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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

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属于泵站工程技术领域。以

进水结构的宽度尺寸和喇叭管的悬空高为约束

条件，确定变径次数n的数值 ，将等差变径圆弧线

绘制成平面曲线，采用钢筋按平面曲线进行制

作，制作后涂刷防锈漆。再依据喇叭管悬空高确

定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拉伸长度，将平面曲线拉伸

成控涡装置，采用钢筋拉杆焊接技术对控涡装置

的螺旋线进行间隔加固，加固完成后，将控涡装

置整体置于进水结构底板的圆柱形凹槽内，采用

素混凝土封填，确保封填后顶面与进水结构的顶

面高程和平整度相同，以此增加控涡装置的整体

稳定性，避免因地脚螺栓长期处于水中和运行机

组振动而导致控涡装置整体松动不牢的情况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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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其特征是，该控涡装置位于进水结

构内的喇叭管下方，所述喇叭管连接于吸水管下方；该控涡装置按照以下步骤制成：

(1)以喇叭管口直径D为约束条件，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总螺距L应满足1.25D≤L≤1.5D，

总螺距L应取整数，半径的变径值为m，半径的变径值m的计算式为：

m＝L/n；

式中：L为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总螺距，n为变径次数；

(2)根据进水结构的宽度L1和喇叭管口直径D的尺寸，合理确定变径次数n的具体数值，n

取3-8；依据确定的变径次数，等差递增半径所对应的圆弧线夹角θ为360°/n；

(3)以喇叭管口中心点在进水结构的底板投影点为平面坐标中心原点，顺水流方向定

义为X方向，垂直水流方向定义为Y方向，以此定义平面坐标系XOY；以平面坐标XOY的原点为

起点，以变径值m为半径，圆心角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一段圆弧，可获得第一段圆弧的

终点坐标(0，2mtan0.5θ)；

再以第一段圆弧的终点坐标(0，2mtan0.5θ)为起点，等差变径值2m为半径，圆心角为θ，

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二段圆弧线，可获得第二段圆弧的终点；再以第二段圆弧的终点作为

起点，以等差变径值3m为半径，圆心角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三段圆弧线；以此类推依次

绘制第n条圆弧线；顺次相连的圆弧线组成了等差变径圆弧线，即为控涡装置的平面曲线；

(4)根据喇叭管悬空高L2确定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拉伸高度L3为：

L3＝(0.40-0.50)L2；

等差变径圆弧线垂直立体拉伸时顶端为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起点位置；

(5)将步骤(3)中的平面曲线采用钢筋按同比例进行加工制作，制作后在钢筋表面涂刷

防锈漆，再按步骤(4)中L3的拉伸高度进行垂直拉伸布置；并将拉伸后的控涡装置内嵌于进

水结构的底板上，使控涡装置的中心与泵轴线位于同一条铅垂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其特征是，采

用钢筋拉杆焊接技术对步骤(5)中拉伸后的控涡装置进行间隔螺旋线的焊接加固，从控涡

装置的顶端算起，第1圈圆弧线和第2圈圆弧线间采用钢筋拉杆焊接固定，则第2圈圆弧线和

第3圈圆弧线间则不加固，第3圈和第4圈圆弧线再采用钢筋拉杆进行焊接加固，以此类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其特征是，在

进水结构的底板上，以喇叭管中心点在进水结构底板上的投影点为圆心，以总螺距的一半

即0.5L为半径，制作深度为(1.0-1.5)m的圆柱形凹槽；

将控涡装置整体放置于圆柱形凹槽中，且控涡装置的中心与泵轴线位于同一条铅垂线

上，对位于进水池底板顶面以下的控涡装置的圆弧线采用素混凝土进行浇筑，以使控涡装

置能与进水结构的底板牢固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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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湿室型泵房和块基型泵房的进水结构，特别是箱涵式进水流道和

开敞式进水池，具体是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属于泵站工程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小型灌排泵站常采用湿室型泵房，该泵房的进水结构多采用箱涵式进水结构或

开敞式进水池，该进水结构是供水泵喇叭管及吸水管直接吸水的构筑物。对于轴流泵及导

叶式混流泵，喇叭管与吸水管均为进水结构与叶轮室进口之间的过渡段，喇叭管与吸水管

内部流态必然受到进水结构内部流态的影响。进水结构的主要作用是为水泵进口提供良好

的进水条件。若进水结构内部流速分布不均，甚至还有涡带产生，则必然会显著降低水泵的

能量性能和汽蚀性能，而且还易导致泵站机组产生振动、无法正常安全稳定工作。现有的湿

室型泵房进水结构底部常产生附底涡，而附底涡的产生往往就在喇叭管口正对进水结构底

板区域的周边，一旦产生便随水流进入水泵内部，影响水泵的安全可靠性，目前在各种喇叭

管悬空高度情况下均可能产生附底涡。

[0003] 现有的泵站为获取良好的进水条件，常在进水结构中设置导流墩、导流板、导流锥

和消涡栅等消涡措施，这些消涡措施均为实心结构，耗材多，现场浇筑需立模板，加工制造

不方便。为解决该问题，中国发明专利(公布号为CN  107938758  A，公告日为2018年4月20

日)提供了一种基于费马螺线的控涡装置，该控涡装置为空心螺旋结构很好地解决了消涡

装置耗材多的问题，因该结构为空心螺旋结构易存在钢筋选择不当所导致的整体结构稳定

性差，且控涡装置与进水池底板的连接需耗费较多的地脚螺栓、长期机组运行和浸没于水

中易导致地脚螺栓松动从而引发该控涡装置结构不稳，整个控涡装置结构不稳会导致控涡

装置出现倾斜、倒掉，导致装置控涡功能丧失，在泵站运行过程中控涡装置不能起到控涡作

用，导致机组运行稳定性受到影响，增加了机组运行的风险系数。其次，基于费马螺线的控

涡装置加工制作需采用极坐标在平面上进行曲线的绘制然后进行加工制作，实际操作中施

工人员常为临时雇佣人员对极坐标的定义和理解常不清楚，需专业技术人员在旁边进行指

导，否则易导致控涡装置加工出现偏差，若控涡装置加工出现问题，会导致控制装置的控涡

功能作用的发挥降低。费马螺线为等角螺线，绘制时以中心点为原点需要按顺时针和逆时

针方向绘制，绘制工作量相比等差变径圆弧线的工作量多近一倍，工作量增加且繁琐。

[0004] 经分析，现有的消涡装置均存在技术提升和改进的空间。针对中小型泵站进水结

构面临的现有实心消涡装置耗材多且现有空心消涡装置结构稳定性差的技术问题，设计一

种既能抑制附底涡产生且耗材少，结构稳定性好的控涡装置其意义及推广应用价值均很

大，不仅可解决泵站工程实际的消涡问题，改善水流条件，还可降低加工制造成本，增加消

涡装置的耐久性和可靠性，且对面临相同问题的工业泵站也可采用该控涡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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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中小型泵站进水结构面临的共性问题，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基于等差变

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该发明设计方法简单，加工制造方便，节省材料，便于实际

工程的推广应用。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其特征是，该控涡装置位于进水

结构内的喇叭管下方，所述喇叭管连接于吸水管下方；该控涡装置按照以下步骤制成：

[0008] (1)以喇叭管口直径D为约束条件，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总螺距L应满足1.25D≤L≤

1.5D，总螺距L应取整数，半径的变径值为m，半径的变径值m的计算式为：

[0009] m＝L/n；

[0010] 式中：L为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总螺距，n为变径次数；

[0011] (2)根据进水结构的宽度L1和喇叭管口直径D的尺寸，合理确定变径次数n的具体

数值，n取3-8；依据确定的变径次数，等差递增半径所对应的圆弧线夹角θ为360°/n；

[0012] (3)以喇叭管口中心点在进水结构的底板投影点为平面坐标中心原点，顺水流方

向定义为X方向，垂直水流方向定义为Y方向，以此定义平面坐标系XOY；以平面坐标XOY的原

点为起点，以变径值m为半径，圆心角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一段圆弧，可获得第一段圆

弧的终点坐标(0，2mtan0.5θ)；

[0013] 再以第一段圆弧的终点坐标(0，2mtan0.5θ)为起点，等差变径值2m为半径，圆心角

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二段圆弧线，可获得第二段圆弧的终点；再以第二段圆弧的终点

作为起点，以等差变径值3m为半径，圆心角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三段圆弧线；以此类推

依次绘制第n条圆弧线；顺次相连的圆弧线组成了等差变径圆弧线，即为控涡装置的平面曲

线；

[0014] (4)根据喇叭管悬空高L2确定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拉伸高度L3为：

[0015] L3＝(0.40-0.50)L2；

[0016] 等差变径圆弧线垂直立体拉伸时顶端为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起点位置；

[0017] (5)将步骤(3)中的平面曲线采用钢筋按同比例进行加工制作，制作后在钢筋表面

涂刷防锈漆，再按步骤(4)中L3的拉伸高度进行垂直拉伸布置；并将拉伸后的控涡装置内嵌

于进水结构的底板上，使控涡装置的中心与泵轴线位于同一条铅垂线上。

[0018] 进一步地，采用钢筋拉杆焊接技术对步骤(5)中拉伸后的控涡装置进行间隔螺旋

线的焊接加固，从控涡装置的顶端算起，第1圈圆弧线和第2圈圆弧线间采用钢筋拉杆焊接

固定，则第2圈圆弧线和第3圈圆弧线间则不加固，第3圈和第4圈圆弧线再采用钢筋拉杆进

行焊接加固，以此类推。

[0019] 进一步地，在进水结构的底板上，以喇叭管中心点在进水结构底板上的投影点为

圆心，以总螺距的一半即0.5L为半径，制作深度为(1.0-1.5)m的圆柱形凹槽；

[0020] 将控涡装置整体放置于圆柱形凹槽中，且控涡装置的中心与泵轴线位于同一条铅

垂线上，对位于进水池底板顶面以下的控涡装置的圆弧线采用素混凝土进行浇筑，以使控

涡装置能与进水结构的底板牢固相接。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2] 在湿室型泵房或块基型泵房的进水结构底板上设置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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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结构控涡装置能有效破坏附底涡的能量集聚，从源头消灭附底涡产生的根源，若有涡

带通过控涡装置时易被螺旋线(圆弧线)割断，破坏涡带的连续性，达到消灭涡带的目的，该

控涡装置可为水泵提供较好地入流条件，确保水泵的安全稳定运行。等差变径圆弧线的绘

制是基于直角坐标系，避免了基于极坐标系绘制费马螺线的繁琐复杂的工作量，实际操作

中施工人员常为临时雇佣人员对极坐标的定义和理解常不清楚，需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在

旁边进行指导，否则易导致控涡装置加工出现偏差，若控涡装置加工出现问题，会导致控制

装置的控涡功能作用的发挥降低；其次，费马螺线为等角螺线，绘制时以中心点为原点需要

按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绘制，绘制工作量相比等差变径圆弧线的工作量多近一倍，工作量

多且更加繁琐。该控涡装置的底部结构与进水结构的底板浇筑在一起，避免了地脚螺栓长

期位于水中生锈等导致的松动问题，同时采用了钢筋拉杆焊接技术更加确保了整个结构的

稳定性，本发明专利的结构更加稳定。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加工

制作方便，节省材料，便于推广实施。

[0023] 目前，全国机电排灌固定式泵站44.3万处，总装机功率2395万千瓦，其中，大型灌

溉泵站总装机功率402万千瓦，中、小型机电排灌泵站总装机功率就为1993万千瓦，而中、小

型泵站最常见的进水结构便是箱涵式进水流道或开敞式进水池，这些泵站中90％建于20世

纪60、70年代，限当时的工程标准和技术水平，很多中小型泵站出现或大或小问题。国家已

开展了大中型灌区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的更新改造，这些均有利于本发明在湿室型泵站的

更新改造中应用，以及在新泵站的建设中应用，可消除涡带，确保泵站经济、稳定和安全运

行。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不仅具有抑涡的功能，还可破

坏已有涡带的完整性，达到消涡的目的，改善了水泵的进口水流条件，提高了水泵安全稳定

稳定性，继而减少能源的消耗，这种能源消耗的减小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影响都将会很

大。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三维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两视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控涡装置三维示意图；

[0028] 图中：1吸水管，2进水结构，3喇叭管，4控涡装置，5进水结构底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阐述。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基于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进水结构控涡装置，以进水结构的宽度尺

寸和喇叭管的悬空高为约束条件，确定变径次数n的数值，将等差变径圆弧线绘制成平面曲

线，采用钢筋按平面曲线进行制作，制作后涂刷防锈漆。再依据喇叭管悬空高确定等差变径

圆弧线的拉伸长度，采用简易机械拉伸设备将平面曲线拉伸成控涡装置，采用钢筋拉杆焊

接技术对控涡装置的螺旋线进行间隔加固，加固完成后，将控涡装置整体置于进水结构底

板的圆柱形凹槽内，采用素混凝土封填，确保封填后顶面与进水结构的顶面高程和平整度

相同，以此增加控涡装置的整体稳定性，避免因地脚螺栓长期处于水中和运行机组振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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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控涡装置整体松动不牢的情况出现。具体制造步骤如下：

[0031] (1)以喇叭管口直径D为约束条件，综合考虑控涡装置的安装条件，等差变径圆弧

线的总螺距L应满足1.25D≤L≤1.5D，总螺距L应取整数，半径的变径值为m，半径的变径值m

的计算式为：

[0032] m＝L/n；

[0033] 式中：L为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总螺距；n为变径次数。

[0034] (2)根据进水结构的宽度L1和喇叭管口直径D的尺寸，合理确定变径次数n的具体

数值，n取3-8，依据泵站设计规范，若泵站为小型泵站，变径次数n取偏下限值；若泵站为中

型泵站，变径次数n取偏上限值。依据确定的变径次数，等差递增半径所对应的圆弧线夹角θ

为360°/n。

[0035] (3)以喇叭管口中心点在进水结构的底板投影点为平面坐标中心原点，顺水流方

向定义为X方向，垂直水流方向定义为Y方向，以此定义平面坐标系XOY。以平面坐标XOY的原

点为起点，以变径值m为半径，圆心角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一段圆弧，可获得第一段圆

弧的终点坐标(0，2mtan0.5θ)；

[0036] 再以第一段圆弧的终点坐标(0，2mtan0.5θ)为起点，等差变径值2m为半径，圆心角

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二段圆弧线，由可获得第二段圆弧的终点；再以第二段圆弧的终

点作为起点，以等差变径值3m为半径，圆心角为θ，沿顺时针方向绘制第三段圆弧线；以此类

推依次绘制第n条圆弧线。顺次相连的圆弧线组成了等差变径圆弧线，即为控涡装置的平面

曲线。

[0037] (4)根据喇叭管悬空高L2确定等差变径圆弧线的拉伸高度L3为：

[0038] L3＝(0.40-0.50)L2；

[0039] 等差变径圆弧线垂直立体拉伸时顶端为等差变径圆弧线的起点位置坐标(0，0)。

[0040] (5)将步骤(3)中的平面曲线采用钢筋按同比例进行加工制作，制作后在钢筋表面

涂刷防锈漆，再按L3的拉伸高度进行垂直拉伸布置。

[0041] (6)采用钢筋拉杆焊接技术对步骤(5)中拉伸的控涡装置进行间隔螺旋线的焊接

加固，如：从控涡装置的顶端算起(从喇叭管向流道底板方向数)，第1圈螺旋线(圆弧线)和

第2圈螺旋线(圆弧线)间采用钢筋拉杆焊接固定，则第2圈螺旋线(圆弧线)和第3圈螺旋线

(圆弧线)间则不加固，第3圈和第4圈螺旋线(圆弧线)再采用钢筋拉杆进行焊接加固，以此

类推。

[0042] (7)在进水结构的底板上，以喇叭管中心点在进水结构底板上的投影点为圆心，以

总螺距的一半即0.5L为半径，制作深度为(1.0-1.5)m的圆柱形凹槽，深度的尺寸与控涡装

置的结构尺寸成正比。

[0043] (8)将控涡装置整体放置于步骤(7)中设置进水结构底板上的圆柱形凹槽中，且控

涡装置的中心与泵轴线位于同一条铅垂线上，对位于进水池底板顶面以下的控涡装置的螺

旋线采用素混凝土进行浇筑，以使控涡装置能与底板牢固相接，浇筑后的素混凝土顶面需

保持与进水池底板顶面的高程与平整度相同，无凸起等现场出现，增加了控涡装置的整体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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