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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了利用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进行泵站水力过渡过程计算的技术要点，给出了管道、泵组、阀
门、空气阀等元件的建模过程，研究了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所没有提供的隧洞、调压井等元件的建模方法．
通过引入压力修正系数，实现了基于管道模型的隧洞建模．通过修改有限面积水库模型，并组合
流入流出系数，实现了调压井建模．结合国内某泵站，采用上述模型进行了过渡过程计算，获得了
各工况下管道和隧洞水压力变化情况．针对断电工况的倒流和启动工况的负压，探讨了泵后阀门
关闭规律和空气阀布置方案，使倒流得以控制，负压得以消除．
关键词：泵站；过渡过程；泵；隧洞；调压井；空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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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过程中，泵站水锤常造成机组、引水管道和

理简单、精度较高，应用最为广泛…．虽有不少学者

调压设备等附加元件的损坏，甚至引起整个泵站系

在研究泵站过渡过程，但其计算软件都未公开，至今

统灾难性的事故…．我国仅用于水利方面的水泵达

没有一个泵站过渡过程软件被广泛接受．

７

百万台，排灌动力８×１０ ｋＷ旧ｏ，因此，研究泵站过

基于特征线法的热流体仿真平台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

渡过程意义重大．目前，泵站过渡过程的计算所采用

是由英国流体力学研究协会开发的一套用于多种流

的数值离散方法有有限差分法∞ｊ、有限元法Ｈ１、有

体系统模拟的计算机通用软件，对其作适当处理便

限体积法【５１以及特征线法【６１等．其中，特征线法处

可用于泵站过渡过程的计算．为此，笔者研究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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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进行管道、隧洞、泵组、阀门、调压井和空

又由于连续性，Ｑ。。＝Ｑ砣，可得到线性化方程：

气阀的建模过程，并结合国内某泵站，进行了水力过

ｌＱｍ一：Ａ·ｐ·＋Ａｚｐ２＋Ｂｔ，

渡过程计算，探讨了采后阀门的关闭规律和空气阀
布置方案的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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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流体网络总体方程组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基于特征线法，以流体管路系统为研
究对象，对系统整体进行建模分析．在进行仿真计算
时，将流体网络看作是由一系列流体管道元件组成

流体网络上任一流体节点都要满足连续性方
程，对任一节点ｍ有：
村

∑Ｑ油＝ｑ。，

的呻Ｊ．管道元件之间以节点相连，网络中各元件的流

（７）

Ｉ＝ｌ

动用线性化了的连续性方程（１）和动量方程（２）来描

式中Ｑ抽为单元ｉ连接于节点ｍ的节点流量；ｑ。为

述，规定流量由元件流入系统时为正，整个流体网络
的问题被简化成为求解一个线性方程组的问题．

矛警＋譬一面ｓｉｎ ｄ＋生譬＝ｏ，
ｄ算

Ｏｔ

ｇ

ｉ＝ｌ

（１）

ｏｘ

ｇｔＯ卫嚣¨氅瓦蜘磊＋一十百２ｕ，
＋等＿０’

＿Ｉ，

输入该节点的总流量；∑为对节点有贡献的所有
肘个单元求和．联立所有节点的连续性方程，得到
整个流体网络总体线性方程组．
（２）２
Ｌ’

式中ｈ为沿程水头，在封闭管道中表示压力头与位
置头的和，在具有自由表面的水库或调压井中表示
水位；云为流体在横截面上的平均速度；ｇ为重力加
速度；ｆ为摩擦因数；ａ为管道中心线与水平线的夹
角；Ｄ为管道直径；口为波速．
仿真时，首先求解整个流体网络的总体线性方
程组，得到稳态时各元件的流量、水头参数，再应用
特征线法进行瞬态过程计算．流体网络由一系列管
道元件组成，各元件模型主要基于压力一流量关系．

２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建模

２．１工程算例简介
为了分析泵站装置系统中各种元件在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
中的设置方法，现引入一泵站工程实例．该工程系统
结构如图１所示．泵站共安装４台双吸离心泵，单泵
流量为２．１ ｍ３／ｓ，扬程为２１．３ ｍ，机组安装高程为
４４．０５

ｍ，阀门安装在机组出水支管上．机组平面布置

方式如图２所示，其中不带圆括弧的数字表示节点编

流体网络线性方程组按下面的推导得到．

号，带圆括弧的数字表示管段编号，带方括号的数字表

１．１各元件线性方程

示单元编号；节点１为上游水库，节点１６为下游水库．

以管道为例，假定Ｑ。。与Ｐ。分别为节点１（管道
进口）处的液体质量流量和压力，Ｑ砣与Ｐ：分别为节
点２（管道出口）处的液体质量流量及压力，在管道

上ｈ－笛＝７２ｔｍ卜一／～～斗～～嵇，了？ｈ｛ｄｏ首ｖ，ｕ＝７气

截面不变的条件下，压力差与流量的关系可表示为

卸：蠡譬：等，
２

图１泵站系统结构示意

（３）

‘ｐ＾

式中Ｑ。为质量流鼍；卸为节点进出口压力差，卸＝
Ｐ：－ｐ。；Ａ为元件横截面面积；ｐ为液体密度；Ｉ｜｝为压差
系数．考虑到液体质量流量的方向，方程（３）可改为

△ｐ：掣．
‘

（４）

２ｐＡ‘

从而，可推导出节点１和２的线性方程：

：严

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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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４５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ｓ恼右‰ｎｓ，
异三恕删ｓ
‰驴酬ｔ．。
７７”ｖ

¨肼［５］，／霹（７４１

［１７］／（）

Ｕ

２．２工程建模
２．２．１

量圆管进行相同流动状态的三维模拟，可得到每种

管道

断面上的压力分布图，见图４和图５．如果关心最大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提供刚性、柔性和弹性等３种管道
模型．过渡过程的计算一般采用弹性管道模型，要求

压力值，则可构造最大压力修正系数ｆ＝ｐ一，／ｐ。。也．
其中Ｐ。，。为隧洞截面上的最大压力，ｐ。砬为当量圆

输入每段管道的长度Ｌ，波速ａ和绝对粗糙度ｒ等参

管截面上的最大压力．接着，用分修正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计

数，并选择摩擦模型．波速计算公式为

算得到的当量圆管系统上最大压力即可．

＝—＝＝二二＝＝＝，
ａ：－＝兰兰一，

６ Ｊ
（８）

Ｌ

＾Ｊ１＋鼍‘等

式中Ｋ为水的体积模量；Ｅ为管材的弹性模量；Ｄ为
管道直径；６为管壁厚度．
根据管路系统中最短一段管道的长度，可初设

一个计算时步Ａｔ．通过令ｓ＝等为一个大于３的整
ａ△￡

数，则可得到血，其中Ｌｍｉ．为最短管道长度．算例中，
最短管长Ｌ。ｉ。＝４．７４ ｍ，计算得到波速ａ＝
ｌ ０００

ｍ／ｓ，所以初设时步Ａｔ＝０．００１

５８

图４隧洞断面压力分布

ｓ．当Ｓ不是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整数时，可在一定范围内（通常为１５％）调整波速，
使得Ｓ为整数．
２．２．２隧洞

在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中，没有专门的隧洞模型，实际处
理时，可先以相同截面的当量管道来代替隧洞进行
过渡过程初算，然后对计算得到的压力进行修正．当
量管道直径计算公式为

Ｄｄ＝｝，

（９）

图５

Ｌ。

式中Ｄ。为当量管道直径；Ａ。为隧洞横截面面积；￡。
２．２．３

为隧洞横截面湿周．
算例中的隧洞为城门洞型，横截面如图３所示．
根据式（９），当量管道直径为Ｄｄ＝２．８５７

当量圆管断面压力分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５

ｏ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ｉｐ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泵组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提供了轴流泵、混流泵和离心泵等
泵型的元件库，供用户选择．对于，台相同泵并联的

ｍ．

系统，可按照实际结构建模，也可用一台等效泵代替
并联泵，同时用一条等效管道代替并联管道．等效泵
的机组惯性时间常数、扬程及出口阀门特性与实际
泵相同，Ｓｕｔｅｒ变换流量、转矩特性与实际泵相同，流
量等于各并联泵流量之和；等效管的直径和沿程阻

力系数分别是实际管道直径和沿程阻力系数的石
倍，长度和水击波速等于任一实际管道的长度和水
击波速１９ Ｊ．等效泵代替并联泵会使建模简单，计算
速度提高，但计算精度不如单个泵建模精确，特别是

图３隧洞横截面尺寸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当系统中各台泵动作不完全相同时，不能采用等效

由于隧洞与管道的压力分布状态不同，因此，在

的方法．

按当量圆管计算得到管路系统的压力后，需要对最

泵的Ｓｕｔｅｒ曲线应在数据库中新建．从菇＝０到

大或最小（洞顶或洞底）压力给予修正．修正的方法

算＝２－ｔｒ之间等间距取若干点（本算例取８９），由式

是，先采用三维ＣＦＤ软件（例如Ｆｌｕｅｎｔ）对隧洞和当

（１０）和（１１）计算得到一系列Ｈ（ｘ）和ｒ（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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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调压井初始水位的设置，应先计算系统在
不带调压井时的稳态工况，得到调压井连接节点稳
态时的水头，作为调压井的初始水位．

ａ‘＋ｌ，‘

式中ｚ为相对流动角，石＝１Ｔ＋ａｒｃｔａｎ（ｖ／ａ）；Ｈ（石）和

３过渡过程计算

亍（戈）分别为无量纲的扬程和转矩；Ａ：百Ｈ，倥：旦，

３．１计算工况

ＦＩ

，善ｒ

ｒ

矽＝爨，卢＝ｉＴ．其中Ⅳ，ｎ，Ｑ。，丁分别为泵的扬程、转

过渡过程的计算工况见表１，其中＾。。和＾‰分
别为上游水位、下游水位．

速、质量流量、转矩；下标ｒ表示额定值．

表１过渡过程计算工况

将这些数据对以表格形式输入，通过线性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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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得到计算需用的Ｓｕｔｅｒ曲线．
２．２．４阀门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提供了控制阀、逆止阀、方向控制阀
及安全阀等４大类阀门．算例中，选用逆止阀中的蝶
阀来模拟泵后阀门．将阀门的损失系数一流量曲线

３．２计算结果及分析

等间距离散成２０对数据，以表格形式输入到阀门特

计算结果示于表２．通过分析发现，ＧＫｌ有较严

性中；阀门动作通过信号控制器来设置．对于泵事故

重的倒流倒转情况，需要通过关闭泵后阀门来控制；

断电的初次建模，一般令泵后阀门拒动；而泵启动建

ＧＫ２在泵站上游管路存在严重的负压，需要采取有

模时，则令阀门直线开启．

效的措施控制．

２．２．５调压井

表２过渡过程计算结果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中没有调压井模型，可用有限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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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

水库模型来近似代替，通过下面的换算得到两个模
型中技术参数的关系．

Ｐｂ＋触。＋ｐｇＺ－ｐｌ：掣，（１２）

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中有限面积水库数学模型为

ｑ肌ｊ

式中Ｐ。为大气压力；￡。为瞬时调压井内水面高度；Ｚ
为调压井底部高程；ｐ．为调压井连接节点压力；６为
流入或流出损失系数；Ｑ。。为节点流人调压井流量；
Ａｉ为进水管截面面积．

注：表中日为以ｍ水柱商度表不的胜力头；Ｈｓ一为最大系统压
力头；玩。。为最小系统压力头；ｎｄ一为最大倒转速；ｎ为最大相对
倒转速，即最大倒转速与额定转速的比值；ｈ．。ａｎ为调压井初始水位；

常用于工程计算中的调压井数学模型为油】

『Ｑｐ＝ＣＤ＾Ｐ￣／２９（ｈ，一ｈ，１），当ｈ，＞ｈ

ｐｌ，

ｈ，一为调压井最高水位；＾…。为调压井最低水位．

３．３泵后阀门关闭规律

ｔＱ，＝一ＣＤ＾ＲＪ２９（ｈＰｌ—ｈｐ），当ｈＰ＜ｈＰｌ，
（１３）

为ｒ在消除ＧＫＩ中倒流倒转的同时控制管道

式中ｈ，为调压井水位；＾。。为调压井连接节点水头；

中的最大压力，令泵后阀ｆ Ｊ按两阶段线性规律关闭，

Ｃ。。，，Ｃ。．。分别是流入、流出损失系数．

第一阶段为快关阶段，第二阶段为慢关阶段．工程
上，一般取快关时间ｔ。等于或接近于正转正流水泵

分析式（１２）和（１３），得到如下关系：

艿＝㈥２，

工况达到流量为０的时间，以减少倒流流量；而慢关
（１４）

时间ｔ２取为ｔ．的若干倍，以控制倒流引起的阀局部

式中Ｇ。。为流入、流出损失系数的统称．由此，在调

阻力急升一一０｜．算例初设ｔ。＝４０

压井参数设置时，应将工程上的Ｃ。。按式（１４）转换

段由全开到关闭８０％．通常，在ｔ．和ｔ，阶段分别会出

成＆

现一个压力头最大值日～．和日。啦．如果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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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等元件模拟泵站装置系统中的主要单元，快速完

使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能够用于分析复杂泵站的过渡过程．
（３）与用户自编程序相比，利用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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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本研究给出的隧洞及调压井等模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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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二次开发平台，可让用户自行添加所需元
件．Ｆｌｏｗｍａｓｔｅｒ为泵站过渡过程计算提供了一种新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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