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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一种水力自动溢流堰及其恒定水位的工作原理, 并通过实验验证了其工作性能的可靠性。该装置恒定

水位精度高, 完全可以替代目前实验室等应用的稳定水位设施, 不仅可以节省占地面积和流量调节时间, 而且大大

提高了实验模拟精度, 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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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水工水力学模型试验研究中, 供水源的水位稳定十分重要, 它可以确保试验流量施放准确, 流量易

于调节, 从而提高了试验的模拟精度。在实际模型试验中, 由于供水流量 Q供往往因电压、库水位等因素影响

而不稳定; 试验用水 Q用因试验要求会随时进行调节, 也会引起水源水位变化。水源水位(或压力水头)的变

化,直接影响试验用水的施放精度, 从而影响试验结果的可信度。笔者在从事模型试验研究中研制了水力自动

恒定水位装置, 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

1 实际应用中稳定水位方法的不足

图 1 平水池结构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 of stabilizing water pool

在有一定规模的试验场所, 都会建一个平水池来

稳定供水源水位, 其主要构造如图 1所示。在池顶面

建有多处溢流槽, 通过溢流槽来扩充溢流前沿长度;

在池底部接有进水管和出水管, 由供水泵从进水管向

池内供水, 由出水管施放模型试验用水。

试验中, 要求 Q供> Q用 ; 其多余部分的水流 Q溢

( Q溢= Q供- Q用)由溢流槽溢走, 这样能够维持供水

源的水位相对恒定。事实上, Q溢是关于溢流水头H溢

的函数, 即 Q溢= f (H溢) , Q溢的变动会引起H溢的变

化,实际上就是池中水位不恒定, 只有平水池面积足

够大, 平水池工作水头也较大, 而实际模型试验用水

流量及其变率不大时, 池中水位才可以认为近似恒定不变, 试验用水流量施放精度才可能较高。但实际应用

中, 平水池常受到场地空间的限制, 面积一般都不会很大, 工作水头也不高。若进行的模型试验流量相对较

大, 试验过程中流量调节较频繁, 这种情况下池中水位变幅较大, 将对试验用水流量的施放产生较大的影响。

具体说来, 假如在试验中需要调节阀门得到某一流量, 即使此时所需要的流量也调控得十分精确, 但是由于施

放流量发生了改变, 从而会引起平水池中水位发生变化, 也就是试验供水水头发生变化, 此变化随后又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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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刚刚调节好的施放流量。如果要人工调控好某一流量, 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多次反复修正, 才能获得满足

精度要求的接近流量, 但这也只是在不受时间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而对于那些需要模拟流量施放过程

的试验, 在试验中还存在时间的模拟, 受到时间的限制, 此时要施放精确的流量几乎不可能实现。而在这样的

模拟试验中, 难以精确地模拟出流量变化过程, 完全可能导致试验模拟失真。此外, 施放流量会改变平水池中

水位, 水位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流量, 这种影响在时间上是滞后的, 滞后时间通常与整个供水系统的水流惯性

有关, 很难通过人工调节控制或者机电调控的办法来消除这种影响。因此, 通过平水池来获得恒定水位, 只是

一个近似处理方法, 而不能真正达到恒定水位(或工作水头)的目的。

2 自动装置结构构造及工作原理

实际应用中的平水池不能恒定水位, 关键是由于溢流堰固定不变, 不能随溢流流量的增大而降低。自动恒

定水位溢流堰装置, 则能依据溢流量的变化而变化, 即当溢流量增大时而自动降低; 当溢流量减少时而自动升

高, 确保池中水位恒定不变。

水力自动溢流堰的结构如图 2所示。矩形薄壁堰板固定在自动平衡箱体上, 随箱体一起升降。箱体是长六

面体空箱, 下端部分置于下端水池中, 受到池水的浮托力 F 的作用而平衡。箱体四周侧面平滑, 依靠在周边

导轮上的可随着上端水重 G2 和下端浮托力 F 的改变而升降。由于滑轮仅防箱体倾覆, 所以产生滑动摩擦阻力

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沿周边间隙漏水, 可用于补充下游池中水量。下端水池周边有足够的自由溢流宽度, 浮

箱周边缝隙漏水以及因浮箱下沉而排开的水量, 可由此溢走; 当浮箱自动上升时, 下端排水量会减少, 这变化

的水体可以由漏水量很快补充。因此, 下水池中的水位基本上维持不变。

图 2 水力自动溢流堰结构示意图

Fig 2 Sketch map of the hydraulic automatic weir

箱体的重量一旦确定, 溢流堰上水位 Z 就确定了。若在某一状态下, 箱体下部分浸在下水池的水中处于

平衡状态, 即在上游水位 Z 时, 箱体受到水重 G2、自重 G 和下部浮托力F 的作用达到平衡。

G + G2 = F (1)

式中 G2= Ah1r ; A 为箱体顶(底)面面积; r 为水的密度; F= Ah2 r 。

假定由于供水或用水发生变化, 引起水位 Z 升高 Z, 则作用水头为 h1+ Z, 此时箱体失去受力平衡,

即 G 2+ G> F , 箱体会向下沉降。由于

G 2+ G = Ar ( h1+ Z ) + G = Arh1+ Ar Z + G = G2+ G+ Ar Z

将式(1)代入, 故

G 2+ G = F + Ar 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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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说明: 平衡箱下降 Z 时, 箱体达到新的受力平衡, 受到垂直向下的作用为 G 2+ G , 垂直向上的作用力为

F+ Ar Z。溢流堰顶也随着箱体下降 Z, 从而增大溢流量, 使上部池中水位 Z 维持不变。因此, 前面假定

水位升高 Z 不成立, 取而代之的是箱体下降 Z 来维持水位不变。同理, 当供水或用水发生变化而使水位 Z

有降低的趋势时, 平衡箱会自动上升, 减小溢流来维持水位 Z 的稳定。一般来说, 只要自动溢流堰上有溢流

存在, 它就能正常工作, 维持其控制的水位不变。

3 试验验证

为了检验自动装置恒定水位的可靠性, 以及箱体是否产生振动, 笔者通过模型试验进行了验证。试验中采

用有机玻璃做成自动平衡的浮箱, 浮箱为正四棱柱, 外部尺寸长 1 60m, 底边为 0 6m  0 6m, 浮箱周边并未

安装滚动导轮, 但在周边均留有约 3mm的间隙, 水流(流量 10~ 20 cm3/ s)可以顺此间隙流至下部的池中, 补充

池中水量。试验中人为控制调节供水流量, 流量变幅为0 1~ 1m3/ s(因为在验证试验中未安装给水管, 流量主要

是通过薄壁堰口从泄水槽中泄走) ,在不断地变换调节频率和流量变幅的过程中, 测量水位的变化。试验表明,

在调节流量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60 s时, 自动堰工作很稳定, 不产生振动, 当调节流量的时间间隔小于 60 s时,

自动堰有轻微振动。试验过程中观测到的水位变幅最大值不超过 4 mm, 经分析, 水位有所变动的原因: 一是

观测误差; 二是由于溢流流量变化引起平衡箱顶部压力和流速的变化; 三是箱体升与降会瞬时影响到下端池中

水位变化, 从而影响了上端池中水位的稳定性。但是, 仅 4 mm 的水位变幅, 远远小于平水池中的水位变幅,

效果十分明显。此外, 箱体并未产生明显的振动, 事实上, 只要流量变动频率与箱体 ! ! ! 水系统的固有频度不
成整数倍关系时, 则不会产生振动问题。在试验过程中, 上游恒定水位 Z的高低, 可以通过改变箱体的质量 G

来实现。

4 结 论

水位自动恒定溢流堰装置, 通过理论证明和实验验证, 具有良好的水位自动恒定功能和稳定性, 巧妙地解

决了实际应用中恒定水位的难题。应用该装置, 不仅可以节省实验场地和投资, 更主要的是能有效地提高水工

模型试验流量施放精度, 具有实用价值。该方法依赖水力自动维持水位稳定, 节省能源,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实际渠系水位调节控制自动化系统中, 亦有开发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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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utomatic weir by waterpower and its work theory of stabilizing the level of water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reliable performance of the weir is validated by an experiment The precision of the water level stabilized by the device is

high, enough to subst itute other device used for stabilizing the level of water in lab This device not only saves the area of the

lab and the t ime for adjusting the water flux; but also increases greatly the precision of experimental simulation It is of good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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