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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

流道，包括沿进水方向依次设置的直线进口段、

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和仿生喇叭管整

流段；所述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的表面

设有仿海豚皮肤脊纹结构，所述仿海豚皮肤脊纹

结构自簸箕形转向段进口位置沿水流方向扩散

至簸箕形转向段的后壁位置；所述仿生喇叭管整

流段的结构形状为海象头部的导流结构，用于对

水流进入泵装置前的流态进行整流。本发明进水

流道结构能够降低了紊流在簸箕形转向段表面

的堆积效果，避免了不良涡流的形成；并对喇叭

管位置水流起到整流作用，提高水流进入水泵装

置时的水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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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其特征在于：包括沿进水方向依次设置的直线

进口段、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和仿生喇叭管整流段；

所述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的表面设有仿海豚皮肤脊纹结构，所述仿海豚皮肤

脊纹结构自簸箕形转向段进口位置沿水流方向扩散至簸箕形转向段的后壁位置；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的结构形状为海象头部的导流结构，用于对水流进入泵装置前

的流态进行整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直线进口段

是进水流道的第一处，所述直线进口段的进口长度L1为2.86D，所述直线进口段的宽度B1为

2.5D，所述直线进口段的进口高度H2为1 .78D，所述直线进口段的上部分圆弧半径R1为

2.43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具有仿生结

构的簸箕形转向段的表面形成多个齿，相邻的齿之间形成三角形沟槽；

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宽度B2为2.5D，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高度H2为

1.78D；

所述三角形沟槽的宽度b1为0.0084D，三角形沟槽的深度h3为0.0071D，三角形沟槽的槽

肩宽度b2为0.0043D，槽肩倾斜度为30°，三角形沟槽的底部收缩面顶点与簸箕形转向段圆

弧距离h4为0.014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仿

生喇叭管整流段的结构包括依次设置的直线1段、圆弧1段、直线2段、圆弧2段、圆弧3段、圆

弧4段；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的进口直径为1.4D，出口直径为0.5D，直线1段的倾斜角为30°，

直线1段高度h1为0.038D，直线2段高度h2为0.089D，圆弧1段半径r1为0.176D，圆弧2段半径

r2为0.107D，圆弧3段半径r3为0.214D，圆弧4段半径r4为0.324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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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进水流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进水流道，属于水利工程泵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泵站进水流道按形状分为肘形进水流道、钟形进水流道和簸箕形进水流道。簸箕

形进水流道相对于肘形进水流道来说，对流道的长度要求不严格；簸箕形进水流道相对于

钟形进水流道来说，对流道的宽度要求不严格。且簸箕形进水流道的流道线形简单，施工方

便，是一种较好的进水流道形式。

[0003] 仿生技术通过借鉴在自然界中有着天然优势的生物结构解决了众多工程问题，随

着仿生技术发展的日渐成熟，仿生技术在各个设计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0004] 海豚皮肤的非光滑表面，抑制流过表面的湍流能量，降低紊流在其表面上的堆积

效果，避免尾迹涡流的形成；海象体型巨大且笨重，但其在海中游泳速度可达18—20公里/

时，说明它们的体表形态可对来流产生显著的导流作用。

[0005] 经检索，公开号为CN201810249884.2，名称为一种仿生智能自适应动态变构减阻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公开了一种仿生智能自适应动态变构减阻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特点是

可以根据流体环境自主感知、自主适应的仿生智能自适应变构为减阻材料，但没有利用海

豚的非光滑表面皮肤抑制湍流能量，降低紊流堆积的效果。

[0006] 经检索，公开号为CN201621106289.6，一种泵站肘形进水流道末端整流罩，公开了

一种泵站肘形进水流道末端整流罩，特点是在肘形进水流道末端布置整流罩本体，消除水

流经过肘形进水流道时产生的环量，但在簸箕形进水流道的基础上增加了加工成本以及难

度，增加了对进水流道施工技术的要求。针对进水流道的仿生设计较少。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针对以上提出的技术问题以及借鉴生物结构在自然界中优势，提供

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

[0008] 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包括沿进水方向依次设置的直线进口段、具

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和仿生喇叭管整流段；

[0009] 所述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的表面设有仿海豚皮肤脊纹结构，所述仿海豚

皮肤脊纹结构自簸箕形转向段进口位置沿水流方向扩散至簸箕形转向段的后壁位置；

[0010]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的结构形状为海象头部的导流结构，用于对水流进入泵装

置前的流态进行整流。

[0011] 所述直线进口段是进水流道的第一处，所述直线进口段的进口长度L1为2.86D，所

述直线进口段的宽度B1为2.5D，所述直线进口段的进口高度H2为1.78D，所述直线进口段的

上部分圆弧半径R1为2.43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径。

[0012] 所述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的表面形成多个齿，相邻的齿之间形成三角形

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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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宽度B2为2.5D，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高度

H2为1.78D；

[0014] 所述三角形沟槽的宽度b1为0.0084D，三角形沟槽的深度h3为0.0071D，三角形沟槽

的槽肩宽度b2为0.0043D，槽肩倾斜度为30°，三角形沟槽的底部收缩面顶点与簸箕形转向

段圆弧距离h4为0.014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径。

[0015]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的结构包括依次设置的直线1段、圆弧1段、直线2段、圆弧2

段、圆弧3段、圆弧4段；

[0016]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的进口直径为1.4D，出口直径为0.5D，直线1段倾斜角为

30°，直线1段高度h1为0.038D，直线2段高度h2为0.089D，圆弧1段半径r1为0.176D，圆弧2段

半径r2为0.107D，圆弧3段半径r3为0.214D，圆弧4段半径r4为0.324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

口直径。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8] 本发明通过改变簸箕形弯曲转向段表面结构为仿海豚皮肤表面结构，可以减小来

流的紊流度，将绕流扰动减小甚至是抵消，降低了紊流在簸箕形转向段表面的堆积效果，避

免了不良涡流的形成；通过改变喇叭口整流段结构形状为仿海象头部导流结构形状，在喇

叭管位置水流起到整流作用，改善水流进入泵装置的流态，提高水流进入水泵装置时的水

力性能，从而改进水泵装置的运行性能。

[0019] 进一步地，本发明适用于簸箕形进水流道，对水流进入喇叭口时的流动状态进行

进一步的提升，水流进入泵装置的水流速度分布均匀度、速度加权平均角度更高，水泵装置

效率大幅度提高。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中的仿海豚皮肤表面结构的放大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的三角形沟槽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仿生喇叭口整流段线型来源图1；

[0026] 图6为本发明的仿生喇叭口整流段线型来源图2；

[0027] 图7为本发明的发生喇叭口整流段线型优化图；

[0028] 图8为本发明的三维流体域图；以下对附图作补充说明：

[0029] 1-直线进口段、2-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3-仿生喇叭管整流段。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691500 A

4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实施例1：

[0032] 结合附图1-8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包括沿

进水方向依次设置的直线进口段1、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和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

[0033] 所述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的表面设有仿海豚皮肤脊纹结构，所述仿海

豚皮肤脊纹结构自簸箕形转向段进口位置沿水流方向扩散至簸箕形转向段的后壁位置；

[0034]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的结构形状为海象头部的导流结构，用于对水流进入泵

装置前的流态进行整流。

[0035] 本发明通过改变簸箕形弯曲转向段表面结构为仿海豚皮肤表面结构，可以减小来

流的紊流度，将绕流扰动减小甚至是抵消，降低了紊流在簸箕形转向段表面的堆积效果，避

免了不良涡流的形成；通过改变喇叭口整流段结构形状为仿海象头部导流结构形状，在喇

叭管位置水流起到整流作用，改善水流进入泵装置的流态，提高水流进入水泵装置时的水

力性能，从而改进水泵装置的运行性能。

[0036]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的仿生的喇叭口管整流段的

过流面积与原喇叭管整流段过流面积一致。

[0037] 所述直线进口段1是进水流道的第一处，所述直线进口段1的进口长度L1为2.86D，

所述直线进口段1的宽度B1为2.5D，所述直线进口段1的进口高度H2为1.78D，所述直线进口

段1的上部分圆弧半径R1为2.43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径。所述直线进口段1用于将

前池中的水流平顺地引入至流道内。

[0038] 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是进水流道的第二处。所述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

形转向段2的表面形成多个齿，相邻的齿之间形成三角形沟槽；

[0039] 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宽度B2为2.5D，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高

度H2为1.78D；

[0040] 所述三角形沟槽的宽度b1为0.0084D，三角形沟槽的深度h3为0.0071D，三角形沟槽

的槽肩宽度b2为0.0043D，槽肩倾斜度为30°，三角形沟槽的底部收缩面顶点与簸箕形转向

段圆弧距离h4为0.014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口直径。

[0041] 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是进水流道第三处。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的结构包括依次

设置的直线1段、圆弧1段、直线2段、圆弧2段、圆弧3段、圆弧4段；

[0042] 所述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的进口直径为1.4D，出口直径为0.5D，直线1段倾斜角为

30°，直线1段高度h1为0.038D，直线2段高度h2为0.089D，圆弧1段半径r1为0.176D，圆弧2段

半径r2为0.107D，圆弧3段半径r3为0.214D，圆弧4段半径r4为0.324D，其中D为进水流道的出

口直径。

[0043] 具体以某泵站采用本发明具有仿生结构簸箕形进水流道为例，其进水流道出口直

径D为1.4m。

[0044] 直线进口段1几何尺寸分布如附图1，2所示,进口长度L1为4m，直线进口段1的宽度

B1为3.5m，进口高度H2为2.5m，上部分圆弧半径R1为3.4m。

[0045] 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表面结构-仿海豚皮肤面结构示意图如附图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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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几何尺寸分布如附图1，2，4所示，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

形转向段2长度L2为1.28m，具有仿生结构的簸箕形转向段2宽度B2为3.5m，具有仿生结构的

簸箕形转向段2高度H2为1.25m，三角形沟槽的宽度b1为0.0118m，三角形沟槽的深度h3为

0.01，三角形沟槽的槽肩宽度b2为0.006D，槽肩倾斜度为30°，三角形沟槽的底部收缩面顶

点与簸箕形转向段圆弧距离h4为0.03D。

[0046] 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的结构参考海象头部结构，如附图5所示，将海象头部对外部

流体导流变成对内部流体，如附图6所示，并将其优化，如附图7所示，仿生喇叭管整流段3的

尺寸分布如附图1、7所示，其进口直径为1.954m，出口直径为0.7m，直线1段倾斜角为30°，直

线1段高度h1为0.053m，直线2段高度h2为0.125m，圆弧1段半径r1为0.25m，圆弧2段半径r2为

0.149m，圆弧3段半径r3为0.3m，圆弧4段半径r4为0.45m。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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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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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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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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