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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泵站蜗壳出水流道型线的优化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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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大型泵站蜗壳出水流道的型线进行了多方案的优化设计和试验研究：将导水锥型线进
行了优化，在流道宽度不变的条件下，仅将出水室蜗壳段弧线曲率半径适当加大，同时延长扩散管
的长度，减小扩散管出口及蜗壳断面流速．最终得到了水力性能优良的蜗壳出水流道型线方案．在
模型比为１０．２７，叶片角度（一２０）和转速（１

ｒ／ｍｉｎ）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流道形式的模型泵

４００

装置效率达到７８％以上，比优化前提高了６个百分点，达到或已超过常用流道型式立式泵装置效
率，为蜗壳进出水流道在大型低扬程泵站中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泵站；蜗壳出水流道；流道型线；模型试验；水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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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扬程大型泵安装型式有立轴式、卧轴式、斜轴

验，立轴式大型泵进水流道和出水流道均采用蜗壳

式及贯流式等，国内已建低扬程大泵站数百座，基本

型是完全可行的．与常规立轴式泵装置型式特别是

均用立轴泵‘１｜．立轴泵配置不同进出水流道又形成

与贯流泵装置相比，大型泵采用蜗壳进水、蜗壳出水

多种泵装置型式【２｜．根据泵站技术发展及国外经

新型泵装置有较为突出的优点‘３ｌ，但蜗壳流道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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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损失较大．相同扬程条件下，蜗壳进、出水流道型

后接水柱计．进出水流道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作，为

式的效率比立轴泵装置的低１％一２％，比贯流泵装

了便于观测流态，在流道的后壁、侧壁及喇叭口处分

置型式的低３％一４％．这使得蜗壳流道的推广和应

别粘贴了示踪红丝线．

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大型泵站的进出水流道的
优化设计进行了研究Ｈ。７］，但蜗壳流道的水力性能
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且大多数的研究仅采用数值
模拟的方法，无较强的说服力．
本研究采用流道水工模型试验、泵装置模型试
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针对影响装置效
潜水泵

率较大的蜗壳出水流道进行试验研究和优化设计，

图２流道水工模型试验装置

以得到一种新型高效的蜗壳出水流道．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进水流道的水力损失

１初始方案试验

Ａｈ进＝Ａｈｌ＋（是＋关）－ｈｎ
、二ｇ

１．１型线设计方案

二ｇ

（１）

７

式中Ａｈ。为进水箱与直管段测压管水头差；”。，啦分

研究背景为国内某大型泵站．该泵站设计扬程
皿，＝６．０ ｍ，初选采用叶轮直径Ｄ＝３．０８ ｍ的立式
轴流泵６台套，单泵流量Ｑ＝３３．４ ｍ３／ｓ；泵站进水

别为进水箱和直管段测压断面的流速，口，一０；ｈ。
为直管段测压断面至进水流道出口的沿程损失．
出水流道的水力损失

采用平面蜗壳型流道，出水为蜗壳一直管型流道．
Ａｈ出２

由于一般设计的蜗壳流道水力损失大，很难满

Ａｈ：＋（去＋叁）“芷

（２）

足南水北调工程的要求，所以在通常蜗壳流道型线

式中Ａｈ：为直管段与出水箱测压管水头差；∞：，％分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其三维实体造型如

别为直管段和出水箱测压断面的流速，ｔ，，一０；ｈ岔

图１所示，蜗壳出水流道型线将原梯形蜗壳断面圆

为直管段测压断面至出水流道出口的沿程损失．

滑成近似圆形断面，力图减小水力损失．

将初步设计方案的蜗壳进出水流道按比例缩放
到Ｄ＝０．１５ ｍ的几何尺寸，安装到流道水工模型试
验装置上．经过测试，进出水蜗壳流道的水力损失情
况分别见表１，表２．
表１初始方案蜗壳进水流道水力损失测试结果
Ｔａｂ．１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图１初始方案三维造型
Ｆｉｇ．１

３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１．２水工模型试验
为了研究进出水流道的水力性能，将流道从泵
装置中单独分离出来进行水工模型试验，这样不仅
可观察流道内的流态，而且可以准确测量进出水流
道的水力损失哺１．所设计的流道水工模型试验装置
为一立式循环系统，如图２所示．用电磁流量计测量
流量，闸阀调节流量；进口测压孔取在进水箱壁，出
口测压孔取在距流道出口６００ ｍｍ的直径１５０

ｍｍ

透明有机玻璃直管段上，进出测压管水头经稳压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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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初始方案蜗壳出水流道水力损失测试结果
Ｔａ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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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蜗壳进水流道的水力损失已经达到

为了充分发挥蜗壳出水流道具有一定直段扩散

了一个较小的数值，在出口流态较好情况下，进一步

空间的优势，可延长扩散管使其深入到出水流道内

优化的空间已经很小；而蜗壳出水流道的阻力系数

部，同时将蜗壳断面向下翻转，流道的下盖板向下平

仍然为一个较大的数值，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且流

移，增加出水流道的出水断面，减小流速，又可使流道

道的型线较为复杂，不利于工程的施工．因此以下主

的高度不增加．流道设计方法可以参照标准化蜗壳进

要对蜗壳出水流道作进一步优化．

水流道的，并按照蜗壳断面平均流速相等的原则进行
设计口Ｊ．流道的水力损失测试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

２蜗壳出水流道多方案试验

知，阻力系数又有了明显的减小．
表４试验方案二水力损失测试结果

针对蜗壳出水流道的特点，并根据每次试验数

Ｔａｂ．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２

据来总结经验，制定新的试验方案，最终优化得到一
种水力损失较小、流态稳定且易于推广和应用的蜗
壳出水流道型线方案．
２．１试验方案一
将初始方案的蜗壳出水流道去除导水锥，水工
模型试验结果见表３．初始方案的出水流道虽然型
线非常平顺，但因蜗壳高度压得较低，空间较小，使
蜗壳内的水流流速较大，增大了水力损失．去除导水
锥可明显改善蜗壳的出流空间，降低流速．由表３可
知效果明显，流道阻力系数有了明显的降低．
表３试验方案一水力损失测试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ｌｏｓｓ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Ｉ

２．３试验方案三
综合方案一与方案二的成功之处，在方案二型
线的基础上，去除出水室的梯形蜗壳断面，改为箱涵
式，以增加水流从扩散管出来以后的过流通道；在保
持流道宽度不变的条件下，仅将出水室蜗壳段弧线
曲率半径适当加大，即适当减小对应位置的隔墩的
厚度，于是可加大扩散管出口直径，减小扩散管出口
及蜗壳断面的流速，实现减少水力损失，提高泵装置
效率的目的．通过泵站结构分析可知，适当加大蜗壳
段曲率半径，对中墩刚度及强度无影响．具体的型线
方案及其水力损失测试结果分别见图４和表５．

２．２试验方案二
具体型线如图３所示．虽然方案一取得了一定

介

的效果，但仍不理想．分析方案一的型线特点，认为

｝赍

由于其扩散段较短，导致水泵出流没有经过较充分

．－ｆ．’－（－．７一

＼＼丫
’、，＿ｐ

的扩散就进入蜗壳出水室，扩散损失较大．

图４试验方案三型线
Ｆｉｇ．４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 ３

表５试验方案三水力损失测试结果
Ｔａｂ．５

图３试验方案二型线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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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５可知，流道阻力系数得到了显著下降．设

开发则弥ＳｂＴ以往蜗壳流道泵装置效率不高的缺

原型、模型阻力系数满足相似关系：∥＝ｉｄｅｍ，Ｄ

点，为蜗壳进出水流道在大型低扬程泵站中进行推

为叶轮直径．该泵站原型叶轮直径为３．０８ ｍ，则原

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型出水流道的阻力系数约为４．２×１０。４ ８２／ｍ５，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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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而新型蜗壳进出水流道高效泵装置的研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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