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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箱式双向流道内异型薄板

式消除回流装置，包括进水流道、出水流道以及

置于进水流道、出水流道之间的水泵，出水流道

置于进水流道上部，水泵内设有叶轮，水泵面向

进水流道的一端设有进水流道喇叭口，水泵面向

出水流道的一端设有出水流道喇叭口；进水流道

两端、出水流道两端均设有隔墩，隔墩的两侧均

加设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异型薄板式消

除回流装置上设有若干透水孔；通过本发明，进

出水流道内加设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进水

流道内水流进入进水流道盲端时候，由于消除回

流装置打破原有水体结构，会阻碍回流区的形

成，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带有方形透水孔，

不会阻碍水流正常流动，同时还能够起到一定的

导流整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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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其特征是：包括进水流道、出

水流道以及置于进水流道、出水流道之间的水泵，出水流道置于进水流道上部，水泵内设有

叶轮（4），水泵面向进水流道的一端设有进水流道喇叭口（3），水泵面向出水流道的一端设

有出水流道喇叭口（6）；

所述进水流道的底部设有进水流道导水锥（5），进水流道导水锥（5）位于进水流道喇叭

口（3）的下部，且进水流道导水锥（5）部分伸于进水流道喇叭口（3）内；所述出水流道的顶部

内侧设有出水流道导水锥（7），出水流道导水锥（7）位于出水流道喇叭口（6）的上部，且出水

流道导水锥（7）部分伸于出水流道喇叭口（6）内；所述进水流道喇叭口（3）、进水流道导水锥

（5）、出水流道喇叭口（6）、出水流道导水锥（7）为垂直同心布置；

所述进水流道的一端为进水端（1），进水流道上与进水端（1）对称的另一端为进水流道

盲端（8）；所述出水流道的一端为出水流道盲端（9），出水流道上与出水流道盲端（9）对称的

另一端为出水端（2）；所述进水流道的进水端（1）与出水流道盲端（9）在同一端，出水流道的

出水端（2）与进水流道盲端（8）在同一端；

所述进水流道两端、出水流道两端均设有隔墩（10），进水流道两端的隔墩（10）分别置

于进水端（1）与水泵之间的进水流道内、进水流道盲端（8）与水泵之间的进水流道内，隔墩

（10）沿进水流道长度方向布置，且隔墩（10）的宽度小于进水流道的宽度；

出水流道两端的隔墩（10）分别置于出水流道盲端（9）与水泵之间的出水流道内、出水

端（2）与水泵之间的出水流道内，隔墩（10）沿出水流道长度方向布置，且出水流道隔墩（10）

的宽度小于进水流道的宽度；

所述隔墩（10）的两侧均加设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

置（11）上设有若干透水孔（12）；

所述隔墩（10）的高度H方向与进水流道高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

的高度h方向与进水流道高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高度h与隔墩（10）

的高度H相同；所述隔墩（10）的宽度D0方向与进水流道宽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

装置（11）的长度B方向与进水流道长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顶部宽

度B2方向、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中部宽度B1方向均与进水流道宽度方向相同，

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长度B为隔墩（10）宽度D0的1/6，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

（11）的中部宽度B1为隔墩（10）宽度D0的2/3，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顶部宽度B2

为隔墩（10）宽度D0的1/6；

所述隔墩（10）的长度L0方向与进水流道长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

中心距隔墩（10）边缘距离为L，隔墩（10）边缘为隔墩（10）迎水面或背水面；

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中心距隔墩（10）边缘距离L为隔墩（10）长度L0的1/2，异

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中间高度h1为隔墩（10）宽度D0的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其特

征是：所述透水孔（12）为方形透水孔，若干方形透水孔沿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自

上而下依次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其特

征是：所述透水孔（12）中，透水孔（12）的宽度a为隔墩（10）宽度D0的7/50‑7/12，透水孔（12）

的高度b为隔墩（10）宽度D0的1/4，透水孔（12）的长度为隔墩（10）宽度D0的1/6，透水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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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透水孔（12）之间的间距为隔墩（10）宽度D0的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其特

征是：所述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上的若干透水孔（12）沿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

（11）上的中心线对称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其特

征是：所述隔墩（10）与隔墩（10）两侧的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一同浇筑，为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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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属于水利工程

设计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沿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为抗御旱涝等灾害，分布着近百座固定低扬程防

洪减灾泵站。其中，为同时满足农业灌溉、城市排涝的需求，沿江地区低扬程泵站经常采用

箱式双向流道形式。箱式双向流道结构特殊，开机运行时，进出水流道总存在一段盲端。在

非设计工况下，盲端回流较为严重，而且由于出水流道相对较短，出水流道盲端回流强度较

大，增大水力损失，严重影响泵站机组水力性能。特别地，盲端回流严重还会导致机组强烈

振动，严重影响泵站安全稳定运行。

[0003] 泵站工程中，前池、进出水池以及进出水流道都会有回流产生，有些回流较小，对

机组整体运行影响较小。但有些回流范围较大，如前池回流，常常通过外加措施进行改善。

[0004] 目前，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箱式双向流道盲端回流对机组影响较大，对于如何减

小或者消除盲端回流区，改善流道内流态研究研究较少。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减小或消除箱式双向流道内

盲端回流、改善流道内流态、提高箱式双向流道泵站机组运行稳定及高效性的内置有异型

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

道，其特征是：包括进水流道、出水流道以及置于进水流道、出水流道之间的水泵，出水流道

置于进水流道上部，水泵内设有叶轮，水泵面向进水流道的一端设有进水流道喇叭口，水泵

面向出水流道的一端设有出水流道喇叭口；

[0007] 所述进水流道的底部设有进水流道导水锥，进水流道导水锥位于进水流道喇叭口

的下部，且进水流道导水锥部分伸于进水流道喇叭口内；所述出水流道的顶部内侧设有出

水流道导水锥，出水流道导水锥位于出水流道喇叭口的上部，且出水流道导水锥部分伸于

出水流道喇叭口内；所述进水流道喇叭口、进水流道导水锥、出水流道喇叭口、出水流道导

水锥为垂直同心布置；

[0008] 所述进水流道的一端为进水端，进水流道上与进水端对称的另一端为进水流道盲

端；所述出水流道的一端为出水流道盲端，出水流道上与出水流道盲端对称的另一端为出

水端；所述进水流道的进水端与出水流道盲端在同一端，出水流道的出水端与进水流道盲

端在同一端；

[0009] 所述进水流道两端、出水流道两端均设有隔墩，进水流道两端的隔墩分别置于进

水端与水泵之间的进水流道内、进水流道盲端与水泵之间的进水流道内，隔墩沿进水流道

长度方向布置，且隔墩的宽度小于进水流道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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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出水流道两端的隔墩分别置于出水流道盲端与水泵之间的出水流道内、出水端与

水泵之间的出水流道内，隔墩沿出水流道长度方向布置，且出水流道隔墩的宽度小于进水

流道的宽度；

[0011] 所述隔墩的两侧均加设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上

设有若干透水孔；

[0012] 所述隔墩高度H方向与进水流道高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高度h方

向与进水流道高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高度h与隔墩的高度H相同；所述

隔墩的宽度D0方向与进水流道宽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长度B方向与进

水流道长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顶部宽度B2方向、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

装置的中部宽度B1方向均与进水流道宽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长度B为

隔墩宽度D0的1/6，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中部宽度B1为隔墩宽度D0的2/3，异型薄板式

消除回流装置的顶部宽度B2为隔墩宽度D0的1/6；

[0013] 所述隔的长度L0方向与进水流道长度方向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中心距

隔墩边缘距离为L，隔墩边缘为隔墩迎水面或背水面；

[0014] 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中心距隔墩边缘距离L为隔墩长度L0的1/2，异型薄板式

消除回流装置的中间高度h1为隔墩宽度D0的4/3。

[0015] 所述透水孔为方形透水孔，若干方形透水孔沿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自上而下

依次设置。

[0016] 所述透水孔中，透水孔的宽度a为隔墩宽度D0的7/50‑7/12，透水孔的高度b为隔墩

宽度D0的1/4，透水孔的长度为隔墩宽度D0的1/6，透水孔与透水孔之间的间距为隔墩宽度D0
的1/6。

[0017] 所述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上的若干透水孔沿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上的

中心线对称布置。

[0018] 所述隔墩与隔墩两侧的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一同浇筑，为一整体。

[0019] 本发明结构合理、使用方便，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

的箱式双向流道，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共计4组8个，分别安装于箱式进出水流道内部

隔墩两侧。

[0020] 技术原理：沿江低扬程泵站由于同时需要满足引水灌溉和排涝要求，多采用箱式

双向流道型式。箱式双向流道由于其结构固有特征，通常在运行工况下，进水流道进水端打

开闸门进水，另一端关闭闸门，同时出水流道与进水流道出水端打开闸门，另一端关闭闸

门。通常情况下，水流从进水流道进水端进入，大部分水流在流经进水流道喇叭口时候受到

叶轮旋转作用进入出水流道，少部分水流会绕过进水流道导水锥进入进水流道盲端，形成

进水流道盲端回流。同理，进入出水流道的水流由于速度剩余环量的影响，同时在出水流道

导水锥的导流作用下，呈螺旋状向出水流道两端分流，在盲端形成强度更强的回流区。进出

水流道两侧盲端回流加大水力损失，影响机组水力性能，严重时，会导致机组振动加大，影

响机组运行安全性。

[0021] 进出水流道内加设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进水流道内水流进入进水流道盲端

时候，由于消除回流装置打破原有水体结构，会阻碍回流区的形成，同时异型薄板式消除回

流装置带有方形透水孔，不会阻碍水流正常流动，同时还能够起到一定的导流整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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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有益效果:通过在进出水流道内加设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能够有效预防流

道盲端回流区的形成,有效减弱出水流道盲端较强的回流强度,同时对于进水流道盲端回

流可以有效消除,在较小泵装置水力损失的同时还能够预防异常水压力脉动的产生，同时

还能起到导流整流的作用，减少机组水力损失,减小机组振动，提高机组水力性能，保证机

组安全高效运行。

[0023] 随着南水北调沿江低扬程泵站建设实施，目前存在较多沿江地区存在较多箱式双

向流道，因此本发明可应用和实施，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箱式双向流道未加消除回流装置流线示意图。

[0025] 图2为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示意图。

[0026] 图3为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正视图。

[0027] 图4为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侧视图。

[0028] 图5为箱式双向流道加设消除回流装置流线示意图。

[0029] 图6为箱式双向流道加设消除回流装置俯视图。

[0030] 图中，1进水端、2出水端、3进水流道喇叭口、4叶轮、5进水流道导水锥、6出水流道

喇叭口、7出水流道导水锥、8进水流道盲端、9出水流道盲端、10隔墩、11异型薄板式消除回

流装置、12透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以及附图说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2] 一种内置有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的箱式双向流道，包括进水流道、出水流道

以及置于进水流道、出水流道之间的水泵，出水流道置于进水流道上部，水泵内设有叶轮4，

水泵面向进水流道的一端设有进水流道喇叭口3，水泵面向出水流道的一端设有出水流道

喇叭口6。

[0033] 在进水流道的底部设置进水流道导水锥5，进水流道导水锥5位于进水流道喇叭口

3的下部，且进水流道导水锥5的部分进水流道导水锥5伸于进水流道喇叭口3内；在出水流

道的顶部内侧设置出水流道导水锥7，出水流道导水锥7位于出水流道喇叭口6的上部，且出

水流道导水锥7的部分水流道导水锥7伸于出水流道喇叭口6内；进水流道喇叭口3、进水流

道导水锥5、出水流道喇叭口6、出水流道导水锥7为垂直同心布置。

[0034] 进水流道的一端为进水端1，进水流道上与进水端1对称的另一端为进水流道盲端

8；出水流道的一端为出水流道盲端9，出水流道上与出水流道盲端9对称的另一端为出水端

2；进水流道的进水端1与出水流道盲端9在同一端，出水流道的出水端2与进水流道盲端8在

同一端。

[0035] 在进水流道两端、出水流道两端均设置隔墩10，进水流道两端的隔墩10分别置于

进水端1与水泵之间的进水流道内、进水流道盲端8与水泵之间的进水流道内，隔墩10沿进

水流道长度方向布置，且隔墩10的宽度小于进水流道的宽度；出水流道两端的隔墩10分别

置于出水流道盲端9与水泵之间的出水流道内、出水端2与水泵之间的出水流道内，隔墩10

沿出水流道长度方向布置，且出水流道隔墩10的宽度小于进水流道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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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在隔墩10的两侧均加设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

上设置若干透水孔12；透水孔12为方形透水孔，若干方形透水孔沿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

置11自上而下依次设置。

[0037] 所述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高度与隔墩10的高度相同，异型薄板式消除回

流装置11的长度为隔墩10宽度的1/6，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中心距隔墩10边缘距离

为隔墩10长度的1/2，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中部的宽度为隔墩10宽度的2/3，异型薄

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顶部的宽度为隔墩10宽度的1/6，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的高度

为隔墩10宽度的4/3。透水孔12中，透水孔12的宽度为隔墩10宽度的7/50‑7/12，透水孔12的

高度为隔墩10宽度的1/4，透水孔12的长度为隔墩10宽度的1/6，透水孔12与透水孔12之间

的间距为隔墩10宽度的1/6。

[0038] 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上的若干透水孔12沿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上

的中心线对称布置。隔墩10与隔墩10两侧的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一同浇筑，为一整

体。

[0039] 我们可以设定，D0为隔墩宽度，L0为隔墩长度，H为隔墩10的高度，B为异型薄板式消

除回流装置11的长度，L为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11中心距隔墩10边缘距离，B1为异型薄

板式消除回流装置中部宽度，B2为异型薄板式消除回流装置顶部宽度，h为异型薄板式消除

回流装置11高度，a为方形透水孔宽度，b为方形透水孔高度，B3为方形透水孔长度，C为相邻

方形透水孔与方形透水孔之间的间距；那么可以得到：

[0040] 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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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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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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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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