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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

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及消能方法，涉及高坝

泄洪消能技术领域。该系统包括差动式高低坎挑

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和智能控制单元。差

动式高低挑坎挑流消能工实现对下泄水流的纵

向分离、横向扩展和空中碰撞消能；高跌坎型消

力池承接以斜向冲击射流形式进入的水舌，射流

主流在高跌坎型消力池产生淹没射流和淹没水

跃的混合流态，能量大幅耗散；智能控制单元通

过分析水位传感器的信号对高跌坎型消力池的

工作状态进行控制。本发明通过挑流碰撞消能、

紊动剪切和紊动扩散以及淹没水跃，显著提高消

能效果，减轻高速下泄水流对下游河床的冲刷；

同时，消力池长度缩短，消力池底部无需设置护

坦，降低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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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差动式

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智能控制单元；

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位于泄流孔下方的泄槽表面，主要包括差动式高挑坎、

差动式低挑坎；差动式高挑坎位于泄槽中下部，其上表面、左右侧面均设有气孔，差动式低

挑坎位于泄槽尾部，其上表面设有气孔；差动式高挑坎与差动式低挑坎沿泄槽表面以齿-槽

相间方式布置；所述差动式高挑坎与差动式低挑坎包括多个齿和槽，齿和槽横向连续布置，

所述齿为具有挑角的挑流鼻坎，齿在泄槽表面的投影为梯形，所述槽为齿左右两侧的泄槽

表面区域，在泄槽表面沿着水流方向，所述差动式高挑坎的齿和槽与差动式低挑坎的齿和

槽分别相互交错布置；

所述高跌坎型消力池位于泄槽的后部，主要包括由前至后分布的跌坎、二道坝、副坝、

尾坎，跌坎与泄槽尾部相连，尾坎与下游河道相连；二道坝顶部安装有第一闸门，副坝顶部

安装有第二闸门，跌坎与二道坝之间的高跌坎型消力池左侧边壁上安装有第一水位传感

器，二道坝与副坝之间的高跌坎型消力池左侧边壁上安装有第二水位传感器；所述二道坝

的高度高于副坝高度，所述第二闸门完全升起后的高度高于二道坝高度，所述副坝的高度

高于尾坎的高度，所述第一闸门完全升起后的高度低于跌坎的高度；

所述智能控制单元主要包括依次相连的智能信号调理器、A/D信号转换器、PLC控制器、

D/A信号转换器，第一水位传感器、第二水位传感器均与智能信号调理器的输入端相连，D/A

信号转换器的输出端与第一闸门、第二闸门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差动式高挑坎和差动式低挑坎的上表面均设有沿着水流方向的气孔，差动式高

挑坎左右侧面中部设有垂直于泄槽表面的气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差动式高挑坎距离泄槽顶部的距离与距离泄槽尾部的距离之比为3：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二道坝位于高跌坎型消力池中部，所述副坝位于二道坝与尾坎之间，副坝到二道坝

的距离与副坝到尾坎的距离之比为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安装在跌坎与二道坝之间的中央位置，第一水位传感器的安装高

度高于二道坝的高度，所述第二水位传感器安装在二道坝与副坝之间的中央位置，第二水

位传感器的安装高度高于副坝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和第二水位传感器设置有不同的水压力阈值。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尾坎为斜坡结构。

8.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的消能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实现对下泄水流的纵向分离、横向扩展和空中碰撞消

能；

所述高跌坎型消力池承接以斜向冲击射流形式进入的水舌，射流主流在高跌坎型消力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086260 B

2



池产生淹没射流和淹没水跃的混合流态，能量大幅耗散；

所述智能控制单元通过分析水位传感器的信号对高跌坎型消力池的工作状态进行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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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及消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坝泄洪消能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

坎型消力池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水能开发利用率的提高，我国已建成或在建一大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型

水利枢纽工程。高坝水库建成后能够在防洪、发电、航运和灌溉等诸多领域产生显著的经济

效益，但高坝也对泄洪消能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些高拱坝，如

二滩、小湾和溪洛渡等，由于坝址位于狭窄河谷，需要通过坝身宣泄大量洪水，泄流集中，泄

洪流量大，泄洪过程中的消能与防冲问题更加突出。

[0003] 挑流消能是一种常用的消能工形式，挑流消能工具有结构简单、施工方便、节省工

程费用和对尾水变幅适应性强等优点，缺点是下游局部冲刷问题严重，尾水波动及雾化范

围大，需设置相应的工程防护措施。

[0004] 跌坎型消力池是一种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兴消能工，通过在消力池入口处向下

开挖一定深度形成跌坎，由于跌坎的存在，射流水舌入池后以淹没射流方式达到底板，通过

与消力池内水体的紊动剪切进行消能，水舌下部形成一个顺时针方向的旋滚，水舌前方形

成淹没式水跃，主流与底板之间存在一定厚度的“水垫”，从而降低水舌到达消力池底板的

时均压强和临底流速；但跌坎型消力池仍无法避免射流水舌对底板的冲击破坏，同时无法

充分消杀射流水舌的能量，因而现有的跌坎型消力池长度长，且底部仍需设置护坦，施工工

程量和造价巨大。同时为保证下游河道不受水流冲刷破坏，消力池的尾坎处也需设置海漫

等消能防冲设施，同样会增加施工工程量和造价。因此，仍有待于对跌坎型消力池的结构进

行优化，降低水流对消力池底板的冲击破坏程度，提高消能效果，降低工程量和工程造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

池系统，能够显著提高消能效果，减轻高速下泄水流对下游河床的冲刷。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差动式高低坎挑

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主要包括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智

能控制单元；

[0007] 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位于泄流孔下方的泄槽表面，主要包括差动式高挑

坎、差动式低挑坎；差动式高挑坎位于泄槽中下部，其上表面、左右侧面均设有气孔，差动式

低挑坎位于泄槽尾部，其上表面设有气孔，差动式高挑坎与差动式低挑坎沿泄槽表面以齿-

槽相间方式布置；

[0008] 所述高跌坎型消力池位于泄槽的后部，主要包括由前至后分布的跌坎、二道坝、副

坝、尾坎，跌坎与泄槽尾部相连，尾坎与下游河道相连；二道坝顶部安装有第一闸门，副坝顶

部安装有第二闸门，跌坎与二道坝之间的高跌坎型消力池左侧边壁上安装有第一水位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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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二道坝与副坝之间的高跌坎型消力池左侧边壁上安装有第二水位传感器；

[0009] 所述智能控制单元主要包括依次相连的智能信号调理器、A/D信号转换器、PLC控

制器、D/A信号转换器，第一水位传感器、第二水位传感器均与智能信号调理器的输入端相

连，D/A信号转换器的输出端与第一闸门、第二闸门相连。

[0010]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差动式高挑坎与差动式低挑坎包括多个齿和

槽，齿和槽横向连续布置，所述齿为具有挑角的挑流鼻坎，齿在泄槽表面的投影为梯形，所

述槽为齿左右两侧的泄槽表面区域，在泄槽表面沿着水流方向，所述差动式高挑坎的齿和

槽与差动式低挑坎的齿和槽分别相互交错布置。

[0011]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的差动式高挑坎和差动式低挑坎的上表面均设

有沿着水流方向的气孔，差动式高挑坎左右侧面中部设有垂直于泄槽表面的气孔。所述气

孔能有效减轻高速下泄水流对差动式高挑坎和差动式低挑坎的空蚀破坏。

[0012]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差动式高挑坎距离泄槽顶部的距离与距离泄槽

尾部的距离之比为3：2。

[0013]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二道坝位于高跌坎型消力池中部，所述副坝位

于二道坝与尾坎之间，副坝到二道坝的距离与副坝到尾坎的距离之比为3：1。

[0014]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二道坝的高度高于副坝高度，所述第二闸门完

全升起后的高度高于二道坝高度，所述副坝的高度高于尾坎的高度，所述第一闸门完全升

起后的高度低于跌坎的高度。

[0015]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安装在跌坎与二道坝之间的中

央位置，第一水位传感器的安装高度高于二道坝的高度，所述第二水位传感器安装在二道

坝与副坝之间的中央位置，第二水位传感器的安装高度高于副坝的高度。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和第二水位传感器设置有不同的水压力阈值。

[0017] 在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所述尾坎为斜坡结构，有助于实现出池水流流速的

均匀分布。

[001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所述差动式高

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的消能方法，方法如下：

[0019] 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实现对下泄水流的纵向分离、横向扩展和空中碰撞

消能；

[0020] 所述高跌坎型消力池承接以斜向冲击射流形式进入的水舌，射流主流在高跌坎型

消力池产生淹没射流和淹没水跃的混合流态，能量大幅耗散；

[0021] 所述智能控制单元通过分析水位传感器的信号对高跌坎型消力池的工作状态进

行控制。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中的差动式高挑坎和差动式低挑坎沿泄槽表面均按照齿-槽相间方式

布置，差动式高挑坎和差动式低挑坎的齿-槽布置相互交错，齿的形状为宽度沿程增加的梯

形，下泄水流流经差动式高挑坎和差动式低挑坎处时均发生纵向分离和横向扩展，在空中

经过扩散、掺气过程，消耗部分能量，并且经差动式高挑坎挑射的水流在下落过程中与经差

动式低挑坎挑射的水流在空中发生碰撞消能；

[0024] (2)本发明中的高跌坎型消力池的跌坎高度远高于传统消力池，在二道坝的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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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高跌坎型消力池上游侧区域水位雍高，具备充足的水垫厚度，以淹没冲击射流进入

高跌坎型消力池的水舌在直接冲击高跌坎型消力池底板之前就逐渐向下游偏折，流线弯曲

转向，能量大幅度耗散，最终形成水平向流动，避免了传统挑流消能过程在消能工下游形成

的冲刷坑，有利于保障水库大坝及消能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进一步提高消能效果，同时，消

力池长度缩短，消力池底部无需设置护坦，减小施工工程量，降低工程造价；

[0025] (3)本发明中的高跌坎型消力池设置有二道坝和副坝，能够在不同的下泄流量条

件下保证淹没式水跃的消能效率，使得下泄水流能够充分消能，高跌坎型消力池下游侧水

体与下游河道内水体平顺衔接，保证下游河道不受水流冲刷破坏，同时，高跌坎型消力池的

尾坎处也不用设置海漫等消能防冲设施，减小施工工程量，降低工程造价；

[0026] (4)本发明中的智能控制单元通过分析水位传感器的信号，根据不同的泄流工况，

调整高跌坎型消力池的工作状态，在满足泄水要求的基础上提高消能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一较佳实施例的结

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的俯视图；

[0029] 图3是所述差动式高挑坎的齿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所述高跌坎型消力池的俯视图；

[0031] 图5是所述智能控制单元的结构框图；

[0032] 附图中各部件的标记如下：1、泄流孔，2、泄槽，3、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31、差

动式高挑坎，32、差动式低挑坎，33、气孔，34、齿，35、槽，4、高跌坎型消力池，41、跌坎，42、尾

坎，43、二道坝，44、第一闸门，45、副坝，46、第二闸门，47、第一水位传感器，48、第二水位传

感器，5、智能控制单元，51、智能信号调理器，52、A/D信号转换器，53、PLC控制器，54、D/A信

号转换器，6、下游河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34] 请参阅图1，本发明实施例包括：

[0035] 一种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主要包括差动式高低坎挑

流消能工3、高跌坎型消力池4、智能控制单元5。

[0036] 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3位于泄流孔1下方的泄槽2表面，主要包括差动式

高挑坎31、差动式低挑坎32。结合图2和图3，所述差动式高挑坎32位于泄槽2中下部，其距离

泄槽2顶部的距离与距离泄槽2尾部的距离之比为3：2，其上表面设有沿着水流方向的气孔

33、左右侧面均设有垂直于泄槽2表面的气孔33。差动式高挑坎32距离泄槽2底部更近，能够

保证挑射碰撞水舌的入池距离不会距离跌坎太远。所述差动式低挑坎32位于泄槽2尾部，其

上表面设有沿着水流方向的气孔33。所述气孔33能有效减轻高速下泄水流对差动式高挑坎

31和差动式低挑坎32的空蚀破坏。差动式高挑坎31与差动式低挑坎32沿泄槽2表面以齿-槽

相间方式布置，所述差动式高挑坎31与差动式低挑坎32包括多个齿34和槽35，齿34和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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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连续布置，所述齿34为具有特定挑角的挑流鼻坎，挑角角度与下泄水流流量、期望的挑

距有关，根据工程规范要求，差动式高挑坎31和差动式低挑坎32的齿34的挑角均设置在

5°—20°之间。齿34在泄槽2表面的投影为梯形，齿34的高度沿水流下泄方向逐渐增加，所述

槽35为齿34左右两侧的泄槽2表面区域。在泄槽2表面沿着水流方向，所述差动式高挑坎31

的齿34和槽35与差动式低挑坎32的齿34和槽35分别相互交错布置。

[0037] 所述高跌坎型消力池4位于泄槽2的后部，主要包括由前至后分布的跌坎41、二道

坝43、副坝45、尾坎42，跌坎41与泄槽2尾部相连，尾坎42与下游河道6相连，所述尾坎42为斜

坡结构，有助于实现出池水流流速的均匀分布。结合图4，所述二道坝43位于高跌坎型消力

池4中部，所述副坝45位于二道坝43与尾坎42之间，副坝45到二道坝43的距离与副坝45到尾

坎42的距离之比为3：1。所述二道坝43顶部安装有第一闸门44，副坝45顶部安装有第二闸门

46，跌坎41与二道坝43之间的高跌坎型消力池4左侧边壁上安装有第一水位传感器47，二道

坝43与副坝45之间的高跌坎型消力池4左侧边壁上安装有第二水位传感器48。因下泄水流

的水跃消能都应该尽量控制在二道坝43前完成，保证消能效率，在汛期时才会降下第一闸

门44，升起第二闸门46，把水跃位置控制在二道坝43和副坝45之间；当下泄水流流量非常大

时，这种工况无法保证消力池4内水体快速向下游排泄，才会降下第二闸门46进入第三工

况，但此时消能效率会降低，所以为了让第一种工况适用的范围最大，二道坝43设在消力池

4中部，为保证第二种工况的适用范围大于第三种工况，因此副坝45到二道坝43的距离与副

坝45到尾坎42的距离之比为3：1。

[0038] 具体的，所述二道坝43的高度高于副坝45高度，所述第二闸门46完全升起后的高

度高于二道坝43高度，所述副坝45的高度高于尾坎42的高度，所述第一闸门44完全升起后

的高度低于跌坎41的高度。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47安装在跌坎41与二道坝43之间的中央位

置，第一水位传感器47的安装高度高于二道坝43的高度，所述第二水位传感器48安装在二

道坝43与副坝45之间的中央位置，第二水位传感器48的安装高度高于副坝45的高度。

[003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47和第二水位传感器48设置有不同的水压力阈

值。第一水位传感器47的水压力阈值p1为ρgh1，第二水位传感器48的水压力阈值p2为ρgh2，

其中ρ为水的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h1为第一闸门44完全开启后的高度，h2为第二闸门46完

全开启后的高度。

[0040] 结合图5，所述智能控制单元5安装在泄槽2下方的泄水建筑物内部，其主要包括依

次相连的智能信号调理器51、A/D信号转换器52、PLC控制器53、D/A信号转换器54，第一水位

传感器47、第二水位传感器48均与智能信号调理器51的输入端相连，D/A信号转换器54的输

出端与第一闸门44、第二闸门46相连。所述第一水位传感器47与第二水位传感器48检测到

的水位信号经智能信号调理器51调理后输出至A/D信号转换器52，A/D信号转换器52把检测

到的模拟信号转换成PLC控制器53能够识别的数字信号，PLC控制器53根据已建立的函数模

型输出脉冲信号，输出结果通过D/A信号转换器54转化为模拟信号来控制第一闸门44和第

二闸门46执行启闭操作。具体的，PLC控制器53将水位传感器检测到的消力池水位值和设置

阈值进行比较，输出脉冲信号，若规定高电平对应关闭闸门操作，当水位传感器检测到的消

力池水位值超过设计阈值，则输出高电平，经D/A信号转换器54转换成模拟信号即可控制闸

门关闭。

[0041] 利用所述差动式高低坎挑流消能工-高跌坎型消力池系统的消能方法，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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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

[0042] ①初始，安装在二道坝43顶部的第一闸门44处于开启状态，安装在副坝45顶部的

第二闸门46处于关闭状态，高跌坎型消力池4内存蓄有水体，二道坝43前方的高跌坎型消力

池4上游侧水位低于二道坝43顶部第一闸门44完全开启后的高度，二道坝43后方的高跌坎

型消力池4下游侧水位高于副坝45和尾坎42的高度，下游侧水体与下游河道6内水体平顺衔

接，第一水位传感器47和第二水位传感器48的安装高度均高于各自所在安装位置处的水

位，第一水位传感器47、第二水位传感器48和智能控制单元5处于待机状态；

[0043] ②经泄流孔1下泄的高速水流沿着泄槽2表面向下游方向流动，当下泄水流流动到

差动式高挑坎31所在位置时，水流发生纵向分离，一部分水流在差动式高挑坎31的齿34的

作用下发生挑射，因为齿34沿着水流方向发生横向扩张，经齿34挑射的水流在空中发生更

加显著地横向扩展，被挑起的水流在空中扩散、掺气、消耗一部分能量，另一部分水流经槽

35沿着泄槽2表面继续下泄到达差动式低挑坎32，因为差动式高挑坎31和差动式低挑坎32

的齿34-槽35布置相互交错，流动到差动式低挑坎32处的下泄水流大部分在差动式低挑坎

32的齿34的作用下发生挑射，水流发生纵向分离，被挑起的水流水舌在空中扩散、掺气、消

耗一部分能量，另外的小部分水流沿着差动式低挑坎32经槽35流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水体

中；

[0044] ③经差动式高挑坎31挑射的水流作类似于抛物线型运动，在达到挑射最高点后开

始下落，在下落过程中与经差动式低挑坎32挑射的水流在空中发生碰撞消能，两股挑射水

流发生碰撞后除边缘处水体因碰撞碎裂成众多细小的水股，以原来各股的射流轨迹线为外

边界，成扇形落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水体外，两股挑射水流的主流融合为一条水舌，以斜向

冲击射流形式跌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水体中；

[0045] ④以斜向冲击射流形式跌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的水舌以淹没冲击射流的形式向高

跌坎型消力池4的池底运动，入池水流与消能水体产生强烈的剪切作用，同时，射流主流两

侧分别形成一个旋滚，通过强烈的紊动剪切和紊动扩散，射流主流流速大幅降低，动能快速

耗散，在淹没冲击射流阶段，进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的水舌将耗散自身大部分能量；

[0046] ⑤由于高跌坎型消力池4中设有二道坝43及第一闸门44，二道坝43前方的高跌坎

型消力池4上游侧区域水位雍高，淹没冲击射流在水流紊动及旋滚导向作用下，射流主流在

直接冲击高跌坎型消力池4底板之前就逐渐向下游偏折，流线弯曲转向，最终形成水平向流

动，在二道坝43前形成淹没式水跃，主流在下方旋滚的卷吸和顶托作用下越过二道坝43顶

部的第一闸门44，水流能量进一步耗散，经过以上多重消能，越过二道坝43顶部第一闸门44

的水流汇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下游侧后不会造成下游侧水面的紊动，下游侧水体与下游河

道6内水体平顺衔接，保证下游河道不受水流冲刷破坏；

[0047] ⑥进入汛期，经泄流孔1下泄的水量会高于正常下泄水量，此时高跌坎型消力池4

内的水位会大幅度升高，当二道坝43前水位接近二道坝43顶部第一闸门44完全开启后的高

度时，水跃的淹没系数σj大幅度提高，水跃长度显著增加，在二道坝43前已无法形成淹没水

跃，导致整个高跌坎型消力池4消能效果降低，此时的水位达到第一水位传感器47设定的水

压力阈值，第一水位传感器47将表征水位信息的模拟信号通过专用线路传递至智能控制单

元5，智能控制单元5在控制第一闸门44关闭的同时控制第二闸门46开启，高跌坎型消力池4

内的部分水体越过二道坝43，高跌坎型消力池4内水位降低，射流主流在副坝45前发生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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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跃，主流在下方旋滚的卷吸和顶托作用下越过副坝45顶部的第二闸门46，水流能量进一

步耗散，经过多重消能，越过副坝45顶部第二闸门46的水流汇入高跌坎型消力池4下游侧后

不会造成下游侧水面的紊动，下游侧水体与下游河道6内水体平顺衔接，保证下游河道不受

水流冲刷破坏；

[0048] ⑦在遭遇罕见规模洪水或突发性极端降水过程，水库水位暴涨，对大坝安全产生

威胁时，需要快速泄洪，此时经泄流孔1将进行大规模、长时间泄流，短时间内下泄水量很

大，高跌坎型消力池4内水位快速上涨，在执行第⑥步的操作后，副坝45前方水位依然接近

或超过副坝45顶部第二闸门46完全开启后的高度，无法在副坝45前形成淹没式水跃，在高

跌坎型消力池4内已无法对下泄水流进行充分消能，在这种状况下，应当将高跌坎型消力池

4内水体快速排泄，避免因水位过高对大坝正常泄水产生影响，此时的水位达到第二水位传

感器48设定的水压力阈值，第二水位传感器48将表征水位信息的模拟信号通过专用线路传

递至智能控制单元5，智能控制单元5控制第二闸门46关闭，便于高跌坎型消力池4内水体快

速向下游河道6排泄；

[0049] ⑧在执行第⑥～⑦步过程中，第一水位传感器47和第二水位传感器48将表征水位

信息的模拟信号通过专用线路传递至智能控制单元5，智能控制单元5控制第一闸门44和第

二闸门46执行相应启闭操作的过程，均是经由智能信号调理器51接收，并由A/D信号转换器

52将第一水位传感器47和第二水位传感器48发出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给PLC控

制器53，PLC控制器53根据已建立的函数模型输出脉冲信号，输出结果通过D/A信号转换器

54转化为模拟信号控制第一闸门44和第二闸门46执行相应启闭操作；

[0050] 按照上述相应步骤，即可提高高速下泄水流的消能效果。

[0051] 本发明通过挑流碰撞消能、紊动剪切和紊动扩散以及淹没水跃，显著提高消能效

果，减轻高速下泄水流对下游河床的冲刷；同时，消力池长度缩短，消力池底部无需设置护

坦，减小施工工程量，降低工程造价。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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