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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泵闸工程消力池ＣＦＤ水力优化
郑

源，刘文明，黄细彬，李高会，黄渝桂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在分析了表示泵站过水流道断面流速分布均匀性公式不足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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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作为优化目
标函数，利用三维稳态数值模拟方法对某单侧布置的泵闸合建工程消力池和导流翼墙进行了水力
优化，经模型试验验证了数模结论的正确性．针对工程的具体情况，得出的结论是：过度增加消力池
长度对消能效果产生负作用，可以采取消力池内设置辅助消能工，缩短消力池翼墙的措施改善消能
效果；对河床采取抛石防护措施，解决海漫段末端最大水流速大于河床抗冲流速的问题．
关键词：消力池；泵闸工程；ＣＦＤ；目标函数；水力优化
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５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９）０ｌ－００４３—０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ｐｌａｉｎ ｐｕｍｐ·ｇａｔｅｗａｙ ｗｉｔｈ ＣＦ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ａｎ，Ｌｉｕ Ｗｅｎｍ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Ｘｉｂｉｎ，Ｌｉ Ｇａｏｈｕｉ，Ｈｕａｎｇ Ｙｕｇｕ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ｓ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伊ｕ ２１００９８，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ｔｗ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

ａｇ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ｎｇ ｗａｌｌ ｏｆ

ａｌｌ

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ｐｕｍｐ·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３Ｄ ｓｔｅａｄ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ｈ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ｇ ｗａｌｌ

ａｒｅ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ｃｈｏｉｃｅ．Ｒｉｐｒａ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ｒ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ａｎ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ｗａｔｅ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ｅｘｃ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ｐｕｍｐ－ｇａｔｅ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Ｆ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河道枢纽工程较多把泄洪闸布置在河道中部主

够问题．许唯临Ｈ１等较早对消力池进行了三维稳态

河槽上，避免泄洪水流单侧集中泄洪，在下游形成回

数值模拟，得出了消力池内水流紊动规律．Ｍａｒｇｅｉｒｓ．

流…．拦河坝下泄的高速水流通过消力池消能，减

８０／１【５

少对下游河床的冲蚀拉Ｊ．消力池翼墙大多一直延伸

例进行了成功模拟．目前，对消力池内水流数值模拟

ｏ利用ＦＩｕｅｎｔ软件ＶＯＦ三维非稳态法对工程实

到消力池末端．Ｈａｙｄｅ旧。研究了双消力池方案，并解

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可借鉴．笔者结合某工程实际特

决了某工程坝下游河道９００拐弯造成消力池长度不

点，对平坦河道，无拦河坝，挡水闸门单侧布置，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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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翼墙与消力池不等长，低速水流情况下的消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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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小于±１０％），所选参数符合实际，用数模代替
物模试验是可行的．下述的水力优化都是在这种工

该工程位于某城市内河，采用泵、闸合建单侧布

况下进行的，一方面这种工况对此工程实际情况具

置的重建方案，节制闸闸门孔口宽度为１２ ｍ，并设

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可以保证结构变化不大时，参数

置总宽２０ ｍ，设计流量为３０ ｍ３／ｓ的泵站．泵闸内、

率定结果仍然适用．

外河均设置２０ ｍ和２５ ｍ长的进、出水池及消力池．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 ６．２商业软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

消力池后设置海漫段和抛石防冲槽见图１．工程主

拟，采用其前处理软件Ｇａｍｂｉｔ建立三维模型结构和

要任务是防汛、除涝、水资源调度及改善水环境．

网格划分．网格形式为四面体网格，结构剧烈变化部
分采用加密措施．数学模型采用Ｎ—Ｓ方程配合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ｋ一占湍流模型，数值计算采用ＳＩＭＰＬＥ算

法，进口采用流量边界条件，出口为自由出流边界，
自由表面采用刚盖假定∞’７｜．
ｊ封

丑

（ａ）平面布置

２导流翼墙和消力池优化
２．１优化目标函数

（ｂ）剖面布置

为定量表示水流流态，可以借鉴泵站进水流道

图Ｉ泵闸工程布置

ＣＦＤ优化目标函数：流速分布均匀度Ｋ及其各种加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ｕｍｐ—ｇａｔｅ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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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化形式‘８ ３和进水均匀度Ｐ‘９１．Ｖｏ和Ｐ取值范围
都为（∞，１］，特别是当断面平均流速小，而断面各

１模型的数值模拟

点流速差异大时，很容易取到一ｌ以下，如果此时仍

图２是在设计上下游水位、节制闸最大设计流
量工况下，数模结果和物模试验结果的对比图，图中
流速测量点表示对应断面位于水面和水底的测

用ｎ和Ｐ表示水流流态就不合理了．
为定量表示水流流态的变化，定义断面有效过
流面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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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数模和试验特征断面流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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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知，数模和试验结果基本一致（平均

万方数据

有效过流面积率和过流均匀度的取值范围都为
［０，１］，有效过流面积率可以定量表示断面回流的
强弱，过流均匀度可以定量表示断面流速分布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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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性，ｋ和Ｋ。值越大表明断面的水流流态越好．

长度有助于增强消能效果，缩短导流翼墙有助于水

２．２水力优化和结果分析

流扩散．数据显示消力池的消能效果强于导流翼墙

方案的结构形式是消力池，导流翼墙，辅助消能

缩短造成的水流扩散效果，从而使防冲槽特征断面

工的不同组合形式，其中有３个组合形式没有计算，

的最大流速相对较小．考虑到导流翼墙长短影响水

是因为导流翼墙长度比消力池长度大，显然是不合

流扩散效果，消力池长短影响水流消能效果，取结构

理的。表１显示了消力池和导流翼墙不同长度组合

优化形式：导流翼墙缩短５ ｍ，消力池加长５

ｍ．

形式下防冲槽特征断面的最大流速值．增加消力池
表１
Ｔａｂ．１

不同结构形式防冲槽特征断面数模结果表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ｄｓ

鉴于上述结构优化形式特征断面的最大流速

如果继续水力优化，难度增大，投资增加，结果

ｍ／ｓ仍然不满足河床抗冲要求，需继续进行水

改善却不明显．为了达到河床抗冲要求，从另一个角

力优化，改善消力池的消能效果，可行的措施是在池

度出发，在目前结构优化形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

中设置辅助消能工，如趾墩、消能墩及尾槛等【＿川．结

用河床抛石护底措施，提高河床抗冲能力¨。１ ０Ｊ．平

合工程实际情况，采用消能墩和尾槛方式改善消力

原河道底部流速值通常小于表流速值，特征断面底

池的消能效果（见图３）．数据显示加辅助消能工后

流速值小于最大流速值．综合以上考虑，优化后的结

防冲槽特征断面的最大流速有降也有升．

构形式可以满足河床抗冲要求．

１．３

３

结论
对消力池进行三维数值模拟，是分析整个流场

的水流扩散规律和消能机理有效方法．笔者对某工
程特殊的消力池进行了ＣＦＤ水力优化，并经物模试
验证明了数模结论的正确性，可为消力池结构设计
图３辅助消能工
Ｆｉ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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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征断面最大流速值的变化，不仅体现了消

提供依据．建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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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和反映了
断面水流流态，为描述水流流态提供了新的方法．

力池消能效果的影响，而且包含有结构优化前后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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