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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吸式出水流道在大型低扬程泵站中应用相当

式中虬为ｄ断面的高度．设ｄ断面与口断面之间任意

广泛．由于低扬程泵站的出水流道水力损失在水泵

断面的断面面积Ｓｉ随着流道中心线的长度Ｌ。线性

总扬程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因此出水流道的水力

变化，则

性能对水泵装置性能的影响就尤为突出．近年来，随

ｓ；＝ｓ。＋（ｓｄ—ｓ。）笋

着计算流体动力学理论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

（３）

多的人开始抛弃流道的一维设计方法，应用三维紊

式中下标ｉ表示口断面与后断面之间的任意断面，则

流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大型泵站进出水流道进行内流

弯曲渐缩段任意断面的平面宽度为

耻业譬巫

场分析¨‘６ Ｊ，以此为依据进行流道优化设计．但三维
紊流数值计算并不是一种优化方法，而是一种流场

（４）

的仿真手段，并不能够进行流道的初始造型设计，所
以使得目前的流道设计大多都是抄袭原有的水力性
能较好的流道型线，或对其进行适当的放大或缩小，
或在流场计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这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流道设计水平的提高．如果放弃一维
设计理论，即不再遵循平均流速渐变规律的话，那么
在对流道的型线进行初始建摸时将毫无规律可寻，
使得流道的型线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仅不便于工
程施工，而且使得下一步的优化工作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
图１

本研究针对国内待建的某大型泵站的初步设计

Ｆｉｇ．１

资料为研究背景，根据虹吸式出水流道的型线特点，

虹吸式出水流道坐标系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ｉｐｈｏｎ ｏｕｔｌｅｔ

利用几何解析的方法对流道型线进行数学建模，采

为了减轻流道优化设计负担，提升设计水平，本

用基于流道参数的程序化设计方法来初步确定虹吸

研究针对以上所建立的虹吸式出水流道型线数学模

式出水流道的型线，使其符合流速渐变的原则．在此

型。开发了基于参数化的虹吸式出水流道优化设计

基础上再对流道进行三维紊流数值仿真，检验流道

应用程序．采用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开

在三维空间的流态，从而通过改变流道的参数调整

发应用程序，并对工程图形处理软件ＡｕｔｏｃＡＤ进行

型线，进一步优化流道性能．

二次开发，将ＡｕｔｏｃＡＤ当成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程序中的
一个图形窗口，可以对其进行打开、绘图、编辑等操

１

流道型线数学模型及程序的开发

作，使得流道型线的计算求解与型线的绘制能够在
一瞬间完成，大大降低了流道设计的强度．

虹吸式出水流道设计给定参数：泵出口直径
仇，导叶（或其接管）出口直径Ｄ。；导叶（及其接管）

２

虹吸式出水流道断面位置的确定

扩散角９；流道最大宽度Ｂ；泵站设计流量Ｑ；泵站出
口特征水位及站房土建设计、结构设计有关的控制

驼峰断面位置是影响虹吸式出水流道水力性能
和起动特性的重要因素．在虹吸式出水流道上升段

尺寸等．
取泵导叶出口断面中心点为原点，建立如图１

和下降段的口不大（≤１２。）的情况下，水力损失主

所示的直角坐标系．虹吸式出水流道各断面型线的

要为沿程阻力损失，而虹吸式出水流道的局部水力

数学关系可参考文献［７］的具体推导．

损失主要在流道的进口弯管段、驼峰段和出口弯管

取弯曲渐缩段ｄ断面的宽度为吃（吼≤日），口

段．在驼峰顶部高程和驼峰断面高度一定的情况下，

断面宽度与直径Ｄ。同（丑。＝Ｄ。），则ｄ断面与口断面

驼峰断面位置对流道的沿程水力损失的影响不大，

的面积分别为

而对三个弯管段的局部水力损失产生较大的影响，

ｓｄ＝曰ｄ＾ｄ一（４一叮ｒ），：

（１）

ｆ、２

ｓ。：华

（２）

从而导致整个出水流道的水力损失发生重要的变
化．下面主要以驼峰断面位置对虹吸式出水流道局
部水力损失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来确定驼峰断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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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位置．

表２

图２为驼峰断面相对位置示意简图，图中０点
位于虹吸式出水流道进口的中心，肘点和Ｊ７、ｒ点分别
位于驼峰断面和流道出口断面的中心，菇和Ｌ分别为

６０朋ｏ Ｏ．３
１．２５

Ｃｌｏ

Ｏ．５

１．Ｏ

１．１２

１．ｏｏ

１．５

ＣＩｏ ｖａｌｕｅ
２．５

２．Ｏ

Ｏ．９０ Ｏ．８５

流道进口断面中心至驼峰断面中心和流道出口断面

３．Ｏ

Ｏ．８４ Ｏ．８５

４．０

５．Ｏ

Ｏ．９０ Ｏ．９５

６．Ｏ一７．Ｏ
１．ｏｏ

Ｏ．９７

表３亭：值表

的水平距离，Ｚ。和Ｚ：分别为肘点和Ⅳ点至流道进口
断面的垂直距离．其中，当Ｊ７、ｒ点在进口断面以上时，

ｑｏ值表

Ｔａｂ．２

Ｔａｂ．３

手：Ｖａｌｕｅ

Ｒｏ／＾Ｄ

Ｏ．１

Ｏ．１５

Ｏ．２

０．３

Ｏ．４

ｆ’Ｄ

０．６９

Ｏ．５７

Ｏ．４５

Ｏ．３０

Ｏ．２５

Ｚ２＞０；当』、ｒ点在进口断面以下时，如＜Ｏ．

≥１．Ｏ
Ｏ．２ｌ

可将表１中Ａ。Ｄ与咖Ｄ的关系用二次多项式来近
似表达，即

ＡｌＤ＝ｕ咖己＋ｙ爷Ｄ＋形

（８）

式中Ｕ，ｙ，形为拟合系数，计算求得
Ｕ＝一０．１０９ ２７，ｙ＝０．７４５ ５７，形＝０．０８１ １４

图２

Ｄｉａｇ舢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ｉｇ．２

由流道尺寸及表２，表３求得流道进口段系数为

驼峰断面相对位置示意图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ｏ＝０．８５５，亭’ｏ＝０．２１．并代入式（７），得

孝。＝ｏ·１９２【－ｏ·１０９ ２７（ａｒｃｔａｎ手）＋

流道某弯管段的局部水头损失可用下式表达

Ｍ：氅

（５）

ｏ．７５４

ｇ乍Ｕ

式中ｆ为弯管段的局部水头损失系数；Ｄ为弯管段

（９）

驼峰段水力损失系数

２．２

驼峰段的水力损失可近似看作普通弯管来计

的平均当量直径；Ｑ为流量．式（５）中，当流量Ｑ为
一定值时，决定水头损失△ＩＩｌ大小的即为∥Ｄ４，所以

５７ａｒｃｔａｎ÷＋ｏ．０８１１４ ｌ

算，其水力损失系数表达式为＂’８】

缸［¨３…．１６３（∥】（警）∽（１０）

在分析驼峰的位置变化（用变量石表示）对虹吸式
出水流道水力损失有何影响时，可用如下目标函数

将各系数值代入式（１０），得

来表示

ｍｉｎ以菇）＝ｍｉｎ（晶Ｄ≯＋ｆＭＤ≯＋ｆ＿ｌｖＤ≯）

（６）

如＝ｏ埘２·（订…ｃｔａｎ｝…ｃｔａｎ糍）¨２

式中下标Ｄ，肘，Ｊ７＼ｒ分别代表流道的进口段、驼峰段
和出口段的中心点．

（１１）
２．３

流道进口段水力损失系数

２．１

出口段水力损失系数
出口段水力损失的计算同流道进口段，也看作

流道进口段为渐扩的变截面肘形弯管，若只考

渐扩的肘形弯管，即

虑局部水头损失，忽略沿程水头损失，则其水力损失

亭Ⅳ＝ＡＩ，ｖＣ。＿ｌｖｅｘｐ［２．３ｌｇ（ｆ’Ⅳ／，ｌＪｖ）］

系数表达式为［７．８］

ｆｏ＝ＡｌＤＣｌＤｅｘｐ［２．３ｌｇ（亭７Ｄ／，ｌｏ）］

（７）

和ｆ７。，由流道设计尺寸及表２和表３可求得

式中Ａ。Ｄ为与流道进口弯管段的弯曲角度咖Ｄ有关的

Ｃｌ＿ｌＩｒ＝０．８６６，ｆ’』ｖ＝０．２１

系数，见表ｌ；Ｃ。。为与出口断面宽高比（６Ｄ几ｏ）有
关的系数，对于圆形和正方形断面，Ｃ。Ｄ＝１．０，其余
见表２；，ｌ。为肘形弯管出口面积与进口面积的比

值；参’。为凡。＝１，且咖Ｄ＝们时的弯管损失系数，

将以上求得各系数值代入式（１２），得

知＝２．０４５【－ｏ．１０９ ２７卜一ａｒｃｔａｎ譬）‘＋
ｏ．７５４

如表３所示，表中如表示弯管的曲率半径．
表１
Ｔａｂ．１

咖ｏ／（。）２０
Ａｌｏ

Ｏ．３ｌ

３０
０．４５

（１２）

Ａ。Ⅳ值的求解同式（８）．Ｃ。Ⅳ及ｆ’Ⅳ的求解同ｃ。Ｄ

４５

６０

２．４

ＡＩＤ值表
９０

ｌｌＯ

目标函数求解
进口渐扩段、驼峰段、出口段的平均当量直径分

Ａｌｏ ＶａＩｕｅ
７５

５７（订－ａｒｃｔａｎ学）＋０．０８１ １４】（１３）

１３０

１５０

Ｏ．６０ Ｏ．７８ Ｏ．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３ １．２０ １．２８

１８０

别为Ｄ。＝３．８，巩＝４．６４，巩＝５．８；流道控制尺寸

１．４０

分别为ｚ１＝８．８２

ｍ，ｚ２＝一Ｏ．９５ ｍ，￡＝２８Ⅱ１．

排

４６

灌

将以上各值及式（９），（１１）和（１３）分别代入目
标函数式（６），得

机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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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型使动量方程闭合．利用ＳＩＭＰＬＥＣ算法一。，解
决速度和压力耦合问题，提高迭代计算收敛速度．

ｍｉ叭菇）＝ｍｉｎ｛９．２１×１０一［一ｏ．１ｌ（ａｒｃｔａｎｉ麓）２＋

ｏ．７５ａｒｃｔａｎ矗＋０·０８】＋６．７３×１旷ｘ

（竹一ａｒｃｔａｎ焘一ａｒｅｔａｎ特）¨２＋
ｍ㈨ｏ。４【一ｏ．－，（订一ａｒｃｔａｎ拦）２＋
¨５（霄一ｃｔａｎ箍）＋ｏ．０８】）
（１４）
变量约束条件：茗∈［０，Ｌ］

流场的进口设置在距离流道进口足够远的管道
上，按速度进口条件给定．计算流场的出口设置在远
离流道出口的出水池中，按出流条件给定．出水池边
壁、流道壁面和隔墩等均为固壁，满足流速无滑移条
件；近壁区内的流速和压力等参数按标准固壁定律
计算．忽略风引起的切应力及与大气层的热交换，出
水池的自由水面按对称平面处理．
３．２虹吸式出水流道内流分析
采用ｎｕｅｎｔ流体计算软件对虹吸式出水流道内
部流场进行了仿真计算，图４所示为虹吸式出水流
道在设计流量下的纵剖面流速分布图．为了更清楚

上式为在闭区间上的一元函数极值问题，这里

地显示流道在弯段部位的流速变化过程和流速分布

直接借助数学软件ＭＡＴＬＡＢ优化工具箱进行求解，

情况，特在流道的进口弯曲段显示了部分横断面的

求解结果为髫一０．

等流速图，如图５所示，断面所在位置如图３所示．

在泵站设计过程中，由于受到结构布置的影响，
要想采用如上最优驼峰位置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考
虑站房结构布置的条件下，应尽量使驼峰位置向流
道进口方向偏移．以减小流道的水力损失．

３虹吸式出水流道内流数值模拟
３．１

数学模型及边界条件
针对出水流道给定的控制尺寸，应用虹吸式出

图４虹吸式出水流道纵剖面流速分布图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０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ｉｎ ｃｍｓｓ·ｓｅｃｔｉ锄８

Ｆｉｇ．４

水流道优化设计专用软件，并结合三维紊流仿真技
术，经过不断的调整设计参数来优化流道的型线，最
终型线方案如图３所示，该方案充分考虑到驼峰断
面位置以及驼峰断面流速要求等条件．

图３虹吸出水流道型线图
Ｆｉｇ．３

０ｕｔＩｉｎｅ ｏｆ ｓｉｐｈｏｎ ｏｕｄｅｔ

虹吸式出水流道内部三维紊流采用连续性方程
和雷诺平均Ｎ—Ｓ方程描述，并利用标准．ｊ｝一占紊

图５虹吸式出水流道典型断面等流速图
Ｆｉｇ．５

ｌｓｏ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Ｉ ｃｍｓｓ—ｓｅｃｌｊｏｎｓ

水流从泵的导叶进入出水流道以后，在流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