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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双向潮汐发电水轮机组性能优化设计
王正伟１，杨校生２，肖业祥１
（１．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藿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２．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６）

摘要：根据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多年运行数据，分析了潮位与运行参数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通
过数值模拟分析了双向灯泡贯流式水轮机多工况运行的水力特性，并对原始设计水轮机的灯泡
比、导叶安放角、导叶及转轮叶片翼型等进行了优化设计，综合多个设计方案确定了优化后的水
轮机整体流道尺寸．对优化设计的机组还进行了模型机组模型验收试验．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江
厦潮汐试验电站６号机组中，真机的实际运行表明新型水轮机组可实现正反向发电、抽水和泄水
等６种工况下的安全稳定运行，正、反向发电效率较潮汐电站中运行的其他机组均提高了６％以
上，综合性能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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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地球表面海洋占７１％，蕴藏极大能量，潮流、潮

方向发电，水流从水库流向海洋进行发电是正向发

汐、波浪、波流及海水温差、盐差等都可用来发电，目

电，从海洋流向水库进行发电是反向发电．潮汐机组

前最具有开发潜力的是潮汐发电…．潮汐能是一种

受涨落潮影响，水流双向流动导致机组运行工况种

尚待大力开发、储昔巨大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可作为

类多，有正反向发电、抽水、泄水等运行方式，且工况

常规能源的补充，如规划中的俄罗斯白海岸麦津海

转换频繁，如图ｌ中所示．在潮汐机组的优化调度方

湾潮汐电站装机高达１５

０００

ＭＷ，可与三峡电站相

面，由于潮汐电站每个相邻的正、反向发电阶段之间

比口Ｊ．潮汐电站建在沿海滩涂占用土地资源极少，

相互影响，所以真实的潮汐电站的优化调度不能简

运行规律性强，发电量稳定且管理方便，利用潮汐发

单地划分为若干个正、反向的发电阶段分别进行计

电既町减轻环境污染、节约常规能源，又能改善能源

算，而必须在整个调度期内进行优化计算一１．整个

结构，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和发展潜力【３ｊ．近年不少

调度期内，涉及潮汐涨落、双向发电、双向抽水、泄水

国家针对潮汐电站开发中的难题加大了科研攻关的

闸ｆ Ｊ操作过程等多种动态因素．机组的运行工况顺

力度，世界上适宜建设潮汐电站的地方，都开展了相

序为：正向发电一＋正向泄水一停机＿反向发电一反

关研究工作Ｈ。７ Ｊ．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港湾众

向泄水＿停机，如此循环往复，如图２所示．

多，蕴藏着丰富的潮力资源，但整体利用技术水平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
与其他水轮机组相类似，潮汐机组的性能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流动状况和机组的动力特性．
受涨落潮影响，功能齐全的潮汐机组要经历正反向
的发电、抽水、泄水等６种运行方式，以及正反向开
停机、负荷调节、飞逸、甩负荷等运行过程，机组具有
频繁的工况转换、开停机和负荷调节的特点，内部非
已有的５台机组均设计较早，发电效率较低且运行

潮汐机组网象限工况转换示意图

图Ｉ

定常流动和动力特性非常复杂．江厦潮汐试验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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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差，本研究采用ＣＦＤ理论进行三维非定常的

４

流动计算，对双向潮汐发电机组成功进行了水力性

库水位过程线／、＼潮位过程线

能优化设计，并进行模型试验和真机试验，其正、反
向发电效率较前５台有较大提高，超过法国朗斯电
站３％以上．研发的潮汐发电机组已成功并网发电．
１

３／在●月ｄ之０

潮位与运行参数的关系

４

２ 豳．Ｊ盯隧ｔ／ｈ
正向泄水

‘∥

停机

反向抽水

反向泄水

江厦潮汐试验电站位于温岭市江夏港，１９７２年
开始建设．最大潮差８．３２ ｍ，平均潮差５．０８ ｉｎ，坝内
港湾面积５．３ ｋｍ２，水库面积１．３７ ｋｍ２，机组设计水

图２机组运行与库水位、潮位过程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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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２．５—３ ｉ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５年底，１—５号机组陆
续并网发电，２００７年６号机组并网发电，总装机容

２水力性能优化设计

量３．９ ＭＷ，年发电量约７３０万ｋＷ·ｈ，是目前正常
运行的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潮汐电站［８ Ｊ．

２．１水力性能优化设计目标

江厦港为非正规半日潮港，海水的涨落周期约

江厦潮汐试验电站原有机组均为２０多年前设

为１２小时２５分，潮位每月作两次周期性变化，最高

计，在设计之初为技术改造预留了一个机坑．根据

潮位和最低潮位出现在每月朔、望后的１—２天内，

２０多年的运行基础，采用最新的ＣＦＤ技术对６号机

此时的潮差最大；最小的涨、落潮位出现在每月上、

组进行水力性能优化设计．各参数的基本要求为：①

下弦后的１～２天内，此时潮差最小…．江厦潮汐电

相似换算后真机转轮正向发电水力效率不小于

站采用单库双向的开发方式，机组可以作正、反两个

９０％，反向发电水力效率达到８０％．②相似换算后

万方数据

真机单机额定功率不小于７００ ｋＷ．③尺寸设计合
理，水力损失小，有利于机组整体结构布置设计．④

２７０％．优化设计的６号水轮机与前５台的主要参数

试验台的综合测最精度优于±０．３％，试验工况相

，ｌ。为飞逸转速，△Ⅳ为水头范围，虬为设计水头，

似．⑤经模型试验换算后，发电与抽水耗能比达到

Ｑ。为设计流量，田～为最高效率．

对比见表ｌ，其中Ｄ，为转轮直径，ｎ，为额定转速，

表１江厦各机组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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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灯泡比优化设计

效率和水力损失情况，结果见表２．其中ｐ为桨叶角

原水轮机的灯泡比为０．９，欲优化设计为０．８６．

度，ａ为导叶安放角，日为水头，Ｑ为流量，ｒ为扭

分别计算了这两种灯泡比下的正反向水轮机工况的

矩，Ｐ。为水轮机功率，日。。为转轮水头．

表２灯泡比优化计算结果

灯泡比正反向０／（。）卵）肌Ｑ／（ｍ３／ｓ）ｒ／（Ｎ．ｍ）ＰＩ／ｋＷ、等Ｈｍ／ｍ、－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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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可看出，正向水轮机工况下，装置效率叼。

段和出口段水力损失均略有减小，进口段水力损失基

由原来的８１％提高到８１．３％，转轮效率＇７。由８５．４％

本未变．可见灯泡比优化为Ｏ．８６后，效率有所提高，

提高到８５．８％，进口段和出口段水力损失卸ｉ，△＝Ｐ。

水力损失略有减小．但灯泡比的改变，增大了电机安

均略有减小（流道各段见图３），导叶段水力损失△：ｐ。

装难度，且增加了发电机组的制造难度，降低ｒ发电

则基本未变；反向水轮机工况下，装置效率由原来的

机效率，其综合效率反而降低，经综合比较，６号机组

７３．４％提高到７４％，转轮效率由９０％降至８９％，导叶

灯泡比为０．９时综合效率最高．

图３流道各段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３导叶安放角及其形状优化设计

开度下的流动特性，计算结果见表３，其中８血为导

为分析导叶开度对反向水轮机水力性能的影

叶和出口损失率．表３中可看出，１０５。时的装置效率

响，分别计算了导叶开度８５０，９５０，１０５。和１１５０共４

和转轮效率都最高，水力损失仅略高于１１５。，因此

个角度下水轮机的反向流动性能．图４为不同导叶

将１０５。确定为反向水轮机运行时的导叶开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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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不同导叶开度下的流态分布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

ｖａｎ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表３导叶安放角对反向流动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Ｖ ａｎｇｌｅ ｆｏｒ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ｆｌｏ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导叶翼型形状也直接影响着正反向流动特性和
机组的效率，通过对ｌＯ个导叶方案的优化比较，最
终确定了导叶形状．图５中给出了原始导叶和优化
后的导叶形状及其对流态的影响．

图６转轮桨叶翼型的优化设计
Ｆｉｇ．６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ｔｌＩＲｔｅｒ

ｐｒｏｐｅＩ｜ｅｒ ａｅｒｏｆｏｉｌ

２．５优化前后整体流道水力性能分析
根据不同灯泡比方案的综合性能比较分析，决
图５导叶形状的优化设计
Ｆｉｇ．５

ＧＶ ａｅｒｏｆｏｉｌ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４转轮桨叶冀型的优化设计
转轮是水轮机组能量转换的关键部件，通过对

定不改变６号机组的灯泡比．通过对４１个转轮桨叶
翼型方案的对比和导叶翼型优化设计，最终得到的
机组正向发电效率达到８８．３％，反向达到７８．５％．
优化设计前后整体流道水力性能参数见表４．

４１个叶片方案的正反向综合优化比较，最终得到适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正向水轮机的装置效率由

合于江厦潮汐电站的不完全对称的“Ｓ”型叶片形

原来的８ｌ％提高到８８．３％，流道各段水力损失都有

状．图６为原始桨叶和优化后的桨叶及其在正向发

所减少；反向水轮机的装置效率由原来的７３．７％提

电最优工况点下表面的流动状态分布，图６ａ中可见

高到７８．５％，除进口段水力损失略有增加外，其他

原始设计转轮桨叶的表面，流动状态极为不畅．

各段水力损失都有所减少，总水力损失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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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优化前后整体流道水力性能比较（最优工况点）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ｆｌｏｗ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ｐｔｉｍｕ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成本，提高了发电效益，增加了电站运行的灵活性，

３优化设计的模型机试验结果

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２００８到２００９年，６号机组单
机年发电量均超过１３０万ｋＷ·ｈ，年平均经济效益

根据优化设计的最终方案制造了模型机组，模

达３００万元以上．

型试验的结果表明：正向发电效率为８６．３％，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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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Ｌ ３ １Ｊ

头发电的发电与抽水耗能比超过２７０％．

ｋＷ，反向水轮机最大出力大于１００ ｋＷ，满足了设计

Ｑ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Ｄｏｎ９７；ａ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Ｊ］．ＩＥＥ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９９５，１０（３）：５９１

—５９９．
ｒＬ

９ １ｊ

Ｒｙｒｉｅ Ｓ Ｃ．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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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为７０％；在毛水头１ ｍ左右，仍能正常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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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研究成果的应用降低了江厦潮汐电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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