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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数值模拟和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了水股分层、坎高、出口体型和跌坎形式等因素对多股水平淹

没射流的流态稳定性和水力特性的影响。研究表明, 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较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流态稳定性

好、临底流速低、消能率高, 是一种高效的新型消能方式。结合试验结果, 提出中孔泄槽以等宽或微收缩为宜、表

中孔最优坎高差应大于中孔水流的主流水深、跌坎形式的选择应结合具体工程特点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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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洪前沿宽度有限、单宽流量较大的水电工程的泄洪消能问题一直是困扰工程界的一大问题。国内外许多

学者研究表明[ 1~ 4] : 传统的三种泄洪消能方式 挑流消能、底流消能和面流消能不能很好地解决高水头大单

宽流量的泄洪消能问题; 具有跌坎的二元水跃消能率较低, 对解决高水头、大单宽流量的高临底流速问题有难

度, 而具有突扩的空间三元水跃流态的稳定性较差。既有跌坎又有突扩的空间三元水跃能适应变幅较大的下游

水位, 其流态稳定性和消能效果较好, 能有效解决底流消能临底流速大、消力池底板稳定性差等难题, 是解决

高水头大流量消能问题的有效途径。

多股水平淹没射流消能是一种新型的泄洪消能方式, 既是传统水跃消能形式向复杂空间三元水跃消能形式

的发展, 也沿袭了流体力学中关于多股淹没射流研究的一些思想和方法。本文采用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相结合

的方式, 详细分析了影响水平多股淹没射流水力特性的几何参数, 为工程设计提供参考。

1 水股分层的影响

水股分层是指多股水流在同一高程出射或在不同高程出射, 即单层多股和多层多股两种消能方式。层数越

多, 消能方式在设计和施工中的难度越大, 适用性越窄, 因此本文仅研究两层的形式。

可动边界流动问题中一种典型但又难以模拟的流动现象是具有自由表面的流体的流动, 如何追踪模拟自由

表面一直是数值模拟研究的重点, 也是计算流体力学中的难点问题。现在常用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刚盖假定、高

度函数法、体积率函数法(VOF)和水平集方法( Level Set)等。刚盖假定适用于起伏不大的自由水面, 高度函数

法适用于非恒定自由表面问题, 但无法处理射流、波浪破碎等情况, 自由表面模拟最常用的主流方法仍为 VOF

法和 Level Set法。因此, 本文选用基于 VOF 法的 FLUENT 软件对两种消能方式的消力池临底流速、压力分布、

紊动能分布等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对比了两种方式的优劣。

数值模拟结合向家坝水利水电工程进行, 其水垫塘内最大单宽流量达 220m3/ ( s m)。多层多股采用 6个表

孔和 5个中孔相间布置, 表孔采用开敞式溢流堰, 堰顶高程 354 00m, 堰顶控制断面尺寸 8 m  26 m(宽  高) ;

中孔采用短有压进口形式, 进口底坎高程 305 00m, 其末端控制断面尺寸为 6m  9 6m(宽 高) ; 消力池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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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m, 池底高程 245 00m, 消力池起点桩号 0+ 120 00m, 与坝身末端的表、中孔出口形成跌坎, 在桩号 0+

360m 处设一尾坎, 尾坎高程 270 00m。详见图 1( a)。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的几何模型仅在多股多层几何模

型的基础上略做改动, 即将表孔出口底高程降至 260 0m, 和中孔出口高程相同。详见图 1( b)。数模计算中采

用了三种工况, 即小流量 Q= 24 271 m
3
/ s( q= 112m

3
/ s!m) , 中等流量 Q= 36288m

3
/ s( q= 168 m

3
/ ( s!m) )和大流

量 Q= 47 931m3/ s( q= 222m3/ ( s!m) )。三种工况下, 两种方案的水力特性的对比规律完全相同, 但在大流量的

情况下, 多层多股淹没射流消能改善各水力特性的效果更明显, 更有效。因此, 以下分析主要针对大流量工

况, 其余工况的计算成果详见参考文献[ 6]。

考虑到多股水平淹没射流中消力池内的水流紊动非常剧烈并伴有若干漩涡与回流,高速射流具有较强的各

向异性,因此数值计算中采用 Yakhot和 Orszag[ 5]提出的一种新的湍流模型 RNG k 紊流模型。进口采用均匀

来流条件, 在计算域的出口,各速度分量以及 k 和 均取为第二类齐次边界条件,在固壁上采用无滑移条件,近壁

区采用壁面函数法。网格系统采用非均匀网格,全计算域的单元个体数达 50万个。

( a)多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 ( b)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

图 1 几何模型纵剖面图

Fig 1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model

从消力池中轴线速度矢量图(图 2)可知, 单层多股射流的主流下移且扩散明显减慢, 在消力池尾部还能见

明显的主流, 射流冲击区在桩号 140~ 180内, 而多层多股射流的底部压强分布均匀, 基本不存在射流冲击区。

单层多股射流临底流速最大值 18m/ s, 超过 15m/ s的点较多, 而多层多股最大值仅为12m/ s。单层多股射流的

回流区较多层多股射流也略有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单层多股射流的表、中孔水舌集中于同一高程, 射流的横

向扩散受限制, 射流进入消力池后扩散不充分, 流速难以降低, 加之表孔出口水头略有增加, 因而流速也略有

增大, 使射流冲击区向下游偏移, 主流下方的回流区长度加大。同时由于多层多股射流表、中孔间有高差, 使

出口射流分成了上、下两层, 每层射流的横向突扩比都大大增加, 而且射流之间的扩散、混掺成三维扩散, 加

强了射流间的相互混掺和碰撞, 从而加速了射流扩散和主流流速衰减, 提高了消能率。

( a) 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 ( b) 多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

图 2 消力池中轴线流速分布矢量图

Fig 2 Velocity distribution at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plunge pool

从压力分布来看, 尾坎壁面压力分布基本上属于静压分布。单层射流主流集中且偏向池底, 其下方的横轴

漩涡体积较小、强度较大, 由此单层射流的附壁点前移, 回流区的压力更低, 附壁点后有一明显的压降区。跌

坎壁面压力较小值均出现在泄洪孔口贴近主射流的周边部位。单层多股射流的跌坎壁面压力最小值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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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紊动能分布看, 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的紊动能较小, 消能效果也相应较差, 如图 3所示。从水平面紊

动能分布看, 均为在水垫塘首部紊动能最大, 随后沿程递减, 大部分洪水余能在水垫塘前半段被消刹。从横剖

面紊动能分布图及其相应的流速分布图可以看到, 在主射流轴心部位, 其流速很高, 但流速梯度较小, 因而其

紊动能比周围剪切层的紊动能小; 在主射流周围, 尽管其流速有所降低, 但流速梯度很大, 因而其紊动能也很

大, 这正是消刹大量动能的强剪切层区。

( a) 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 ( b) 多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

图 3 横剖面( x= 130)紊动能分布图

Fig 3 Turbulence energy distribution in transverse section( x = 130)

为验证数模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将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的数模结果和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水面线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总体吻合较好, 下泄流量较大时消力池内水面破碎加剧, 掺气量大大增加, 存在一定的

误差, 最大误差 12% ; 由于消力池前半段掺气较为剧烈, 压力对比的误差出现在消力池前半段, 这主要是相

对于消力池底板总压力来说, 误差很小, 最大仅为8%; 比较两者的消力池内临底轴向流速最大值及其出现位

置发现, 数模计算值正向流速比试验值稍偏小, 而反向流速略偏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消力池内水体紊动剧

烈, 流速最大值出现位置和大小不固定, 而试验实测为瞬时最大值, 且较难确定其准确位置和方向。总之, 数

模结果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数模计算结果可信, 限于篇幅, 详细的对比分析成果见参考文献[ 6]。

综合上述, 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将高流速、大单宽水流沿横向和垂向分成多股、多层射流, 进入消力池

水体的中部。使高流速带与底板和水面均保持一定的垂向距离, 利用在射流轴线周围所形成的强剪切、三维立

体漩滚的剧烈混掺来达到消能的目的, 是一种新型消能方式。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由于相互间的剪切作用加

剧, 消能效果明显好于单层多股。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的主流在消力池中部, 而单层多股的主流潜底, 前者

的流态稳定性明显优于后者。单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的水力特性的变化规律基本和多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相

同, 而多层多股在流态稳定性、消能率等方面明显优于单层多股, 同时考虑到物理模型试验在工程界具有可信

度高等优势。因此, 以下对坎高、跌坎形式和泄水孔出口体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的模型

试验上。模型试验采用和数值模拟相同的几何模型, 如图 1( a)所示, 模型比尺 1∀80。

2 坎高的影响

从消力池底板安全的角度看, 跌坎高度较大为宜, 同时增加坎高能有效地降低临底流速, 减小对消力池底

板的冲刷
[ 7]
。但高跌坎消力池内水面波动较大, 故一个合理的跌坎高度应在保证消力池内流态稳定的前提下尽

量改善消力池的综合水力学指标, 如水面波动等, 即与消力池水深相比, 应使主射流处于消力池的中、下部,

这也限制了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的适用范围。向家坝水电站的泄洪流量很大, 消力池内的水深高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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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因此设置低坎高达 15~ 16m, 高坎高达 23~ 25m 仍是合理的。试验中采用了表孔出口高程 270m, 中孔

高程 260m, 即表中孔高差10m; 表孔出口高程 268m, 中孔高程 260m, 即表中孔高差 8m; 表孔出口高程 268

m, 中孔高程 261m, 即表中孔高差 7m三种体型。

试验中在坝身表、中孔、消力池及尾坎共布置 269个测压点, 在中孔侧壁、跌坎壁面等重要部位布置脉动

压力传感器测点 21个。采用测压管、流速仪、惠普 3567A 动感信号分析仪等设备完成了压强、流速、水面线

等测试内容。

试验显示, 三体型在各工况下中孔出流后均为淹没出流, 即射流位于消能水体的中间, 主流远离底板, 在

主流的上、下方各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旋流, 在旋流区末端, 主流已基本沿垂向充分扩散。水流衔接情况良好,

各体型各工况的出池后水面波动值均较小。高差 7m体型和高差 8 m体型水面波动情况基本相同, 见图 4( q=

222m3/ s!m)。而在小流量( q= 112m3/ s!m)时, 高差 8m体型消力池内的水面波动最大值为 1 6m 明显小于高差

10m 体型的 2 4m, 而在大流量( q= 222m
3
/ s!m)时, 在相同条件下略有改善。

三种体型消力池内的临底流速值相当, 绝大多数均小于15 m/ s, 流态较稳定, 如图 5所示。高差 7m体型

和高差8 m体型回流区域均为桩号 0+ 120~ 0+ 140, 而高差 10m体型回流区域较长, 为桩号 0+ 120~ 0+ 160,

同时结合试验中的流态观察可得, 高差 8m 的体型流态较优, 高差 7m的体型次之, 高差 10 m的体型最差。

总之, 中孔高程的变化主要影响消力池底部临底流速的大小, 表孔高程的变化主要影响消力池内水面形态

的改变。同时, 表、中孔高程位于水体中部, 有利于稳定流态, 增加消能率。表、中孔各股射流分别位于不同

的高程, 在消力池内形成上、下两层主射流, 上、下两层主射流在消力池内的位置及其层间距是决定消力池内

水流流态的控制参数, 意义重大。选择适当的表、中孔高度及它们之间的高差, 并且使它们之间的水流连接平

顺光滑, 能够改善消力池流态, 提高消能率并控制孔口边壁上的脉动压强强度和瞬时幅值, 有利于避免发生空

化空蚀破坏。因此, 表、中孔的最优坎高差应当大于中孔水流的主流水深, 以使表层水跃的回流漩滚区能向两

侧表孔溢流面充分扩散, 从而减弱或消除中孔表层水跃的横轴漩滚。

3 泄水孔出口体型的影响

试验中考察了中孔泄槽为矩形、等宽体型和渐变扩大体型两种方案。渐变扩大体型中的泄水中孔的渐变起

始点为桩号0+ 074 711m, 高程 271 30m, 扩散角为 6 3#, 出口宽度为 15m。

试验结果显示两种体型在跌坎上和尾坎上的压强分布基本一致, 但消力池底板的压强分布有较大差异。渐

变扩大体型在 Q= 18837m3/ s( q= 88 m3/ ( s !m) )时, 即开始在消力池前部出现射流冲击区, 局部压强明显增加,

纵向压差最大值约为 8 0(  9 8 kPa) ; 而等宽体型仅在 Q= 47 931m3/ s( q= 225m3/ ( s !m) )的较大流量时才出现

射流冲击区, 且射流冲击区后移, 纵向压差最大值仅约为 3 44(  9 8 kPa)。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渐变扩大体型

中孔末端过流断面扩大, 中孔出流水舌厚度减小, 在下游水位较高时, 主射流上侧的旋涡较强, 压迫主射流,

使其向下弯曲, 主流下潜, 从而形成较明显的主流冲击底板的情况。

两种体型的水流衔接情况良好, 消力池内水面波动较小, 但下泄流量较大时, 渐变扩大体型的水面线明

764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17 卷



图 6 消力池水面线图( q= 120 m3/ ( s m) )

Fig 6 Water surface profile for the plunge pool

显高于等宽体型, 见图 6, 且消力池内的流态更加紊乱,

剧烈, 流态较差、不稳定。原因主要是水平方向窄而垂直

方向厚的水舌适应水位变化的稳定性较好, 能始终保持水

平淹没射流状态; 宽而扁的水舌适应水位变化的稳定性较

差, 容易随下游水位的升高或降低而潜底或上漂。当中孔

出口为渐变扩大型时, 由于中孔出口水舌很薄, 主流进入

消力池后容易上下摆动, 形成的淹没射流不稳定, 同时主

流迅速下潜, 致使消力池底板上的水流冲击动压增大。综

合上述, 中孔泄槽的体型以等宽泄槽或微收缩泄槽为宜。

4 跌坎形式的影响

跌坎坎面可以是水平的, 也可以是具有一定的仰角(挑角)或俯角, 它们对入池水流具有垂直面内的导向作

用, 对消力池内的流态有较大影响, 当坎高较低时, 为了抬高主流在消力池内的位置, 为使主流离开池底, 可

以设置为仰角, 反之, 当坎高较高, 为避免主流达到水面, 可设俯角。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设仰角、俯角可

以起到抬高或降低坎高的作用。试验中对比了表孔水平跌坎和 1∀20俯角跌坎两种体型。

试验结果发现, 水平跌坎主射流到达消力池底板的位置向下游移动, 跌坎下游反向临底流速减小, 正向临

底流速增大, 消力池内水面波动略有增加, 尤其是泄量较大消力池水位较低时, 表孔主流有轻微上扬的现象。

两种体型消力池内临底流速绝大多数小于 15 m/ s, 反向临底流速相当, 而俯角跌坎的正向流速略有增加, 如

图7和图 8所示。

因此, 跌坎设置俯角增加了消力池底板的临底流速和脉动压强, 不利于消力池底板的稳定; 但是, 水平跌

坎却存在消力池内水面波高有所增大, 表孔主流进入消力池时容易上扬, 消力池内流态欠佳等缺点。设计时应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5 结 论

( 1) 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利用在射流轴线周围所形成的强剪切、三维立体漩滚的剧烈混掺来达到消能的

目的, 消能效果明显比单层多股好。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的主流在消力池中部, 而单层多股的主流潜底, 前

者的流态稳定性明显优于后者。

( 2) 多股多层水平淹没射流具有雾化低, 对环境影响小, 消能效率高, 流态稳定等特点, 是解决水头高、

流量大且泄洪前沿宽度有限, 单宽流量较大的水电工程泄洪消能问题的有效方法。

( 3) 中孔射入消力池水股的断面形状对于消力池流态随下游水位而变的流态稳定性有明显影响, 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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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而垂直方向厚的水舌适应水位变化的稳定性较好, 中孔泄槽的体型以等宽泄槽或微收缩泄槽为宜。

( 4) 表中孔高差大可使表、中孔入池各股水流充分扩散, 但须保证表孔不能离水面太近, 中孔也不能离池

底太近, 以避免池底流速增加或表面波浪增强。为使表中孔各股入池水流都能在横向、竖向充分扩散, 表、中

孔的最优坎高差应当大于中孔水流的主流水深。

( 5) 多层多股水平淹没射流须保证出射主流位于消力池的中、下部, 而跌坎高程一般较高, 特别是表孔高

程, 因此消力池水深的大小是决定该消能方式是否适用的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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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horizontal submerged jets

LI Yan ling, HUA Guo chun, ZHANG Jian min, YANG Yong quan

(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 and Hydropower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3 D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 model test,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flow pattern stability and the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rizontal Submerged Jets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 lever and multi strand hori

zontal submerged jets are a new energy dissipat ion type and have better stability of flow patter, lower velocity in the slab and

higher dissipated energy rate than the single lever and the multi strand horizontal submerged jets Connecting to the model

test, some suggest ions, important for design, are put foward, for example, the chute width of intermediate outlet should be

constant ; the optimum height difference of drop between intermediate out let and surface outlet should be larger than the water

depth at intermediate outlet; and the type of drop should be chang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project

Key words: hydraulics; 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single lever and multi strand; multi lever and mult i strand; horizontal

submerged j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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