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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

能方法，包括将水流引入到消力池内进行消能的

步骤，其特征在于，将进入消力池后向前流动的

水流分流成为位于下层的高速水流和位于上层

的漫越水流，然后引导下层高速水流向上改变方

向后反冲撞击位于上层的漫越水流进行消能。本

发明能够巧妙利用水流自身携带能量进行消能，

具有实施方便，成本低廉，消能效率高，设备使用

寿命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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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包括将水流引入到消力池内进行消能的步骤，

其特征在于，将进入消力池后向前流动的水流分流成为位于下层的高速水流和位于上层的

漫越水流，然后引导下层高速水流向上改变方向后反冲撞击位于上层的漫越水流进行消

能；

本方法采用以下的消能装置实现，所述消能装置包括消力池，消力池进水端下凹形成

有缓冲消力槽，缓冲消力槽前方的消力池底面高度大于缓冲消力槽底面高度，缓冲消力槽

前方的消力池底面向上间隔设置有分流板，分流板后端衔接于缓冲消力槽前端上方，分流

板整体呈水平状态且和缓冲消力槽前方的消力池底面之间留有供底层水流经过的间隔，分

流板设置的位置使得经缓冲消力槽撞击初步消能后，从缓冲消力池前方向上涌出的部分水

流能够经过分流板上方形成速度较慢的漫越水流，部分水流从分流板下方经过形成速度较

快的底层水流；此处上层的漫越水流相对于下层的底层水流流速较慢，使得下层底层水流

经过导流结构引导改变方向消耗了部分速度后和上层的漫越水流反冲撞击时，两者速度能

够倾向于相等，以提高撞击的消能效果；分流板后部形成有用于引导分流板底层水流向上

运动并和分流板上层水流撞击汇合的导流结构；分流板和缓冲消力槽上方衔接的一端下部

为弧形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结构包括

设置在分流板上的反冲孔洞，反冲孔洞上方的前侧向上凸起形成有反冲板。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冲孔洞和反

冲板均横向设置，且反冲板后侧面为上端向后上方弯曲的弧形导流面。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冲孔洞下方的消

力池底面还设置有造涡桩，造涡桩正对水流的方向向后开口形成有进水室，进水室上端和

反冲孔洞正对设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造涡桩进水室

前侧面的中部后凸形成尖端向上的半锥体形凸起，半锥体形的两侧前凹各自形成一个尖端

向下的半锥体空腔，半锥体形凸起和两个半锥体空腔表面圆滑过渡衔接。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造涡桩进水室

后侧开口处的两侧为向外扩张倾斜设置，且两侧外端和造涡桩外表面为弧形衔接过渡。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造涡桩上端和

分流板固定设置。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冲孔洞沿分

流板布置为前后间隔的多排，每排反冲孔洞左右错位设置。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其特征在于，分流板前端和消力

池前端池壁之间留有一段距离，且消力池前端池壁为上端向后上方弯曲倾斜的弧形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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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河流水电工程建设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溢流坝是一种很常见的坝形，例如闸坝、溢流重力坝等。

为满足消能防冲需求，常需在溢流坝后布置消能工，以削减水流因上、下游水位差而产生的

巨大动能。

[0003] 常见的消能工中，由于消力池结构简单，实施方便，消能效果相对较好，故最为常

见。消力池是一种水池状的能够促使在泄水建筑物下游产生底流式水跃的消能设施。能使

下泄急流迅速变为缓流，一般可将下泄水流的动能消除40%～70%，并可缩短护坦长度，是一

种有效而经济的消能设施。

[0004] 但常见的消力池，一般是依靠水流流入后形成水跃以及和消力池池壁的撞击进行

消能。一般技术中对于提高消力池消能效果，均是考虑怎样设置池壁或池底面结构，以引导

水流更好地产生和池壁或池底面等固定结构的撞击以消耗更多的水流能量。这些现有方式

消能效率较为有限，通常需要设置较长较大的消力池，且对用于供水流撞击消能部位的建

筑强度要求高，导致实施成本高，使用寿命短。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提供一种能够巧

妙利用水流自身携带能量进行消能，实施方便，成本低廉，消能效率高的基于水流分流对冲

的消能方法。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本方案中，以水流流动的

方向为前方，反方向为后方进行方位描述。

[0007] 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包括将水流引入到消力池内进行消能的步骤，其

特征在于，将进入消力池后向前流动的水流分流成为位于下层的高速水流（此处高速水流

是指速度略高于上层漫游水流即可）和位于上层的漫越水流，然后引导下层高速水流向上

改变方向后反冲撞击位于上层的漫越水流进行消能。

[0008] 这样，将水流分流后再引导相互撞击的方式消能，能够更好地利用水流自身的能

量进行消能，无需过多依靠外设的消能结构进行撞击消能，提高了消能效率和设备成本。进

一步地，在引导下层的高速水流进行反冲时进行造涡，使得反冲水流中形成大量涡旋，提高

反冲撞击效果以更好地消能。

[0009] 作为优化，本方法采用以下的消能装置实现，所述消能装置包括消力池，消力池进

水端下凹形成有缓冲消力槽，缓冲消力槽前方的消力池底面高度大于缓冲消力槽底面高

度，缓冲消力槽前方的消力池底面向上间隔设置有分流板，分流板后端衔接于缓冲消力槽

前端上方，分流板整体呈水平状态且和缓冲消力槽前方的消力池底面之间留有供底层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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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的间隔，分流板后部形成有用于引导分流板底层水流向上运动并和分流板上层水流撞

击汇合的导流结构。

[0010] 这样，设置的缓冲消力槽用于供进水初步撞击消能并增加向前流入分流板下层水

流的速度，分流板设置的位置使得经缓冲消力槽撞击初步消能后，从缓冲消力池前方向上

涌出的部分水流能够经过分流板上方形成速度较慢的漫越水流，部分水流从分流板下方经

过形成速度较快的底层水流，然后依靠导流结构引导速度较快的底层水流向上撞击漫越水

流，依靠水流和水流自身的撞击，且是较快的水流向上反冲撞击上层相对较慢的水流（此处

上层水流只是相对于下层水流流速较慢，使得下层水流经过导流结构引导改变方向消耗了

部分速度后和上层水流反冲撞击时，两者速度能够大致相等，以提高撞击的消能效果；实际

上水流进入缓冲消力槽后,在该消力槽结构影响下，水流会分为下部的动能较大流速较高

的水流和位于表面的水跃旋滚状表层水流，而分流板设置的最优位置是用于将下部动能较

高的那部分水流分为了上下两层，这样后续才可以更好地进行反冲消能），故可以利用水流

自身的剧烈反冲撞击进行消能，极大地提高了消能效率，且降低了对消力池的材料强度要

求，延长了消力池使用寿命。

[0011] 作为优化，分流板和缓冲消力槽上方衔接的一端下部为弧形结构。

[0012] 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进入分流板下方的水流为相对高速的底层水流，增大分流

板下层水流的压力和流速，限制进入分流板上表面的水流为相对低速的漫越水流，提高后

续底层水流向上反冲撞击的消能效果。

[0013] 作为优化，所述导流结构包括设置在分流板上的反冲孔洞，反冲孔洞上方的前侧

向上凸起形成有反冲板。

[0014] 这样，分流板下方的下层水流经过反冲孔洞时从反冲孔洞中向上涌出并靠反冲板

引导向前撞击分流板上表面的漫越水流实现消能，具有结构简单，利于实施的特点。

[0015] 作为优化，所述反冲孔洞和反冲板均横向设置，且反冲板后侧面为上端向后上方

弯曲的弧形导流面。

[0016] 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下层水流向前反冲撞击漫越水流，提高导流效果，进而提高

反冲撞击消能效果，且该弧形结构使得反冲板更多地只是起到引导水流的效果，反冲板自

身不会过多的承受水流的撞击力，降低对反冲板自身材料结构强度的要求。

[0017] 作为优化，反冲孔洞下方的消力池底面还设置有造涡桩，造涡桩正对水流的方向

向后开口形成有进水室，进水室上端和反冲孔洞正对设置。

[0018] 这样，造涡桩可以更好地引导底层水流向上经过反冲孔洞向上涌出，同时能够对

向上涌出的水流中造出紊流涡旋，进一步提高消能效果。

[0019] 作为优化，所述造涡桩进水室前侧面的中部后凸形成尖端向上的半锥体形凸起，

半锥体形的两侧前凹各自形成一个尖端向下的半锥体空腔，半锥体形凸起和两个半锥体空

腔表面圆滑过渡衔接。

[0020] 这样，该特殊的结构，能够引导水流从两个半锥体空腔形成涡旋后再向上涌出，极

大地提高该造涡桩的造涡效果，保证用于冲击漫越水流的下层水流自身带有大量的高速涡

旋，使得反冲时提高撞击水流相对瞬时撞击速度，并形成更多的紊流和折流，极大地提高了

撞击消能效果。

[0021] 作为优化，所述造涡桩进水室后侧开口处的两侧为向外扩张倾斜设置，且两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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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和造涡桩外表面为弧形衔接过渡。

[0022] 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水流进入到造涡桩进水室内，降低造涡桩自身承受的水流

冲击力，提高造涡桩稳定性并降低了对造涡桩材料强度的要求，延长造涡桩使用寿命。

[0023] 作为优化，所述造涡桩上端和分流板固定设置。

[0024] 这样，依靠造涡桩实现对分流板的支撑连接，无需额外再设置分流板的支撑结构，

同时更好地提高了造涡桩自身的稳定性。

[0025] 作为优化，所述反冲孔洞沿分流板布置为前后间隔的多排，每排反冲孔洞左右错

位设置。

[0026]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更好地提高消能效果。

[0027] 作为优化，分流板前端和消力池前端池壁之间留有一段距离，且消力池前端池壁

为上端向后上方弯曲倾斜的弧形表面。

[0028] 这样，流出分流板的下层水流还可以进一步依靠消力池前端池壁引导，形成向前

的水流和分流板的上层的漫越水流相撞击，进一步提高消能效果。

[0029] 其中，实施时消力池进水端衔接设置有进水斜坡，缓冲消力槽衔接设置于进水斜

坡下端，更好地利于进水。

[0030] 综上所述，本发明能够巧妙利用水流自身携带能量进行消能，具有实施方便，成本

低廉，消能效率高，设备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0031]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时采用的消能装置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0033] 图2为图1沿水流方向在竖直平面上的剖视图。

[0034] 图3为图1中单独造涡桩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方案中，以水流

流动的方向为前方，反方向为后方进行方位描述。

[0036] 具体实施方式：基于水流分流对冲的消能方法，包括将水流引入到消力池内进行

消能的步骤，其特点是，将进入消力池后向前流动的水流分流成为位于下层的高速水流（此

处高速水流是指速度略高于上层漫游水流即可）和位于上层的漫越水流，然后引导下层高

速水流向上改变方向后反冲撞击位于上层的漫越水流进行消能。

[0037] 这样，将水流分流后再引导相互撞击的方式消能，能够更好地利用水流自身的能

量进行消能，无需过多依靠外设的消能结构进行撞击消能，提高了消能效率和设备成本。进

一步地，实施时还可以在引导下层的高速水流进行反冲时进行造涡，使得反冲水流中形成

大量涡旋，提高反冲撞击效果以更好地消能。

[0038] 具体实施时，本方法采用如图1-3所示的消能装置实现，所述消能装置包括消力

池，消力池进水端下凹形成有缓冲消力槽1，缓冲消力槽1前方的消力池底面高度大于缓冲

消力槽底面高度，缓冲消力槽1前方的消力池底面向上间隔设置有分流板2，分流板2后端衔

接于缓冲消力槽前端上方，分流板2整体呈水平状态且和缓冲消力槽前方的消力池底面之

间留有供底层水流经过的间隔，分流板2后部形成有用于引导分流板底层水流向上运动并

和分流板上层水流撞击汇合的导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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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这样，设置的缓冲消力槽用于供进水初步撞击消能并增加向前流入分流板下层水

流的速度，分流板设置的位置使得经缓冲消力槽撞击初步消能后，从缓冲消力池前方向上

涌出的部分水流能够经过分流板上方形成速度较慢的漫越水流，部分水流从分流板下方经

过形成速度较快的底层水流，然后依靠导流结构引导速度较快的底层水流向上撞击漫越水

流，依靠水流和水流自身的撞击，且是较快的水流向上反冲撞击上层相对较慢的水流（此处

上层水流只是相对于下层水流流速较慢，使得下层水流经过导流结构引导改变方向消耗了

部分速度后和上层水流反冲撞击时，两者速度能够大致相等，以提高撞击的消能效果；实际

上水流进入缓冲消力槽后,在该消力槽结构影响下，水流会分为下部的动能较大流速较高

的水流和位于表面的水跃旋滚状表层水流，而分流板设置的最优位置是用于将下部动能较

高的那部分水流分为了上下两层，这样后续才可以更好地进行反冲消能），故可以利用水流

自身的剧烈反冲撞击进行消能，极大地提高了消能效率，且降低了对消力池的材料强度要

求，提高了消力池使用寿命。

[0040] 其中，分流板2和缓冲消力槽1上方衔接的一端下部为弧形结构，且进一步地可以

是该端端面沿垂直方向的投影落入到缓冲消力槽内。

[0041] 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进入分流板下方的水流为相对高速的底层水流，增大分流

板下层水流的压力和流速，限制进入分流板上表面的水流为相对低速的漫越水流，提高后

续底层水流向上反冲撞击的消能效果。

[0042] 其中，所述导流结构包括设置在分流板上的反冲孔洞3，反冲孔洞3上方的前侧向

上凸起形成有反冲板4。

[0043] 这样，分流板下方的下层水流经过反冲孔洞时从反冲孔洞中向上涌出并靠反冲板

引导向前撞击分流板上表面的漫越水流实现消能，具有结构简单，利于实施的特点。

[0044] 其中，所述反冲孔洞3和反冲板4均横向设置，且反冲板4后侧面为上端向后上方弯

曲的弧形导流面。

[0045] 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下层水流向前反冲撞击漫越水流，提高导流效果，进而提高

反冲撞击消能效果，且该弧形结构使得反冲板更多地只是起到引导水流的效果，反冲板自

身不会过多的承受水流的撞击力，降低对反冲板自身材料结构强度的要求。

[0046] 其中，反冲孔洞3下方的消力池底面还设置有造涡桩5，造涡桩5正对水流的方向向

后开口形成有进水室，进水室上端和反冲孔洞正对设置。

[0047] 这样，造涡桩可以更好地引导底层水流向上经过反冲孔洞向上涌出，同时能够对

向上涌出的水流中造出紊流涡旋，进一步提高消能效果。

[0048] 其中，所述造涡桩5进水室前侧面的中部后凸形成尖端向上的半锥体形凸起，半锥

体形的两侧前凹各自形成一个尖端向下的半锥体空腔，半锥体形凸起和两个半锥体空腔表

面圆滑过渡衔接。

[0049] 这样，该特殊的结构，能够引导水流从两个半锥体空腔形成涡旋后再向上涌出，极

大地提高该造涡桩的造涡效果，保证用于冲击漫越水流的下层水流自身带有大量的高速涡

旋，使得反冲时提高撞击水流相对瞬时撞击速度，并形成更多的紊流和折流，极大地提高了

撞击消能效果。

[0050] 其中，所述造涡桩5进水室后侧开口处的两侧为向外扩张倾斜设置，且两侧外端和

造涡桩外表面为弧形衔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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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这样，可以更好地引导水流进入到造涡桩进水室内，降低造涡桩自身承受的水流

冲击力，提高造涡桩稳定性并降低了对造涡桩材料强度的要求，延长造涡桩使用寿命。

[0052] 其中，所述造涡桩5上端和分流板固定设置。

[0053] 这样，依靠造涡桩实现对分流板的支撑连接，无需额外再设置分流板的支撑结构，

同时更好地提高了造涡桩自身的稳定性。

[0054] 其中，所述反冲孔洞3沿分流板2布置为前后间隔的多排，每排反冲孔洞左右错位

设置。

[0055]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更好地提高消能效果。

[0056] 其中，分流板2前端和消力池前端池壁之间留有一段距离，且消力池前端池壁为上

端向后上方弯曲倾斜的弧形表面6。

[0057] 这样，流出分流板的下层水流还可以进一步依靠消力池前端池壁引导，形成向前

的水流和分流板的上层的漫越水流相撞击，进一步提高消能效果。

[0058] 其中，实施时消力池进水端衔接设置有进水斜坡7，缓冲消力槽衔接设置于进水斜

坡7下端，更好地利于进水。

[0059] 故上述的消能装置具有以下特点：（1）底流利用，充分利用消力池水流下层流速快

于上层流速的特点，使反冲效果加强。（2）漩涡对冲消能，漩涡通过反冲结构，与上层水流相

撞，达到高效消能的目的。（3）一体化设计，只要有直冲水流便可形成对冲效果，不需要另外

控制对冲的形成。（4）模块化设计，可对现有的消力池进行升级改造，提高消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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