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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抽水站引河流态改善的模型试验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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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扬州２２５２００）

摘要：针对泵站进水流态不良，影响水泵装置性能的发挥及泵站的安全运行等问题，采用模型试
验研究进水流态，建立模型比为ｌ：５０的江都东闸至西闸间的整体进水河段及４座泵站引河的整体
模型，改善了不良流态。以Ｆｒｏｕｄｅ准则为基础，适＂－３提高模型水流流速，准确地模拟泵站的进水流
态。提出的在江都抽水站引河内加设倒“Ｙ”形导流墩及底坎的整流工程措施，消除了进水引河内
水流的大尺度回旋和泥砂淤积。为泵站经济、安全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进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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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地处扬州市以东１４ ｋｍ的江
都市区，以４座大型抽水站为龙头、１３座大中型水

池内的水流回漩范围，易造成泥沙淤积，这又加剧了
主流的偏斜，进一步恶化了流态Ⅲ。

闸与之相配套，是一个具有调水、灌溉、排涝、泄洪、
通航、发电等综合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江都一、

１

相似准则

二、三、四４座泵站位于新通扬运河南岸，共装设３３
台大型轴流泵机组，由于４座泵站均为典型的侧向

采用模型试验研究进水流态改善措施。按照初

进水，进水流态较差，无论何种运行工况，进水引河

步设计方案建立模型比为ｌ：５０的江都东闸至西闸

内总有大范围的回漩区存在，站前水流侧向流入进

间的整体进水河段及４座泵站引河的整体模型，模

水流道现象明显，特别是边侧机组，水流偏斜尤为严

拟双向进水流态并对不良流态进行改善。泵站引河

重，电机功率偏大，水泵效率降低。另外，在进水前

水流流动为不可压缩粘性流体在重力场中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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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１，为了确保模拟的准确性，在遵从Ｆｒｏｕｄｅ准则
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模型水流的流速，这是行之有效

方案１：改造初步设计方案，未加任何措施，主
要观察该情况下的流态。

的方法，这也被多次的试验证实ｍ ４１。本次试验选
择的模型实际流速为Ｆｒｏｕｄｅ模型流速的１．５倍。

方案２：加底坎，底坎高度和前后位置多方案比
较。

根据以上试验准则，江都站试验模型的比尺为
长度比尺

４３

方案３：长直立墙＋底坎，收缩状直立墙，前伸
至引河河口（底坎由方案２优选）。

ＡＬ＝１：５０

水深比尺
Ａ＾＝１：５０

方案４：直导流墩＋底坎，导流墩间距１０ ｍ，长
２０～２５

ｍ高于最高水位（底坎由方案２优选）。

方案５：直导流墩＋底坎＋短直立墙，导流墩间
Ａ
流速比尺Ａｖ

＝．
１．５Ａ：＇ｓ：０．２１２

流量比尺

距１０ ｍ，长２０—２５ ｍ高于最高水位。短直立墙位
于站进口两侧与进口侧翼墙相连，前伸２０—３０

Ａｏ＝Ａ口Ａ：＝８．４９×１０—５

２模型设计与量测方法
２．１模型布置与设计
整个模型模拟范围包括东闸、西闸以及东西闸

方案６：丁坝，引河段两侧边坡沿流向设三道间
距２０ ｉｎ，伸人河道（从坡底线算起）长。２０ ｉｎ的丁
字型潜坝（坝顶高程２．５ ｍ）。
方案７：短直立墙，短直立墙位于站进口两侧，
与进口侧翼墙相连，与边坡底线相距５ Ｉｌｌ，前伸２５
ｍｏ

间新通扬运河、一站、二站、三站、四站引河及泵站进
水流道，见图１。整个模型系统包括试验模型段、贮

方案８：直导流墩，导流墩位于引河河口处，问
距１０ ｍ，长２０—２５ ｎｌ，高于最高水位。

水池、供水管道泵、流量调节闸阀、管道、流量计等。
水由供水泵自总水管抽提至贮水池自流入新通扬运
河，一、二、三、四各站的流量由相应站的水泵控制计

方案９：直导流墩＋短直立墙，导流墩间距１０
ｍ，长２０—２５ ｍ，高于最高水位。短直立墙位于站进
口两侧，前伸２０一３０

量并抽入总水管，自引流量亦由专设的流量调节阀
及流量计控制与计量。模型按照几何相似制作，并

ｍ。

１１１。

方案１０：高倒“Ｙ”形导流墩＋底坎，倒“Ｙ”形导
流墩顶高程高于最高水位，边长１４，１４，１６和２０

考虑糙率相似。

ｍ。

方案１１：矮倒“Ｙ”形导流墩，倒“Ｙ”形导流墩顶
高程２．０ ｍ，边长１４，１４，１６和２０

ｍ。

方案１２：矮倒“Ｙ”形导流墩＋高底坎，倒“Ｙ”形
导流墩顶高程２．０ ｎｌ，边长１４，１４，１６和２０

ｍ。

方案１３：浮子＋底坎＋矮倒“Ｙ”形导流墩，倒
图１

江都抽水站引河流态改造试验布置示意图

“Ｙ”形导流墩顶高程２．０ ｍ，边长１４，１４，１６和２０

２．２量测方法
各站流量及自引流量由独立设置的电磁流量计

ｍ。

方案１４：长直导流墙＋底坎，长直导流墙与站
前相距２０ ｍ起向上游布置，长度１００ ｍ左右。

计量。采用染色砂质颗料作为示踪物，对前池底部

方案１５：长直导流墙＋底坎＋矮倒“Ｙ”形导流

流态进行观察。用塑料颗料对面层流态进行观察，

墩，倒“Ｙ”形导流墩顶高程２．０ ｍ，边长１４，１４，１６和

水流的回流、漩涡都能清楚地显示出来，部分示踪物

２０

ｎｌ，长直导流墙离站前２０ ｍ，长度１００ ｍ左右。

在回流区的沉积，可更准确地描绘出底部回流的范

方案１６：矮倒“Ｙ”形导流墩＋低底坎，倒“Ｙ”形

围。为定量比较整流措施对进水流态的影响，试验

导流墩顶高程２．０ ｍ，边长１４，１４，１６和２０ ｍ，底坎

中对每个站引河内的３个典型断面的流速分布进行

顶高程分别为一２．５，一２．５，一２．５和一３．５

Ｉｎ。

了测定。

４试验结果
３模型试验方案
４．１改造初步设计方案内的流态
本次共进行了１６个方案的试验，各方案简要介
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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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引河范围内形成大尺度回漩，站前为横向流。

于施工，造价也相对较低。试验中，对“Ｙ”形导流墩

随着水位的降低，面流回漩强度逐步加大。排涝工

的高度、长度，底坎的高度、位置进行了研究，最终确

况由东闸进水，站前水位Ｖ

１．０

ｍ时，亦在整个引河

定了各措施组合方案。

内形成大尺度回漩，与前面的引水工况相似，仅旋转
方向相反，此时，由于一站处于进水下游末端，站前
引河断面流速较小，因此一站流道进口处流态尚好。
站前引河内底流在引水工况均在每个站的整个
前池内形成大尺度回漩区，回漩中心位于站前右侧，
因此，在该处易引起泥沙淤积；排涝时，一站站前有
两个回漩区，由于东闸进水，一站站前左侧的回漩区
较大。二站、三站的面流、底流在各运行工况与一站
对应的工况类似。
四站引水工况位于进水末端，站前新通扬运河
断面的平均流速较小，在引河内面流有大尺度回漩
出现，旋转强度较小。在站前水位分别为Ｖ
Ｖ １．９

５．０ ｍ、

ｍ时，池内出现一大－ｄ，两个旋转方向相反

的回漩。在站前水位Ｖ

１．９

Ｉ＇ｌｌ，自引５５０ ｍ３／ｓ时，由

于引河口新通扬运河断面流速大大增加，面层回漩
又充满整个引河，所以旋转强度大大增加。在站前
水位分别为Ｖ

０．７

ｍ和Ｖ（一Ｏ．３）ｍ时，站前出现

图２未设整流措施时四站进口流态

两个几乎对称的旋转方向相反的大回漩，但流道进
水口处流态较为平稳。在排涝工况，站前水位Ｖ
０

方案１６的流态情况如下。

１．

一站在站前日线处设一道高２ ｅｍ、宽１．６

ｎｌ，站前引河内充满大尺度回漩，并在站前右侧翼

ｃｍ

墙前有一个旋转方向相反的小回漩，回流回漩的旋

（相应原型高１ ｍ、宽０．８ Ｉｎ、顶高程Ｖ（－２．５）ｍ）的

转强度较大，导致流道隔墩墩头处出现凹陷涡，ｌ’机

底坎，在Ｍ至Ｋ线附近设高１ｌ ｅｍ、边长２８ ｃｍ（相

前最为剧烈，偶有气泡进入流道，凹陷涡从１’到７’

应原型顶高程２．０ ｍ，边长１４ ｍ）倒“Ｙ”形导流墩。

机逐步减弱。四站在四种调水工况时底流较为相

西闸进水时面流存在回流区，其中最高水位Ｖ

似，均在站前右侧圆弧翼墙前有较大的回流区，左侧

ｍ时，面流呈大尺度的回流区，但旋转强度很小，在

翼墙前有较小的回流区。在排涝工况，底流回漩区

调水平均水位Ｖ

范围大大增加，几乎充满整个引河河底。

流，在东引设计工况下，旋转强度有增大的趋势。调

图２为该方案在调水工况（站下水位Ｖ

５．０

ｍ）

１．９

５．０

ｍ时，面流呈现两侧对称的回

水最低工况（Ｖ（一０．３）ｍ）时，站前左右边坡上有

时的四站进口流态。

不对称的小回流区，站前区域也存在一旋转强度不

４．２推荐方案流态

大的回流区。
底流总体情况较好。在最高水位Ｖ

经１０多种方案的试验，方案５（直导流墩＋底

５．０

ｍ时，

坎＋短直立墙）、方案３（长直立墙＋底坎）、方案１６

站前水流流向偏斜约３０。，在东引工况时，１、２、３号

（“Ｙ”形导流墩＋底坎）流态改善效果相对较好。

站进口前有回流区，右侧边坡上存在小回流区，其他

其中，方案５，引河内的面流和底流流态最好；方案

各工况下，站前流态较好，均是正向进水。
二站在站前Ⅳ至Ｋ线之前设置高１４ ｅｍ、边长

１６，基本解决了引河内的底流严重偏流问题，高水位
方案３，只有当引河内的底坎达到的一定高度及直

导流墩。在，断面处设置原型顶高程Ｖ（一２．５）ｍ

立墙要前伸至河口，才能明显改善各种工况的流态。

的底坎。

综合考虑，方案５的整流措施效果最好，但工程投资

ｅｍ（原型顶高程Ｖ

２．０

ｍ、边长１４ ｍ）的倒“Ｙ”形

时，面流虽有对称的回流区存在，但旋转强度很小；

２８

面流情况：最高水位时（Ｖ

５．０

ｍ），引河中有一

较大，方案３的整流措施，工程投资较大，实际施工

回流，但回旋的流速较小，旋转强度较弱。Ｖ

有困难。方案１６的整流效果较好，措施不复杂，易

水位的调水平均和东引设计两种工况下的面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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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似，站前呈现基本对称的回流区，其中泵站进Ｅｌ前的

水位Ｖ

回流区流速较慢。最低水位Ｖ（一０．３）ｍ时，除站

前基本上为正向进水，其中４，５，６和７号机组流向

前边坡左右两侧存在回流区外，站前水面为正向进

偏斜２５。以内。水位Ｖ（一０．３）Ｉｎ时，两侧边坡存

水。在排涝工况，左右侧边坡有对称小回流区，１—６

在对称的回流区，站前正向进水。在排涝工况，站前

号机组进口为正向迸水，７—８号机组进口略有偏

为正向进水，右侧边坡上有小回流区存在。

斜。各工况下底流流态基本均呈正向。

１．９

ｍ时，除在左侧边坡上存在小回流区，站

四站在站前日线设高５ ｅｍ、宽１．６ ｃｍ的底坎

三站在站前，线设４ ｅｍ高、宽１．６ ｃｍ的底坎

（相应原型高２．５ ｍ、宽８０ ｅｍ、顶高程Ｖ（一３．５）

（相应原型高２ ｍ、宽８０ ｃｍ、顶高程Ｖ（一２．５）ｍ），

ｍ），在０～工线设高１６ ｃｍ，边长４０ ｃｍ的倒“Ｙ”形

在０一Ｍ线设高１３ ｃｍ，边长３２ ｃｍ的倒“Ｙ”形导流

导流墩（相应原型顶高程２．０ ｍ，边长２０ ｍ）。

墩（相应原型顶高程Ｖ

２．０

ｍ，边长１６ ｍ）。

面流情况：在最高水位时，引河有较大的回流
区，但旋转较慢。在Ｖ

１．９

ｍ水位下，自引工况时，

面流呈现对称回流，站前旋转强度较弱。引水平均

各工况下，面流流态相似，站前两侧边坡有小回
旋区存在，各站前主流基本呈正向且脉动较小。底
流，在各工况下，将在两侧边坡形成范围较小的回流
区外，底流在站前亦基本呈正向。站前流态见图３。

工况下，左侧边坡存在小回流区（Ｃ一，线）。站前有
较缓慢的横向流动，一直前伸至０线，并在０一Ｋ线

５结论

形成一回旋区。调水最低工况时，除在两侧边坡处
存在范围不大、强度较弱的回流区外，站前流向基本

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模型试验，以

正向。排涝工况下，两侧边坡（．，一Ｄ线）范围内有

Ｆｒｏｕｄｅ准则为基础，适当提高模型水流流速，可准确

对称的小回流区。

模拟泵站的进水流态，预演泵站进水前池内发生的
回流和漩涡。
２）江都抽水站引河为典型的丁字型侧向进水，
在未加任何工程措施情况下，四个站的站前横向流
速较大，引河内面层和底层均存在大面积的回旋流
动，容易造成引河内的泥沙淤积。
３）方案１６在各站引河内加底坎和倒“Ｙ”形导
流墩，与不加整流措施相比，流态得到了较大改善。
４）进水流态的改善可以有效地提高水泵的运
行性能，保证泵站运行可靠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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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流情况，底流流态总体要好于面流。西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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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时，站前底流略有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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