枢纽工程一期建设任务的调整精神，拟安排谏壁
泵站增容４０ ｍ３／ｓ，即谏壁泵站引排流量由原来的
１２０

械

ｍ３／ｓ扩大到１６０ ｉｎ３／ｓ．为此，针对谏壁泵站的

现状，结合增容要求，经论证确定在不改变泵站主体
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改造进出水流道并选择合适的
水力模型，达到增容提效的目的．

２改造方案

（ａ）现状进水流道图

（ｂ）试验方案一

（ｃ）试验方案二

（ｄ）试验方案三

图２进水流道试验方案图

通常，对泵站进行增容改造有两种途径：一种是
大改大动，即对包括机泵台数在内的大更换；另一种

表１进水流道试验结果比较表（摘选代表点）

是小改大动，即机泵台数、叶轮直径不变，仅对流道
进行小的改造甚至不改造，并通过更换机泵来达到
增容目的．由于谏壁泵站与谏壁发电厂冷却水泵站
共用一条引河，不允许河道断流施工，加之原泵站结
构复杂，大改大动实施难度很大，且投资也高．所以，
选择通过第二种途径实现增容改造．
原泵站当单泵达到设计流量２０ ｍ３／ｓ时，进、出
水口流速分别为０．８ ｍ／ｓ和１．７３ ｍ／ｓ，出口流速已
大于《泵站设计规范》规定的上限１．５ ｍ／ｓ，表明原
设计出水流道尺寸偏小，而增容后当设计流量达到
２７

ｍ３／ｓ时，进、出水口流速将分别达到１．０８

ｍ／ｓ

和２．３４ ｍ／ｓ，均已超过规范要求，且原泵出口段为

９００转弯，水流不够顺畅，流态较差．为此，需通过对
进出水流道进行适当改造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理顺水
流，改善进出水流态、减小水头损失，从而既满足增
容要求，又提高装置效率．
３．２泵出口段方案比较试验

３装置模型试验

现状出水流道宽度偏小，泵出口部位宽度Ｂ＝
３．４

为进一步优化进出水流道设计，确定最佳改造

ｍ，仅为叶轮直径的１．２倍，致使泵出口段形成

不规则的三通形状，加之增容后流量加大，泵出口处

方案，针对相同的水力模型对多种方案的进水流道、

流速增大，势必造成较大的局部损失，因此泵出口段

泵出口段和出水流道进行了装置模型试验．

试验方案的出发点在于理顺水流，形成合理扩散以

３．１进水流道方案比较试验

回收泵出口动能．为此，针对现状出口方案、加变截

为研究进水流道变化对装置效率的影响，在相

面弯管（可１８００转动调向，方案一，见图３）、加扭曲

同的出水条件下选择了现状进水方案、流道底板加

导流板（可１８００转动调向，方案二，见图４）、加椭圆

低隔涡墩（方案一）、流道底板加高隔涡墩（方案

扩散管和倒置导水锥（方案三，见图５）等４种方案

二）、加导水锥（方案三）等四种进水条件进行装置

进行对比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２．

模型试验，方案图见图２，试验结果见表１．试验表

试验结果表明：方案一在最高效率点较现状方

明，进水流道现状方案与方案一、方案二在装置效率

案提高０．５９％，而在灌溉和排涝的常扬程段无明显

上无明显差别，经现场观察，流态平稳，未见危害性

差别；方案二在最高效率点较现状方案低０．９％，在

旋涡和涡带，均能保证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方案三会

常扬程段无明显差别；方案三明显不及现状方案

造成工况点跳动，相同扬程下，流量变动可达１０％

（表２中未列出）．

万方数据

第３期

１９

陈卫平：谏壁泵站改造进出水流道设计方案试验研究

出口大扩散（方案三）、水平段起点至出口大扩散加
延长中隔墩（方案四），见图６，试验结果见表３．试
验表明：各种扩散方案与现状方案相比，均未见有明
显效果．分析其原因，由于受现状条件的限制，出口
断面不能改变，所以各方案的出口流速不变，而仅在
一定范围内改变扩散角度和长度对出流损失的影响
不大．
图３变截面弯管方案示意图

改造线

改造线

哥哿醯
ｑ ｑ唧

图４导流板试验方案示意图

审…一毋

讶醒
ｑ ｑ

出水流道试验方案三

出水流道试验方寨四

图６出水流道试验方案图

（圈中虚线表示加倒量导水锥）

图５椭圆扩管试验方案示意图

表３出水流道试验结果比较表（摘选代表点）

表２泵出口段试验结果比较表（摘选代表点）

３．３出水流道方案比较试验
出水流道进行了５种方案试验，即现状方案、泵
出口水平段起点至进水门槽大扩散（方案一）、出水
门槽至进水门槽局部扩散（方案二）、水平段起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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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能够很好地导人到ＡＮＳＹＳ中进行求解计算，这种
将有限元前处理和求解过程分别放在不同的有限元
软件中进行处理的方法可以大大提高ＣＡＥ分析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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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试验结果分析
因为谏壁泵站流道有其特殊性，它的进出水流
道尤其是出水流道尺寸偏小，泵出口为直角急转弯，

（２）通过选择合适的水力模型来实现泵站增容
是一条既省事又省钱的有效途径，对于类似的低扬
程大流量泵站的增容改造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且转弯半径很小，装置试验显示，泵出口段水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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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下部形成一个回流区，即使加了弯管对疏导
水流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增大了水头损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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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站增容除险改造工程流道优化方案的数模计算

以效率不可能有显著提高．

分析，２００２．１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进出水流道各种改造方案
均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为此，针对现状流道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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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Ｊ

州，２００２．
ｒＬ ３ １Ｊ

３．８水力模型，水泵型号为２８００ＺＬＱ２７—３．经试验，
在主工况排涝设计扬程３．０ ｉｎ，流量２７ Ｉｌｌ３／ｓ时装
置效率达到６０％以上，满足《泵站技术改造规程》的

２００５．
４

１ｊ

（１）对于象谏壁泵站这种进出水流道尺寸本来
就不富裕的双向流道泵站，增容改造且增容量较大
（１／３以上）时，如果不能彻底改造，仅对进出水流道
进行小改小动，对于提高泵站效率的作用是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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