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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取水泵站进水池进水流态的改善
陆晓如１，佟宏伟１，冯建刚２
（１．上海青草涉原水工程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０１２０；２．河海大学，江苏南京２ｌ∞９８）

摘要：在介绍城市取水泵站进水建筑物布置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市长江引水三期工程取水泵
站水力模型试验，针对单台泵运行和多台泵组合运行等多种运行条件，对进水池表面流态和典型过流
断面流速分布进行了量测；并据此分析了进水池产生主流居中，底坎附近和底坎前区域产生回流区，
进水流道前产生由池壁流向中间机组的斜向流，以及在边机纽进水流道进口处产生间歇性漩涡等不
良流态的原因。提出了取消底坎，在进水池扩散段设置八字形导流墩和边机组进水流道前设置消涡
板等改善不良进水流态的措施。试验结果表明：改善措施可以有效地改善进水池进水流态．提高水泵
运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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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取水泵站中，进水池是衔接取水、进水管
（涵）与进水流道或进水喇叭口之间的衔接段。进

１取水泵站概况

水池流态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进水流道或进水喇叭
口内的水流流动状态，从而对水泵机组的安全高效

取水泵站是上海市长江引水三期工程三大内容

运行产生影响，不良流态严重时将导致机组剧烈震

（取水工程、陆域水库和输水工程）之一。取水泵站

动，影响到泵站的安全”“…。笔者主要结合上海市

设计取水量为每天４．３×１０６ｍ３（约５０ ｍ３／８），泵站

长江引水三期工程中取水泵站工程（以下简称“取

装机总容量为７

水泵站”）整体模型试验，研究进水池流态及改善

水头部为蘑菇型取水头，两根ＤＮ３６００重力式进水

措施。

管进入泵房进水池。泵房内设置５台８８ＬＫｓＡ一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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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立式导叶式斜流泵，四用一备，５台主泵共用进水

池过流面采用纯水泥抹面，其糙率可达０．０１１，基本

池，进水池总长度１８．３０ ｍ。主水泵单泵性能参数

可满足糙率相似的要求。原型进水管为钢管，糙率

为：流量ｐ＝１２．００～１３．７０ ｍ３／ｓ，扬程Ｈ＝７．３０—

为０．０１３—０．０１４，根据糙率相似比尺可得进水管模

９．１０

ｍ。考虑到取水泵站采取的是重力式进水管集

型糙率应为０．００９

１９—０．００９

９０。有机玻璃糙率为

中进水，可能因此在进水池内导致不良的进水流态，

０．００８～０．０１０，进水管段采用有机玻璃制作，基本满

从而对水泵机组安全高效运行产生影响，甚至对城

足糙率相似的要求。

市取水安全产生威胁，所以有必要对取水泵站的进

进水池内流速分布采用光电流速流向仪进行量

水流态及其对水泵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提出

测，由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可同时测得多点流速。

切实可行的改善流态的工程技术措施。

对于典型断面部分测点，采取三维流速剖面仪（Ｖｅｅ．

ｔｒｉｎｏ）进行流速大小和流向量测。泵站流量及单泵

２水力模型设计

流量由安装在出水管上的电磁流量计进行量测，在
回水渠中安装薄壁全宽堰对单泵流量进行比测、率

取水泵站水力模型试验采用自循环、开敞式的

定，并量测和校验多泵运行时的总流量。

水工正态模型。根据对进水池进水流态及改善措施
研究的要求和实际需要，确定模型线性比尺为Ａ。＝

３原设计方案进水池流态分析

８。取水泵站进水管、进水池及水泵机组段模型布置

泵站进水池进水流态试验，首先对原设计方案

见图１。

进水池的水流流态进行测试，分析原设计方案中存
在的缺陷，提出改善措施并对其进行试验验证，以不
断完善，最终提出保证进水池进水流态良好，泵站运
行安全高效的工程技术措施。
为全面反映泵站进水池进水流态，进水流态量
测包括表面流态观测和典型过流断面流速分布量测

两部分。在表面流态量测中，利用悬浮示踪物显示
表面流态，结合摄像资料对比分析；在典型过流断面
流速分布量测中，首先确定典型过流断面，再在典型
过流断面上布置测线和测点，用流速流向仪量测各
测点的流速和流向，据此分析典型过流断面的流速
分布。典型断面测点布置见图２。
管ｏａｏｏ

３．１进水池流态

针对单台泵运行和多台泵组合运行多种工况，
对原设计方案进水池表面流态进行了测试。试验结
‘ｂ）翻面

图１取水泵站进水池段模型布置

果表明：

１）单机组运行时，由于进水池水位较高，进水
池表面水流比较平顺，流速较小，无明显的回流区存

对于取水泵站进水池进水流态的模拟，因进水
池中为具有自由表面的无压水，主要以重力相似准
则进行模拟，按佛汝德相似准则作为模型试验的基

在，但是，受到进水流道隔墩及胸墙的影响，在边机
组独立运行时，在流道进口处隔墩背水侧间歇性地
产生漩涡，见图３。

础，即Ｆｒ。＝Ｆｒ。。按照相似律计算可得：原型与模型

２）多机组运行时，进水池表面水流流速随着开

的流速比尺为Ａ。＝Ａ：’＝２．８３；流量比尺为Ａｏ＝

机台数的增多而增大，水流自进水管进入进水池后，

＾：５＝１８１．０２；时间比尺为Ａ。＝Ａ：５＝２．８３；原型与

在底坎的作用下，一部分水流翻越底坎在坎后形成

模型进出水建筑物的糙率比尺为＾＾＝Ａ。ｒｅ６＝８”６＝

强烈翻滚，另一部分水流受底坎阻挡，在底坎前沿着

１．４１４。原型进出水建筑物为钢筋混凝士制作，若施

底坎向两侧流动，碰池壁后向上翻滚，产生向中间机

工质量良好，其糙率为０．０１３—０．０１４；模型进出水

组方向的斜向流，从而造成边机组配水不均匀，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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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偏小。多机组运行时，进水流道前表面没有旋涡

角偏大，在进水池底部设置了底坎，水流在底坎的整

和回流区出现，但是在底坎附近和底坎前区域有一

流作用下，主流居中现象有所缓解，但由于坎前的部

定范围的回流区和斜向流。以４台机组（１’＋２。＋

分水流沿底坎流向两侧后，在进水池边壁处形成强

４。＋５。泵）组合运行工况为例，进水池Ｉ—Ｉ典型断

度较大的立面翻滚，在边机组侧形成流向中间机组

面流速分布见图４。

的斜向流，造成了边机组进流量不足。因此，原设计
方案的底坎对调整流态的作用并不明显。
２）底坎坎顶偏高。水流由进水管进入进水池
后，在底部斜坡的导流作用下，主流直冲向前，以较

高流速与底坎碰撞，一部分水流翻越底坎在坎后形
成强烈翻滚．另一部分水流受底坎阻挡，在底坎前沿
着底坎向两侧流动，并在进水池侧壁处形成较强的
立面翻滚，一方面造成了进水池配水的不均匀，另一
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水力损失。

臂—－攀Ｉ＾

毛褊嚼 船爵
ｌ－Ｉ断面（４层）

（８）平面

啼—＿ｊ｛＾

抵鳃硪：腮四．
ｉ妇觋丽：皿熙．
Ｉ—Ｉ黼３层）

（ｂ）剖面

省—－，节

涮点
卜Ｉ断面瞧罾）

图２进水池典型断面流速测点布置

席—矗：，

换皿～ 嚅皿～ 皿一
Ｉ－Ｉ断面（１层）

固４原方案４台泵运行时Ｉ—Ｉ横断面（１）一（４）层
的断面流速分布

４改善进水流态措施
图３边机组进水流道前水流表面流态

３．２进水池产生不良流态分析
通过分析研究，造成进水池内产生不良流态的
主要因素有以下两方面：
１）进水池扩散角偏大，底坎调整流态作用不明

根据原设计方案试验结果，结合城市取水泵站
的要求，以对泵站建筑物结构不作较大调整的原则，
对取水泵站进水建筑物的流态改善措施进行了深入
研究，通过采取加设导流墩等措施调整进水池流态，
使进水流态得到明显改善。

显。由于原设计方案采取的是对称布置的２根进水

４．１进水流态改善措施

管重力式迸水，从进水管进入进水池的水流主流居
中，流速偏大，在进水池两侧池壁附近易产生回流等

针对泵站进水池结构和进水方式等进行分析，
提出如下改善进水流态措施（见图５）：①取消原设

不良水力现象。原设计方案虽然考虑到进水池扩散

计方案在进水池设置的底坎；②在边机组进水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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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设置消涡装置；③在进水池扩散段设置八字形导

２７

明，采用改善措施后，边机组的水泵性能明显提高，
与中间机组之间的性能差异明显减小。以模型泵的

流墩。

各项工作参数为例，如ｌ＃水泵在４台泵（１。＋２８＋４。

＋５’）组合工况运行时，采取流态改善措施后，流量
和效率分别比原设计方案条件下增长了１．４３ １／ｓ和
０．４６％，见表１。试验结果说明，采用改善措施后，
进水池流态得到明显改善，有效地改善了水泵的吸
水条件，提高了水泵的运行效率。

省—－墨节

赫赫曙船胁
毓黯一 皿皿
毓熙 瓤皿
摭味一 觋融
Ｉ－Ｉ断面（４层）

省—曼节

（丑】平面

测点
Ｉ—Ｉ断面（３层）

臂—．导｝＾

万

蔫点
Ｉ—Ｉ断面但层）

臂～ｄ县节

（ｂ）剖面

■点
Ｉ—ｌ断面（１层）

图５改善进水流态措施布置

４．２进水流态改善措施分析
采取改善措施后，通过对泵站多种开机组台运
行工况的试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图６采取改善措施后４台泵运行时Ｉ—Ｉ横断面
（１）～（４）层的断面流速分布
表１采取改善措施前后４台泵组合运行时１。泵性能比较

１）在边机组单独运行和多机组高水位运行时，
由于设置了消涡装置，在边机组进水流道进口前隔
墩间无漩涡产生。
２）在多机组各工况运行时，由于八字形导流墩

注：表中数据为模型泵运行参数。

的导流作用，使得进水池水流主流居中现象得到有
效缓解，基本消除了进水池侧壁处产生的大范围回

５结论

旋区，使得水流在导流墩的导流作用下比较均匀地
分配至各进水流道，在进水池表面基本消除了斜向

１）取水泵站原设计方案的进水池中存在主流

流，进水池流态得到明显优化。以４台机组（１。＋２。

居中、底坎附近和底坎前区域产生回流区及斜向流

＋４。＋５“泵）组合运行工况为例，采取改善措施后进

等不良水力现象，进水建筑物不能向每台机组均匀

水池Ｉ—Ｉ典型断面流速分布见图６。

配水，进水条件较差；多机组运行时，边机组的性能

４．３改善措施前后进水池进水流态对水泵性能的

明显降低，与中间机组相比，下降幅度明显偏大。采

影响
在研究中，对单台和多台水泵各种组合的运行
工况进行了水泵性能试验，并着重对中间机组与边
机组的性能差异进行了分析。水泵性能试验结果表

万方数据

取修改工程的措施后有效地改善了进水池进水流
态，改善了水泵的进水条件，有效地提高了水泵装置

性能。
２）导流墩是取水泵站进水池改善流态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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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机化以及有关交叉学科的基础理论、设计制造、材料工艺、测试技术的研究成果及发展动向，反映学
科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

主要栏目有：能源动力与车辆工程、农业装备与机械化工程、农产品加工工程、农业自动化与环境控制、
先进制造技术及基础理论、综述、研究简报、单位介绍等。同时还将及时提供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举办的国内
外学术活动信息，可供农机乃至机械行业中、高级技术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科研单位的有关人员阅读参考。
《农业机械学报》为月刊，大１６开，２１６页。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外发行为中国
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外代号Ｍ２８９。国内统一刊号：ＣＮ １１—１９６４／Ｓ，邮发代号：２—３６３。每期定价２８元，

全年共计３３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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