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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涉及泵站的应用领域，涉及一种

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它给出了一

种泵站用的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主要几何参数的

设计公式，包括：叶轮中心至进水流道底板的高

度Hw、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XL、进水流

道进口段的宽度Bj、进水流道进口高度Hj、喇叭

管进口直径DL、吸入式后壁距XT、中隔板厚度BL、

中隔板厚度BT等。采用本发明设计的泵站用的簸

箕型进水流道能提高泵站运行的可靠性，同时延

长了泵的使用寿命和泵站的维修周期。由于本发

明流道尺寸的设计方法不同于传统的采用相对

值的方法，有具体的设计计算公式，故能有效提

高泵站的安全性能，同时使泵工作更加稳定。不

仅如此，其还具有良好的经济效应，更有利于计

算机编程应用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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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给出了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主要几何参数：

叶轮中心至进水流道底板的高度Hw、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Bj、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

度XL、喇叭管进口直径DL、中隔板厚度BL、中隔板厚度BT、比例系数K，其特征关系如下：

Hw＝0.063×(KD)2-(KD)4×10-4+9.7×10-6×(KD)2n+4.8×10-4n-2.84   (1)

DL＝10.02D-25.13Q-12.27DQ+30.73Q2+2.515   (4)

式中：

Hw—泵站用泵的叶轮中心高度，米；

K—比例系数；

D—泵站用泵的叶轮直径，米；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XL—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米；

DL—喇叭管进口直径,米；

BL—中隔板厚度,米；

BT—中隔板厚度,米；

Q—泵站用泵的流量，米3/秒；

n—泵站用泵的转速，转/分钟；

H—泵站用泵的扬程，米；

ns—泵站用泵的比转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进水流道进口高度Hj，设计公式为：

Hj＝1.052×10-14+0.6Bj-5.031×10-18n+5.494×10-16Bj2+2.034×10-18nBj   (8)

式中：

Hj—进水流道进口高度，米；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n—泵站用泵的转速，转/分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吸入室后壁距XT，设计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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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T—吸入室后壁距，米；

XL—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米。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吸入室下边线曲率半径R1，设计公式为：

R1＝120.4sin(0.02742XT-6.842×10-6)   (10)

式中：

R1—吸入室下边线曲率半径,米；

XT—吸入室后壁距，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进口段上边界曲率半径R，设计公式为：

式中：

R—进口段上边界曲率半径，米；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吸入室后壁曲率半径RL，设计公式为：

式中：

RL—吸入式后壁曲率半径，米；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喇叭管高度HL，设计公式为：

式中：

HL—喇叭管高度,米；

DL—喇叭管进口直径,米；

Q—泵站用泵的流量，米3/秒；

K—比例系数。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HP，设计公式为：

HP＝0.6906sin(0.522HL-0.01174)   (14)

HP—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米；

HL—喇叭管高度,米。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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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何参数还包括下边线与喇叭管之间的距离HM，设计公式为：

式中：

HM—下边线与喇叭管之间的距离，米；

HP—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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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涉及泵站的应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型泵站为减少土建工程量，通常将水池和吸水管合二为一，采用专门设计的进

水流道。进水流道有多种形式，各种不同的进水流道尽管形式不一，但都是泵站前池与水泵

叶轮室之间的过渡段，其作用都是为了使水流在从前池进入水泵叶轮室的过程中更好地转

向和加速，以尽量满足水泵叶轮对叶轮室进口所要求的水利设计条件。泵站进水流道与实

验室标准管道所提供的进水流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进水条件的变化必然引起泵装置

中水泵工作状态的变化。进水流态不良不仅会降低水泵效率，而且也会降低水泵的汽蚀性

能。因此，进水流道的水利设计，将直接影响到水泵的工作状态，进水流态愈差，对水泵实际

性能的影响就愈大。可见，进水流道是水泵装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003] 进水流道按进水方向可分为单向进水流道和双向进水流道，按单向进水流道的形

状可分为肘型、钟型和簸箕型。簸箕型进水流道在荷兰等欧洲国家应用广泛，大、中、小型泵

站都用，这种流道形状较为简单，施工方便。近几年来，箕型流道在我国已经开始得到应用。

上海郊区首次将这种流道应用于小型泵站的节能技术改造，江苏的刘老涧泵站首次将这种

流道应用于大型泵站，预计今后可能会得到更多应用。箕型进水流道在基本尺寸方面介于

肘型流道和钟型流道之间，对流道宽度的要求没有钟型流道那样严格，不易产生涡带。

[0004] 专利号为201510329842.6号的中国发明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簸箕型进水流道，其提

供的是一种水利性能优异的簸箕型进水流道，属于水利工程泵站技术领域，其提供的簸箕

型进水流道水力性能优异、应用方法简便，在保证进水流道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

对进水流道现场施工技术水平的要求。然而，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设计公式，因此，难以将

其和计算机编程应用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结合起来。专利号为201520411029.9号的中国发明

专利中公开了一种簸箕型进水流道，其实用新型提供的簸箕型进水流道适应性强，但其流

道尺寸均用相对值表示，不够精确。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不足，本发明人发明了一种泵站用的簸箕型进水流道的设计方

法，不仅给出了主要设计参数系统准确的设计方案，而且对于计算机编程应用和计算机辅

助设计有很大帮助。本发明主要是为了针对泵站设计的一种簸箕型进水流道，通过控制进

水流道的进口段、弯曲段以及出口段等相关参数来达到提高泵站运行的可靠性和高效性，

同时，使泵工作更加稳定，而且能够降低泵站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并使其更好的与计算机相

结合运用，使参数化设计成为可能。

[0006] 通过改善簸箕型进水流道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几何参数，以改善流动达到提高泵站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1)叶轮中心至进水流道底板的高度Hw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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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Hw＝0.063×(KD)2-(KD)4×10-4+9.7×10-6×(KD)2n+4.8×10-4n-2.84   (1)

[0009] 式中：

[0010] Hw—泵站用泵的叶轮中心高度，米；

[0011] K—比例系数；

[0012] D—泵站用泵的叶轮直径，米；

[0013] n—泵站用泵的转速，转/分钟。

[0014] (2)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Bj的计算公式如下：

[0015]

[0016] 式中：

[0017]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0018] D—泵站用泵的叶轮直径，米；

[0019] Q—泵站用泵的流量，米3/秒。

[0020] (3)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XL的计算公式如下：

[0021]

[0022] 式中：

[0023] XL—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米；

[0024] K—比例系数；

[0025] n—泵站用泵的转速，转/分钟；

[0026] Q—泵站用泵的流量，米3/秒。

[0027] (4)喇叭管进口直径DL的计算公式如下：

[0028] DL＝10.02D-25.13Q-12.27DQ+30.73Q2+2.515   (4)

[0029] 式中：

[0030] DL—喇叭管进口直径,米；

[0031] Q—泵站用泵的流量，米3/秒；

[0032] D—泵站用泵的叶轮直径，米。

[0033] (5)中隔板厚度BL的计算公式如下：

[0034]

[0035] 式中：

[0036] BL—中隔板厚度,米；

[0037] D—泵站用泵的叶轮直径，米。

[0038] (6)中隔板厚度BT的计算公式如下：

[0039]

[0040] 式中：

[0041] BT—中隔板厚度,米；

[0042] D—泵站用泵的叶轮直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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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7)比例系数K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0044]

[0045] ns—泵站用泵的比转速；

[0046] H—泵站用泵的扬程，米；

[0047] n—泵站用泵的转速，转/分钟。

[0048] (8)进水流道进口高度Hj的计算公式如下：

[0049] Hj＝1.052×10-14+0.6Bj-5.031×10-18n+5.494×10-16Bj2+2.034×10-18nBj   (8)

[0050] 式中：

[0051] Hj—进水流道进口高度，米；

[0052]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0053] n—泵站用泵的转速，转/分钟。

[0054] (9)吸入室后壁距XT的计算公式如下：

[0055]

[0056] 式中：

[0057] XT—吸入室后壁距，米；

[0058] XL—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米。

[0059] (10)吸入室下边线曲率半径R1的计算公式如下：

[0060] R1＝120.4sin(0.02742XT-6.842×10-6)   (10)

[0061] 式中：

[0062] R1—吸入室下边线曲率半径,米；

[0063] XT—吸入室后壁距，米。

[0064] (11)进口段上边界曲率半径R的计算公式如下：

[0065]

[0066] 式中：

[0067] R—进口段上边界曲率半径，米；

[0068]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0069] (12)吸入室后壁曲率半径RL的计算公式如下：

[0070]

[0071] 式中：

[0072] RL—吸入式后壁曲率半径，米；

[0073]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米。

[0074] (13)喇叭管高度HL的计算公式如下：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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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式中：

[0077] HL—喇叭管高度,米；

[0078] DL—喇叭管进口直径,米；

[0079] Q—泵站用泵的流量，米3/秒；

[0080] K—比例系数。

[0081] (14)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HP的计算公式如下：

[0082] HP＝0.6906sin(0.522HL-0.01174)   (14)

[0083] 式中：

[0084] HP—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米；

[0085] HL—喇叭管高度,米。

[0086] (15)下边线与喇叭管之间的距离HM的计算公式如下：

[0087]

[0088] 式中：

[0089] HM—下边线与喇叭管之间的距离，米；

[0090] HP—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米。

[0091] 由以上步骤可以得到相对完善准确的泵站用的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主要几何参数

的设计方法。

附图说明

[0092] 图1是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主视图。

[0093] 图2是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俯视图。

[0094] 图中，Hw—叶轮中心至进水流道底板的高度，XL—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

Bj—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Hj—进水流道进口高度，DL—喇叭管进口直径，XT—吸入式后

壁距，R1—吸入室下边线曲率半径，BL—中隔板厚度，BT—中隔板厚度，HL—喇叭管高度，R—

进口段上边界曲率半径，RL—吸入室后壁曲率半径，HP—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出口距离，

HM—下边线与喇叭管之间的距离。

[0095] 具体实施方法

[009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本发明通过以下计算公式来

确定一种泵站用的簸箕型进水流道的的主要几何参数，包括：叶轮中心至进水流道底板的

高度Hw、进水流道进口至泵轴线的长度XL、进水流道进口段的宽度Bj、进水流道进口高度Hj、

喇叭管进口直径DL、吸入室后壁距XT、吸入室下边线曲率半径R1、中隔板厚度BL、中隔板厚度

BT、喇叭管高度HL、进口段上边界曲率半径R、吸入式后壁曲率半径RL、叶轮中心线至喇叭管

出口距离HP、下边线与喇叭管之间的距离HM等。

[0097] 此实施例是在给定设计工况流量Q、设计工况扬程H、设计工况转速n、叶轮进口直

径D来计算一种泵站用的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主要几何参数：

[0098] Hw＝0.063×(KD)2-(KD)4×10-4+9.7×10-6×(KD)2n+4.8×10-4n-2.84   (1)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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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0101] DL＝10.02D-25.13Q-12.27DQ+30.73Q2+2.515   (4)

[0102]

[0103]

[0104]

[0105] Hj＝1.052×10-14+0.6Bj-5.031×10-18n+5.494×10-16Bj2+2.034×10-18nBj   (8)

[0106]

[0107] R1＝120.4sin(0.02742XT-6.842×10-6)   (10)

[0108]

[0109]

[0110]

[0111] HP＝0.6906sin(0.522HL-0.01174)   (14)

[0112]

[0113] 以本发明进口段为例：

[0114] 当Q＝0.6m3/s,Bj＝3.25m,Hj＝1.95m时，

[0115] 由 可得，v＝0.09m/s,

[0116] 由达西公式： 可得，

[0117] 查表得：ε＝0.1，即Hf＝4.1×10-5m，此局部水力损失远远小于传统技术给出的水

力损失，

[0118] 式中：Hf—局部沿程水力损失，m；

[0119] ε—局部阻力系数；

[0120] v—管道内有效截面上的平均流速,m/s；

[0121] g—重力加速度，m/s2。

[0122] 本发明给出的进口段局部水力损失比传统技术得出的水力损失更小，其他部位损

失计算类似，因此，本发明设计更为精确、可靠。

[0123] 本发明采用精确的公式设计法进行一种泵站用簸箕型进水流道的主要几何参数

的设计，通过控制进水流道的进口段、弯曲段以及出口段等相关参数来达到提高泵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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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和高效性。由于本发明的设计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经验法，故能有效提高泵站的安

全性能，同时使泵工作更加稳定。

[0124] 综上所述，为本发明专利参照实施例做出的具体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

实施例，也包含本发明构思范围内的其他实施例或变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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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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