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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力学问题研究方法多样且各具特点， 各类方法所获成果的异同性倍受关注。 基于某水电站高水头泄洪底

孔， 应用物理模型试验、 水力学原型观测及时均化的紊流数学模型对水力学问题进行模拟或观测， 辨识出 ３ 种研究

方法的适宜范围及程度， 三者对于宏观水力流态、 底流速、 时均压力及掺气空腔的模拟成果吻合良好， 水面线模

拟有一定差异， 原型水面波动、 水舌纵向扩散更大， 成果可引导此类型水力学问题的研究方法选择及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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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针对水电水利工程泄水建筑物水力学问题， 主要研究方法包括物理模型试验、 水力学原型观测及数

值模拟。 物理模型试验可对泄水建筑物泄洪消能、 掺气减蚀、 流激振动和泄洪雾化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优

化泄水建筑物体型； 水力学原型观测可了解工程实际运行状态， 为其合理运行提供建议， 为物理及数学模型

提供参数； 数值模拟可精细化计算泄水建筑物水力学参数， 为工程设计、 运行提供数据支撑。 ３ 种方法基于

的研究平台分别是室内实验室、 原型工程及计算工作站， 依托的主要理论分别是水力相似理论、 测试技术及

紊流数学模型， 有其各自特点及适宜性。 以往研究人员常通过研究方法的对比研究， 校验成果的可靠性， 受

研究对象、 基础及阶段所限， 范围均局限于原型观测与物理模型［１⁃３］、 数值模拟与原型观测［４］、 物理模型与

数值模拟［５⁃６］两者之间对比分析。 随着目前工程精细化设计思想的不断深入， 上述 ３ 种研究方法的交叉应用，
将成为水力学问题在工程设计、 建设及运行阶段有力的研究手段。 因此， 对同一水力学问题同时采用 ３ 种研

究方法进行模拟对比， 明晰 ３ 种研究方法各自特点， 判别对水力学参数模拟的适宜范围， 对工程各个阶段水

力学问题研究手段的选择与成果把控具有重要工程价值。

１　 研究对象及方法

某水电站泄洪底孔由库区、 有压洞段、 泄槽明流段及出口挑流鼻坎段组成。 进口底板高程为 １ ３３５ ０ ｍ，
工作弧门孔口尺寸为 ５ ｍ×８ ｍ（宽×高）； 泄槽明流段布置有 ３ 道掺气坎， 工作弧门末端设置 “突扩＋突跌”
掺气坎， ２＃掺气坎及 ３＃掺气坎为 “挑坎＋跌坎” 型， 每道掺气坎后底板采用三级坡； 泄槽末端设置半径为

４５ ｍ的挑流鼻坎（图 １）。 工程运行库水位为 １ ４１６ ５０ ｍ， 相应泄洪水头为 ８１ ５０ ｍ。 采用了物理模型试验、
原型观测及数值模拟 ３ 种研究方法对此工况进行了观测或模拟， 并对明流段主要水力参数进行了对比分析。

物理模型试验采用单体水工模型， 模型比尺为 １ ∶４０， 采用重力相似理论， 模拟区域为库区到出口挑流

鼻坎段， 水力参数测量采用水工模型常规量测技术。 原型观测中水面线采用人工水尺观测， 动水压力采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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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压力传感变送器观测， 流速采用底流速仪及差压传感变送器观测。 数值模拟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 流体计算软件，
紊流模型及自由面追踪分别采用现阶段应用较成熟的时均化双方程 ＲＮＧ ｋ⁃ε 模型与 ＶＯＦ 方法， 模拟区域为

库区至出口挑流鼻坎段。

图 １　 泄洪底孔体型

Ｆｉｇ １ Ｓｈａｐｅ ｏ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２　 观测及模拟成果对比分析

２ １　 流态

模型试验、 数值模拟两种方法模拟的进口水面均较平顺， 原型进口水面更为平稳， 无水体流动迹象（见
图 ２）。 模型明流段水面自掺气现象明显， 整个水体呈乳白色状， 掺气坎部位两边墙形成水翅， 出挑坎水流

顺利起挑； 原型明流段水面波动和跳动更为剧烈， ２＃掺气坎后的下游部位， 水流阵发性溅到左侧边墙顶部；
数值模拟泄槽水流沿程下泄， 水面经过掺气坎后有明显抬升现象， 水体流态与模型相似， 但自由面更为清晰

（见图 ３）。 模型试验与原型观测均较好地反映了泄槽水面自掺气状态、 水翅和水面跳跃等流态； 数值模拟可

较好地反映整体流态， 对于瞬态的水力学问题、 水面紊动破碎现象模拟效果较弱。

图 ２　 进口流态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ｉｍｅ

原型观测水流出挑坎后， 形成偏左竖向扇形水舌挑入河道， 出挑坎水流掺气充分， 呈白色阵发性喷出

状， 水舌轨迹不明显； 入水点后激起强水雾， 水舌外缘挑距 １１０ ８９ ｍ， 内缘挑距为 ５８ ３４ ｍ， 顶高程为

１ ３４６ ０２ ｍ。 模型挑流水舌轨迹较清晰， 水舌顶点高程为 １ ３３９ １２ ｍ。 因原型水流雷诺数大， 强紊动水流导

致水舌掺气、 纵向扩散明显， 水体破碎致水舌外缘轨迹最高点较模型高 ６ ９ ｍ， 外缘水舌轨迹的挑距较模型

略小， 内缘水舌轨迹挑距与模型基本一致， 工程设计中可对模型水舌轨迹进行必要修正（见图 ４）。



　 第 ２ 期 罗永钦： 高水头泄洪底孔水力学研究方法适宜性分析 ２６７　　

图 ３　 泄槽流态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ｕｔｅ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ｉｍｅ

图 ４　 挑流流态及水舌轨迹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ｊｅ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

２ ２　 流速

数值模拟水流出有压洞室后， 经突扩突跌掺气坎的流线有明显上扬势态， 高流速区位于水流表层， 泄槽

底流速相对较低， 此流场结构一直延伸至挑流鼻坎出口（见图 ５）。 高速水流位于水面表层， 水面紊动必然更

大， 从另一方面可解释原型流态跳跃更为剧烈， 且有水体溅出边墙的现象。 原型实测点 Ｖ１～Ｖ３ 分别位于 ２＃

掺气坎坎前、 ３＃掺气坎坎前及挑流鼻坎前， 实测流速分别为 ３１ ０３ ｍ ／ ｓ、 ２４ ５８ ｍ ／ ｓ 和 ２５ ９５ ｍ ／ ｓ， 模型平均

断面流速分别为 ２６ ６７ ｍ ／ ｓ、 ２４ １６ ｍ ／ ｓ 和 ２４ １０ ｍ ／ ｓ， 数值模拟对应测点计算流速分别为 ３１ ８ ｍ ／ ｓ、
２２ ２ ｍ ／ ｓ和 ２５ ４ ｍ ／ ｓ， 三者结果均较吻合， 数值计算结果更接近原型流速（见表 １）。 利用数学模型模拟泄槽

流场结构， 可详细获得各部位流速， 并了解流道内流场总体分布， 比模型试验更具优势。
２ ３　 水面线

原型、 模型水面线为对应桩号水面波动最大高程， 数值模拟计算的是时均化水面高程。 原型水面波动剧

烈， 桩号 ０＋２６０ ０００ ｍ 后因水面波动和表面雾化太强， 水流阵发性溅出左边墙， 难以观测到水面。 泄槽前半

段， 模型试验水面线与原型观测结果总体吻合较好； 数值计算水面线数据更为连续， 水面高程总体偏低， 水

流平顺区计算结果较原型及模型小 ０ ５～１ ４ ｍ， 掺气坎激发水翅区域小 １ ５～３ ８ ｍ， 这与计算采用时均化的

紊流模型未考虑掺气有关， 计算结果可根据流速及紊动进行修正（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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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泄槽明流段局部流场结构（数值模拟）
Ｆｉｇ ５ Ｌｏ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ｔ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 １　 流速模拟成果对比 ｍ／ 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测点 桩号 ／ ｍ 原型观测
模型

（断面平均流速） 数值模拟

Ｖ１ ０＋１４８ ５０３ ３１ ０３ ２６ ６７ ３１ ８

Ｖ２ ０＋２４３ ４４２ ２４ ５８ ２４ １６ ２２ ２

Ｖ３ ０＋３０４ １２４ ２５ ９５ ２４ １０ ２５ ４

２ ４　 压力特性

泄槽明流段水流无大体积的水体漩滚， 原型观测脉动压力总体较小， 脉动压力均方根在 ４ ２３ ～
１４ ８６ ｋＰａ范围内， 主频小于 １ Ｈｚ。 ３ 种研究方法均较好地反映了因水力边界变化导致底板时均压力变化趋

势， 泄槽边界平顺区原型观测、 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计算结果吻合很好， 表明对于带掺气坎小脉动压力的高

流速泄槽底板， 三者研究方法的时均压力模拟均已成熟。 掺气坎小挑坎及挑流鼻坎末端局部区域， 数值计算

比模型试验或原型观测小 １ ５×９ ８１～３ ０×９ ８１ ｋＰａ， 数值模拟对于流线急剧变化水力边界的时均压力模拟有

所偏小（图 ７）。 分析原因， 掺气挑坎几何尺寸较小而边界变化明显， 数学模型因网格剖分、 数值离散带来误

差相应增大， 因此对此区域宜加密沿流线、 边界层的网格密度， 以使数模成果更接近于原型压力特性。

图 ６　 泄槽明流段水面线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ｕ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ｅｖｅｌ
图 ７　 泄槽明流段底板时均压力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ｕｔｅ ｂｅｄ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 ５　 掺气空腔

选择 ２＃掺气坎对比分析掺气空腔形态， 模型及数值模拟的侧边墙空腔形态非常吻合， 两边墙侧空腔恰

好越过 ２＃掺气坎后的一级坡， 模型试验的侧空腔为 １４ ８ ｍ， 数值模拟侧空腔为 １５ ８～１５ ９ ｍ。 数值模拟底空

腔平面呈两侧短、 中间长的轮廓， 底空腔最大距离为 ２６ ３ ｍ， 较两侧空腔长度大 １０ ４～１０ ５ ｍ， 掺气坎侧边

墙的边界效应明显（图 ８）。
因量测技术局限， 现阶段尚无法直接测量掺气设施的原型空腔长度； 模型可通过测量空腔长度及其他水

力参数， 判别掺气设施的掺气效果； 数值计算对空腔形态模拟上具有一定优势， 能获得三维空腔详细轮廓，
结合模型试验成果， 可对掺气坎体型优化、 掺气性能及效果判定起到重要作用。

３ 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成果对比汇总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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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掺气坎空腔形态对比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ｖ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表 ２　 ３ 种研究方法的主要成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项目 原型观测 模型试验 数值计算

流态
进口水面更平静，泄槽明流段水面跳跃剧
烈，泄槽后段有水溅出边墙，挑流水舌扩散
范围大。

进口水面平静，泄槽明流段水面
不如原型跳跃剧烈，模型挑流水
舌扩散范围比原型小。

进口水面平静，整体流态与模型、原型相似；掺气
坎段有水面明显抬升，自掺气、水面破碎现象不
明显。

水面线
泄槽前半段可测读水面线，后半段水雾太
大，无法观测。

泄槽前半段模型水面线与原型
基本一致。

计算水面线能反映水面趋势，但比模型及原型
值低。

底流速
采用点式流速仪测量距底板 １０ ｃｍ 的底
流速。 模型断面平均流速比原型略小。 计算结果与原型测点吻合较好。

时均压力 采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时均压力。 模型试验与原型吻合较好。 过流边界平顺区，与原型吻合很好；边界急剧变
化区域，比原型略小。

掺气空腔 尚无合适方法观测原型掺气空腔。 模型试验、数值计算均能较好模拟掺气坎
空腔形态。

３　 结　 　 论

（１） 对于宏观水力学流态， 应用模型试验、 原型观测及数值模拟均能较好地反映及模拟； 自由面弱掺

气区域， 原型、 模型的水面线吻合总体较好； 数值模拟对于水面强紊动现象模拟效果偏弱， 工程设计应对模

型挑流水舌轨迹进行必要修正。
（２） 三者均能较好模拟泄槽底流速、 时均压力， 数值模拟可获得流道内流场详细分布， 比模型试验、 原

型观测更具优势。
（３） 模型试验、 数值模拟均能较好对掺气坎空腔形态进行模拟。
（４） ３ 种研究方法在其他类型泄水建筑物水力学问题的适宜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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