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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站引水岔管水力特性数值模拟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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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某抽水蓄能电站在不同工况（抽水或发电）、不同分流比（单台机或多台机运行）情
况下引水岔管的水力特性进行三维数值模拟计算，采用非结构化网格离散计算区域，使用有限体积
法将方程的积分形式转化为代数方程组，为保证计算精度，采用二阶迎风格式，隐式求解，速度和压
力方程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耦合．分析了各工况下岔管处水头损失变化和水流流态情况．结果表明，计
算结果与试验较吻合，由于夹带不同能量水流汇合后“能量相互传递”，抽水工况水头损失出现了
负值，发电工况流态好于抽水工况流态；分流（发电）水头损失较大，合流（抽水）水头损失较小，为
机组运行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依据，可使岔管能量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关键词：岔管；抽水蓄能电站；ｋ一占模型；流速分布；水头损失；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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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以大于

水蓄能电站）整个引水系统水力损失的主要组成部

１０％的速度发展，我国电力系统迫切需要抽水蓄能

分，特别对中低水头电站所占比重较大，更不容忽

电站‘¨．而岔管处能量损失往往是水电站（尤其抽

视．目前分岔管已用到了相当高的水头，ＨＤ已达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２—０４
作者简介：郑源（１９“一），男．山东日照人，教授，博士生导师（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ｈｈｕ．ｅｄｕ．ｃｎ）．主要从事流体机械、水利水电工程的研究
严继松（１９８４一），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ｙｊｓ２００２５３１２＠ｈｈｕ．ｅｄｕ．Ｃ１１）。主要从事流体机械、水利水电工程的研究．

万方数据

排

灌

很高的数值拉＇３ Ｊ，也就是说岔管可以承担较高的水
头和较大的流量．由于抽水蓄能电站双向供水，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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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卅＋掣＝考［（肛＋州ｐ，／训Ｏｋ ｌ嵋节

管道内流场复杂Ｈ Ｊ，虽然岔管水力损失的机理是相
同的，但各种岔管流道对水流的影响程度是不相同

（３）
占方程

的，某抽水蓄能电站引水钢岔管比较复杂，在发电和
抽水两种工况下，笔者通过分析其管道内水头损失
和流态的变化情况并加以比较，希望对以后岔管的
设计和研究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ｐＣＩＥ８一ｐＣ２七

（４）

ｋ七０，Ｉ）８

笔者结合江苏某抽水蓄能电站引水系统加以研
究，该抽水蓄能电站安装６台单机容量为２５０ ＭＷ
的可逆式水力机组，引水系统采用１洞３机供水方
式，其中１号钢岔管直径７．０ ｍ，支管ｌ直径４．０

ｍ，

２号钢岔管直径５．７ ｍ，支管２和支管３直径均为
４．０

击（ｐ？）＋垫葛盟２毒［（肛＋丝ｏ，１１塑Ｏｘｊ】＋

ｍ，分岔角均为７００；主岔肋宽比３．５，副岔肋宽

式中Ｃ２＝１．９；叽＝１．０；ｏ－。＝１．２；Ｃｌ＝ｍａｘ

ｌ

０．４３，

手％】，其中叼＝∥滋再告，‰＝上２ ｆ＼垫ａｘｉ＋等）．

胁与ｑ按下式计算：胁＝ｐｑ等，ｑ＝殍１

，

比３．０，单机发电最大引用流量为１１６．３ ｍ３／ｓ，单机
抽水最大引用流量为１００．６ ｍ３／ｓ，额定水头２５３．４
ｍ，引水岔管形式如图１所示．

其中Ａ。＝４．０，Ａ，＝√石ｃ。ｓ妒，９＝－ａｒｃｃｏｓ（，／－６Ｗ），

形＝ｉ等，ｕ＋＝ｖ／】手ｊ爵了砸，而。＝西ｉ一
２ｅ僻∞Ｉ，鸵。＝面口一占毋甜＾，而ｕ是从角速度为ＯＪ＾的旋
转参考系中观察到的时均旋转速率张量，ＥⅡ反映了

主流的时均应变率，砭ｆ与Ｅｉｆ均为矢量，ＥⅡＥｄ与
西ｉｉ砭ｉ表示内积，为运动粘度，Ｅ是与表面粗糙度有
关的常数．
Ｉ．２模型边界条件
发电工况（水流自主管流向支管），总管进口断

图１引水钢岔管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ｅｄ ｐｉｐｅｓ

Ｆｉｇ．１

面给定流速，三条支管给定出流比；抽水工况（水流
自支管流向主管），三条支管给定流速，总管给定出

１数学模型的建立

流条件：管壁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

１．１模型控制方程

２计算方法和网格划分

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ＦＤ）作为一种数值计算方
法，正逐渐走向成熟ｂ１；借助ＣＦＤ技术，本计算选用
ＲＡＮＳ方法中的可实现ｋ一占模型（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一占

采用非结构化网格离散计算区域，用有限体积
法（Ｆｉｎｉｔ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将以上方程的积分形式转

化为代数方程组．为保证计算精度，采用二阶迎风格

Ｍｏｄｅｌｌ［６，７１．

连续性方程

式，隐式求解．速度和压力方程用ＳＩＭＰＬＥ算法耦

挈＋掣：ｏ
ａｔ

合．计算采用混合网格，绝大多数为六面体网格，为
（１）
、

ａ茗；

’

了满足精度的要求，较真实地反映流体流动状况，在
月牙肋附近有少量四面体网格，在边壁上划分边界

动量方程
ａ（ｐｕｉ）

ａ（ｐｕｉｕｊ）

秕

嵋

层网格，如图２所示，总规模大约是１３０—１５０万的
单元．

一老＋毒（肛警一ｐ司＋ｓｉ
ａｘｔ

ａｘｉ＼·‘ａｘ；

Ｐ“‘”Ｊ｝

１

３计算结果分析

（２）
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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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岔管处水头损失情况，

第２期

４７

郑源等：抽水蓄能电站引水岔管水力特性数值模拟

笔者对不同工况（抽水或发电）、不同分流比（单台

３ｂ所示，副岔管处流态极不对称，不运行的支管２

机或多台机运行）情况下引水岔管的水力特性进行

内有明显回流，流态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副岔总管流

比较分析，总结出各工况下岔管处水头损失和水流

出的部分水流对不运行支管２中水流的剪切作用而

流态变化情况，并把水头损失与试验值进行了比较，

引起的．

以便为机组的运行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

（８）主岔处网格

（ｂ）副岔处网格

图２岔管处网格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 ｏｆ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３．１各岔管不同分流比时流速分布
由于工况较多，这里仅给出在发电工况下三机
全开和３号机单独运行时副岔处的流速分布，如图
３所示，与在抽水工况下１号、２号机全开和１号机
单独运行时主岔处的流速分布，如图４所示．

图４抽水工况主岔支管流速矢量图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ｉｎ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Ｆｉｇ．４

由图４可知，在ｌ号、２号机全开时，如图４ａ所
示，主岔管流态基本对称，流态稳定，主岔裆部有局
部回流，在支管２弯管的外侧流速比内侧流速大，在
主管和支管１中流速大小均匀，呈现均匀汇流；在ｌ
号机单独运行时，如图４ｂ所示，主岔管流态不对称，
总管主流偏外侧，在岔裆处的回流较大，不运行的支
管２内有明显回流，由于水流剪切作用在支管２侧
出现了漩涡．从总体上来说，发电工况的流态好于抽
水工况流态．
３．２水头损失计算结果及分析

ｇｉＦｙｅ…ｃｔｏｒ删ｏ…ｆ
簇微嚣嚣ｖｅｌｏｃｉ…ｔ量图
羹翕言毒篱萎言篆

表１是不同运行工况下引水岔管水头损失计算

图３
．

３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由图３可知，在三台机全运行时，如图３ａ所示，
副岔两支管流态基本对称，流态较好，没有出现漩

删Ｉ叫王ｌ—Ｊ矽Ｉ删狈犬；

‘目一又。吕二

－ｆ．１ｕＪ

ＨＹ小犬狈大

是指０—０断面至２—２断面损失；主管一支管３间
的水头损失是指０—０断面至３—３断面损失，如图
１所示．

涡，支管３弯段内侧较外侧流速大，肋板使肋板后流

由表１可见，分流（发电）水头损失较大，合流

速降低但无明显回流；在３号机单独运行时，如图

（抽水）水头损失较小，ｌ，２号机共同工作水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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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２，３号机共同工作要小，ｌ号机单独运行水头损

讲，应优先考虑１号机单独运行和ｌ，２号机联合运

失比３号机单独运行要小，原因是１号只经过一个

行；在抽水工况下两台机运行与三台机共同运行相

岔管，２号和３号经过两个岔管，而３号比２号多一

比，水头损失有所减小，而在发电工况并没有明显减

个弯段，故在部分机组运行时，从岔管水力损失角度

小，这主要是分流比改变引起流态变化所导致的．

表１
Ｔａｂ．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不同运行工况时水头损失计算值和试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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