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闸结构流场的水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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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泵闸工程工作的稳定性和高效性，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以设计参数作为
控制条件，运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某泵闸工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和分析，并对闸门附近的结构进行
了优化．结合河道过流特点。建立了断面有效过流面积率和过流均匀度两个表示过流断面水流流
态的公式，并以此作为数值模拟优化的目标函数，对泵闸结构进行了优化．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
引、排水工况下的水流及流场分布规律，分析了实际闸门附近的水流动特性和过流情况，分析了
内河侧“Ｓ”形转弯对工程水流的影响．通过整体水５－－模型试验，对改造后的消能设施进行了论
证．结果表明，改造后的内外河最大流速均小于０．６—０．８ ｍ／ｓ，且河道的有效过流面积率扣过流
均匀度均大于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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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１４９

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的泵站工程

池消能效果的影响，还包含了结构优化前后水流流

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水闸是调节水位、控制流量的低

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定量表示水流流态，可以借鉴泵

水头水工建筑物，主要依靠闸门控制水流，具有挡水

站进水流道ＣＦＤ优化目标函数：流速分布均匀度及

和泄（引）水的双重功能；其在防洪、治涝，灌溉、供

其各种加权变化形式．但是经过分析，流速分布均匀

水，航运，发电等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随着

度取值为（一∞，１］，特别是当断面平均流速小、断

我国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在许多省市兴建了大量

面各点流速差异大时，很容易取到一１以下．如果此

的大中型水闸，而小型水闸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

时仍用流速分布均匀度表示水流流态就不合理了．

数．这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抗旱和排涝的能力，促进
了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为了定量表示水流流态的变化，定义断面有效
过流面积率Ｋ和过流均匀度Ｋ如下：

文献［２］中，作者从数学模型推导着手，自行研

（１）有效过流面积率

Ｋ＝华，

制开发了水力特性模拟软件，模拟泵闸不同的进出
水流态；在此基础上，对泵闸进出水流的水力特性进
行了比较，做了优化水力计算；根据泵闸的引排效果
要求，模拟提出了最佳可行方案，并通过物理模型予

（３）

式中Ａ：为断面总过流面积；Ａ。为断面回流面积．
（２）过流均匀度

ｙ。：兰，

以了论证；最后对建成后的泵闸的排涝引水效果进
行了综合分析．

（４）

ｕａ＋Ⅱ：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泵闸合建的工程，基本从
模型试验出发对水力特性进行研究．本研究根据上
海某泵闸工程实际施工，研究“泵＋闸”工程的工作
情况．由于“泵＋闸”工作时，冲刷与消能是其主要

式中“。为断面平均轴向流速；ｔｔ：为断面平均轴向速
度的偏差值．
“。和“：分别定义为

任务，故笔者针对水闸下游的冲刷和消能，对泵闸工
一

∑“缸·ｔｏｉ

／．１。＝』＿一，
∑咄

况进行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

１泵闸结构的数学模型

ｎ——

在闸门局部开启引水工况下，闸下出流呈淹没孔
口出流．对于高淹没度泄流，其流量系数计算公式为

弘。：——＝竺兰，

（１）

∑Ｊ％一ｕ。Ｊ．埘ｉ
一
“。２—————■————一，
∑∞。

“，ａ＝—Ｉ＿———＿——一，

（６）
Ｌ，

ｌ

其中ｔｔ。ｉ为网格单元轴向流速；妣为加权系数；ｎ为
断面网格单元个数．

～ｅｂ，／２９（ＨＹ—ｈ。）

式中Ｑ。为引水流量，ｍ３／ｓ；ｅ为闸门开启高度（即闸
的控制开度），ｍ；ｂ为闸孔净宽，单孑Ｌ

（５）

有效过流面积率和过流均匀度的取值范围都为

ｍ；ｇ取

［０，１］．有效过流面积率町以定量表示断面回流的

为９．８ ｍ／ｓ２；日。为引水工况下闸前外河水位与闸室

强弱，过流均匀度可以定量表示断面流速分布的均

底板高程之差，ｍ；ｈ。为闸摩底板上的下游水深（即

匀性．Ｋ和Ｅ．值越大，表明断面的水流流态越好．

ｂ＝１２

闸后内河水位与闸窒底板高程之差），ｍ．

根据试验结果结合ｐ，与１一＾／巩的关系，通

２泵闸结构的数值模拟

过回归分析，町以得到闸门局部开启引水工况下的
应用计算流体动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流量系数计算公式为

肛Ｙ＿ｏ·６８５（惫）·
，

Ｉｔ．／

、０．１１５

（２）

式（２）的适用范围：０．９８≥ｈＪＨ。≥０．４，相关系
数尺２＝０．９００．

可节省物理模型试验的时间和经费．
２．１模型建立
对上海某处的泵闸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泵闸模

由闸上下游的内外河水位及要求的引水流量，
根据式（１）和（２）即可求出节制闸的控制开度ｅ．
特征断面最大流速值的变化，不仅体现了消力

万方数据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方法研究泵闸工程中的流动特性，

１５０

型范围包括节制闸闸室段、内外河消力池、外河抛石
防护段，模型范围内总长度约为１００

ｍ．

排涝是以水闸外河低潮位自排，或者外河水位

钐

高时开启水泵抽排等两种方式运行；引水则以开闸
纳潮的方式运行．
具体操作要求：当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水位时，闸
门关闭挡水；当外河水位低于内河水位时，闸门关
闭，维持内河水位．正常情况下，维持内河水位为
２．５０一２．８０

ｍ．根据气象预报，在暴雨来临前，当内
一２０

２０

０

河水位高于２．８０ ｍ或需要紧急预降时，趁外河低潮
位时，预降内河水位至２．００ ｍ；当外河水位高于内

图２闸门全开，内河水位２．８ ｍ，引水流量

河水位，且内河水位高于２．８０ ｍ或需要紧急预降
时，开启水泵抽排，当内河需要引水时趁外河涨潮时

４０

＊／ｍ

７５
Ｆｉｇ．２

Ｓｌｕｉｃｅ

ｍ３／ｓ时闸门附近的流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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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闸引水．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ａｓ ７５ ｉｎ３／ｓ

开闸引水、排涝需严格控制闸门的开启度，控制
过闸流量，防止闸下冲刷．一般情况下，引水、排水应
在上下游水位差不大于０．５ ｍ时启闭闸ｆ－ｊ；当紧急
预降或紧急排涝时，闸门操作需考虑局部开启，以控
制流量．水闸的过闸单宽流量一般控制为３．００～
８．７５

ｍ３／ｓ．如果在特殊情况下需紧急排水，而闸门

内外水位差较大时，必须分级逐步开启闸门，且每提
图３闸门全开，内河水位２．８ ｍ，引水流量

升一级闸门需待水流稳定后再提升一级．一般的，闸

５０

门开启度按０．３，０．５，１．０ ｍ分级提升．

Ｓｌｕｉｃｅ

Ｆｉｇ．３

２．２模拟结果

ｍ３／ｓ时闸门附近的流速图
ｇａｔｅ

ｆｕｌｌ

ｏｐｅｎ，ｉｎ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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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河水位和引水量不同的两组工况进行了数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值模拟，发现冲刷的流态均匀，不易形成淤积；同时，

ｗａｓ

５０ ｍ３／ｓ

４０

上下游水道的流态分布均匀．
从图１～４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流量时闸门附近
的水流顺畅，流速在闸门附近较大，并且闸ｌ’】附近不
会出现淤积．但流速较大则要注意附近的冲刷和对
闸门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得出，在大流量时，其水流
－４０

主要集中在闸门所在的直线的河流一侧；而流速小

０

－２０

２０

．／ｍ

时，另一侧也有流动．因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通常
可以以较小的水流运行，既保证较小的冲刷，也可以
尽量地让水体进行交换．

图４闸ｆ Ｊ全开．内河水位２．８ ｎｌ，引水流量
５０ ｍ３／ｓ时闸门附近的流线图
Ｓｌｕｉｃｅ

Ｆｉ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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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ａｓ

５０ ｍ３／ｓ

２．３结果分析
通过对常用流量下的工作情况进行数值模拟，
主要对闸门处的有效过流面积率Ｋ和闸门处过流
均匀度Ｖ．进行了研究．利用公式（３）和（４）分别得
到图５和图６．从图５中可以发现，有效过流面积率
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变大，是因为在流量较小时回流
图１闸门全开，内河水位２．８ ｍ，引水流量
７５ ｍ３／ｓ时闸门附近的流速图
Ｆｉｇ．１

Ｓｌｕｉｃｅ ｇａｔｅ ｆｕｌｌ ｏｐｅｎ，ｉｎ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８

情况较为明显，且在流量大时其排水与引水效率均
较高所致．

ｍ，

闸门处过流均匀度Ｋ也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增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ｓｌｕｉｃｅ ｇ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万方数据

ｗａｓ

７５ ｍ３／ｓ

加．结合图２和图４可以看出，当流量减小的时候，

１５１

流线和流态在闸门附近的分布更趋向于闸门一侧，

力分布等，观察水流对流道的冲击情况；提供流速数

使流态更加平稳，但冲击更加明显．

据，包括防冲槽末端及抛石防护带末端的河床水流
流速数据；提供在各种工况时的闸门开启角度与过
流量的关系曲线和流量系数；提出改善意见，并提供
内外河最佳消能防冲布置．
需要说明的是，在各种工况下，闸门不同开度
时，闸下试验范围内的水流流态、水力衔接形态、
沿程水面线、流速分布、动静水压力分布等的测
试，前期进行的都是物理模型试验，由于测点多、
工况多，测量费时费力，单一方案完整测量需一个

图５数值模拟得到的Ｋ值与流鼍的关系
Ｆｉｇ．５

月的时间．为了加快进度，最大限度地优化结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

后期在数学模型优化结果的基础上，用物理模型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进行最终检验．
３．２试验手段
物理模型采用原型与模型长度比尺为２５：１，
建筑物模型全部按设计图纸用灰蝮板精制．灰塑板
糙率为０．００８左右，相当于原型混凝土糙率０．０１４
左右．内、外河河道地形采用断面板法进行地面控
制，并用水泥砂浆抹面．水泥砂浆抹面的模型糙率为
０．０１２左右，相当于原型河道糙率０．０２１左右．模型
图６数值模拟得到的匕与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６

河道平面尺寸控制精度为±５ ａｍ，高程精度为±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ｕ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０．５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ｍ；建筑物模型加工精度为±０．３ ｍｍ，安装精

度为±０．３ ｍｍ．根据试验要求，模型水泵仅模拟进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进后的泵闸，在兼

出水流道及流量．模型中采用４台小型管道泵模拟

顾冲刷和流动特性的情况下，设计是合理町行的．更

原型水泵抽水情况，按照流量比尺确定模型单泵流

精确的方法是通过试验，以检验设计．

量为２．４ Ｌ／ｓ，模型流量用三角堰进行率定．模型泵
启闭及流量调节采用双阀控制．

３泵闸试验

模型试验由自循环式供水系统供水．自循环式供
水系统由蓄水库、水泵、供水管及回水槽等组成．模型

试验将着重对“泵闸”的冲刷和流动特性进行
研究，主要研究闸出水处流道的冲刷情况，以及引水

进水头部设有平水及整流设施，并与量水堰连接．模
型中，内外河侧尾水位采用捅板式尾门进行控制．

系数（均匀度与过流率相结合的情况）．

模型流量用三角形薄擘萤水堰量测．模型中的
水位采用测针筒引出后利用测针进行量测，测针量
测精度为０．１ ｍｍ．动水压强用测压管量测，测压孔
内径为１．５ ｍｍ，测压管内径为１０ ｍｍ．流速测量采
用光电旋浆流速传感器，启动流速为０．０２ ｍ／ｓ，用
光电直读式流速流向仪进行人工施测，采样时间为
１０

图７泵闸水工模型平面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ｏ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ｐｕｍｐ ａｎｄ ｓｌｕｉｃｅ

ｇａｔｅ

ｓ，每点做３～５次采样，取其平均值为该点流速．

水流流态则通过在模型水流中施放示踪剂、示踪浮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

３．１试验目的

标，利用数码照相或摄像的方法进行观测和分析．图
８是从试验中得出的闸门全开、内河水位２．８ ｍ、引

分析泵闸工程中流道冲刷情况：观测在各种工

水流量７５ ｍ３／ｓ时闸门附近的流速分布，这与前面

况下，闸门不同开度时，闸下试验范围内的水流流

所得结论的情况相接近，从而验证了数值模拟的可

态、水力衔接形态、沿程水面线、流速分布、动静水压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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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闸门伞开，内河水位２．８ ｍ，引水流量７５ Ｉｎ３／ｓ时闸Ｉ＇】附近的流速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ｌｕｉｃｅ ｇａｔｅ ｆｕｌｌ

ｏｐｅｎ，ｉｎ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２．８ ｍ，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ｓｌｕｉｃｅ ｇａｔｅ ｗｈｅ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３．３试验数据

ｗａｓ

７５ ｍ３／ｓ

外河抛石护底末端的最大垂线平均流速０．６ ｍ／ｓ为

试验还通过对内外水位与引水流量系数的分

控制条件时，节制闸的允许排涝流鼍较小，在外河水

析，研究了引水情况，给出了泵闸的整体工作特性，

位为０．５８～３．９７ ｍ时，节制闸的允许排涝流量仅为

以便对其运行情况有全面的总结．通过试验可以看

１１．５～２６．７

出，流量大时引水系数较大．表１为试验中闸门全开

外河流态．

时引水的试验结果，主要从内河水位ｈ。、外河水位
ｈ：与流量Ｑ展开研究，肘。为供水流量系数．
表１
Ｔａｂ．１

ｍ３／ｓ．因此需增加辅助消能工程以改善

节制闸排涝时，要使在各种水位下的外河流态
得到明显改善，需要采取较为复杂的工程措施，消力
墩的顶高程也须加到３．０ ｍ．但是，受到景观设计及

闸门全开引水工况。过流能力的试验结果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ｌｕｘ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ｌｕｉｃｅ

场地等因素的限制，消力池不能延长，消能工高程不

ｇａｔｅ ｆｕｌｌ ｏｐｅ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能超过０．５８ ｍ．经综合考虑，并与相关部门商定，推
荐消能工的平面布置方案为：将节制闸与泵站问的
隔水墩向外河侧延长６．０ ｍ，在消力池内设置一道
高１．０ ｍ、长１０．５ ｍ的横槛，在消力池尾坎上设置４
个长２ ｍ、高１．５８ ｍ的消力墩，即消力墩顶高程为
０．５８ ｍ．

推荐方案的排涝试验结果表明，在外河水位较
低时，消能工况对外河流态的改善效果较为明显；随
着外河水位的升高，整流效果逐渐减弱．当以外河护
底末端断面的最大垂线平均流速０．６０ ｔｎ／ｓ为控制
条件排涝时，推荐方案节制闸的排涝流量较原方案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外河水位为０．５８～３．９７

ｍ

时，节制闸的排涝流蹙为１２．８—３５．６ ｍ３／ｓ，但节制

３．４结果分析与相关措施
采用数值模拟的前提条件是数值模拟结果和物

闸的排涝流量仍嫌不足．当以外河护底末端断面平

理模型试验结果相差不大，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必须

均流速０．６０ ｒｎ／ｓ为控制条件排涝时，在外河水位为

进行数值模拟的参数率定．

０．５８—３。９７

模型试验表明，由于节制闸布置在一侧，当节制

７５．０

ｍ时，节制闸的允许排涝流量为１６．１—

ｎ１３／ｓ（限制最大流量）．在相同排涝流量下，推

闸排涝时，海漫段主流偏于该侧，流速分布不均匀：在

荐方案外河护底末端的最大垂线平均流速较原方案

外河水位０．５８ ｍ，排涝流量４０ ｍ３／ｓ时，出池水流出

有明硅减小，但由于断面流速分布仍有一定程度的

现水面跌落现象；在外河水位２．５０ ｍ，排涝流量

不均匀，局部流速仍然较大，护底末端以外的河道仍

７２

ｍ３／ｓ时，防冲槽末断面后主流不稳定；同时，当以

万方数据

１５３

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局部冲刷．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受内、外河河道允许过流能力的限制，节制闸在
引排时，需采用闸门控制的运行方式．试验表明，泵站
排涝或引水运行时（４台泵全开），进出水池的水流条

５

ｒＬ

陈松山，葛强，周正富，等．大型泵站双向进水流道

１Ｊ

三维数值模拟［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件良好，流道进口前没有发现吸气旋涡，内外河水流

２００５，２６（２）：１０２—１０５．

的流速分布较为均匀，流速较小，符合抗冲要求．泵站

Ｃｈｅｎ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ｅ

在最高运行水位、设计运行水位和最低运行水位条件

Ｑ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进水前池水流平稳，水流出出水池后主流偏左侧（泵

ｉｎｔａｋ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ｌａｒｇｅ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ｄ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站一侧），内外河最大流速均小于０．８ ｍ／ｓ，泵站运行

２００５，２６（２）：１０２—１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时基本能满足河道抗冲刷要求．

６

Ｔａｎ

１Ｊ

与原方案相比较，推荐方案的消能工况对外河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ｉｎｇ Ｚｈｉｂａｎｇ，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ｄｅ，ｅｔ ａ１．

Ｇ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８，

ｆｌｏｗ ｉｎ

流态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引水时，通过控制闸门开

２０（２）：２３ｌ一２３８．

度，来满足排水要求．排水时，泵站单独运行时进水
ｒ【ｒＬ ７

１ｊ

Ｐｅｔｒｉｌａ 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ｓｌｕｉｃｅ

ａ

合理，可满足河道节制闸与泵站结合的排水和引水

ｇａｔｅ［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２５（１）：４９—５８．

要求．

ｒＬ ８

１Ｊ

Ｂｒｙｈｎ Ａ

Ｃ。Ｊｉｍｅｎｅｚ Ａ，Ｍａｔｅｏｓ Ａ，ｅｔ ａ１．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

ｂｕ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ｈｉｃ

结论

４

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 ａ１．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ｆｏｒ

下，不同泵组合排涝运行时，内河来流均能保持平顺，

流态良好．枢纽整体布置及消能工程在整改后设计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７５（３）：１８４一

１９３．

ｉｎ Ｒｉｎｇｋｏｂｉｎｇ

通过泵闸模型的数值模拟和模型试验，对泵闸

１Ｊ

陆林广，徐磊，梁金栋，等．泵站进水流道三维流

（５）：５５—５８．

闸在建成后使用稳定．由数值模拟可见，排水时闸门

Ｌｕ 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ｕ Ｌｅｉ，Ｌｉａｎｇ

前后，以及引水时泵的进出口处的流态均匀，常用流

Ｊｉｎｄｏｎｇ，ｅｔ ８１．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３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 ｏｆ ｉｎ·

量附近的过流率也较高．由此可知，改造后的“泵

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ｆｏｒ ｐｕｍｐｉｎｇ

闸”其设计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ｒ【ｒＬ

ｍ

Ｌｉ

引、排水工况对外河流态较原方案有较大程度的改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ｉｊｕｎ，Ｗａｎｇ

Ｘｉｎ，Ａｌｌｉｎｓｏｎ Ｇ，ｅｔ ａ１．Ｒｉｓｌｃ

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善．在排涝（或引水）时，通过控制节制闸闸门的开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度，能满足工程引水、排涝的设计要求．泵站运行时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ｒＬ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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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８，２６（５）：５５—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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