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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

验装置及试验方法，属于鱼道设计及物理模型试

验领域。箱形主体左侧下部固定连接配水管，在

箱形主体的内部两个相对边壁间固定连接稳水

花墙，在稳水花墙右侧的两个相对边壁间固定连

鱼道前置薄壁堰，在鱼道前置薄壁堰的水流相反

方面固定连接封闭的鱼道底板，两根补水管从鱼

道底板的内部穿过，鱼道底板的右端是补水消能

池，两根补水管的出水口位于补水消能池内，补

水消能池的右端是鱼道进口底板，鱼道进口底板

的右侧连接尾水花墙。优点是结构新颖、实用，极

大的节省了建模成本和建模时间，明显提高了工

作效率，对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方案优化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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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箱形主体左侧下部固定连接配

水管，在箱形主体的内部两个相对边壁间固定连接稳水花墙，在稳水花墙右侧的两个相对

边壁间固定连鱼道前置薄壁堰，在鱼道前置薄壁堰的水流相反方面固定连接封闭的鱼道底

板，两根补水管从鱼道底板的内部穿过，鱼道底板的右端是补水消能池，两根补水管的出水

口位于补水消能池内，补水消能池的右端是鱼道进口底板，鱼道进口底板的右侧连接尾水

花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箱形主体

的边壁和箱底、鱼道前置薄壁堰、鱼道底板、补水管、鱼道进口底板均采用有机玻璃制作。

3.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的试验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1)根据《水电工程过鱼设施设计规范》(NB/T  35054-2015)，确定箱形主体比尺为1:1

～10；

(2)确定鱼道前置矩形薄壁堰的堰顶高程，步骤如下：

已知鱼道流量Qf，通过矩形薄壁堰公式计算堰上水头H，公式如下：

式中，m0为流量系数；b为堰宽，单位是m；g为重力加速度，单位是m/s2；P1为上游堰高，单

位是m；

已知鱼道运行水位和计算的堰上水头，计算堰顶高程，由于堰上下游水位差z0完全消耗

于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因此堰顶高程可根据设计补水管流量Qp按下式计算：

zw＝zf+z0-H              (9)

式中，hf为补水管沿程水头损失，单位是m；n为补水管糙率；v为补水管平均流速，单位是

m/s，可由Qp与补水管断面面积A之比计算得出；L为补水管长度，单位是m；R为补水管水力半

径，单位是m；ζ为补水管局部水头损失系数；zw为堰顶高程，单位是m；zf为鱼道运行水位，单

位是m；

(3)将补水管进口封堵，测量鱼道设计流量下的堰上水头H；

(4)将补水管进口打开，固定堰上水头和鱼道运行水位，通过量水堰读取模型流量，若

实测流量Qm减去鱼道流量Qf不等于设计补水管流量Qp，即Qm-Qf≠Qp，则采用式(10)计算补水

管Qp流量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z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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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0m为Qm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单位m；z0p为Qp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单位

m；vm为Qm条件下的补水管平均流速，单位m/s；vp为Qp条件下补水管的平均流速，单位m/s；

(5)通过公式(11)重新计算Qp条件下鱼道前置矩形薄壁堰堰顶高程zwp：

zwp＝zf+z0p-H                     (11)

计算得出堰顶高程修正值zwp后，对矩形薄壁堰进行修改并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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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鱼道设计及物理模型试验领域，特别涉及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

装置及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鱼道是人工设置的过鱼建筑物，其目的是让鱼类穿越闸、坝或天然障碍物完成洄

游产卵等生命活动。鱼道主要分为两类，工程性鱼道和仿自然鱼道。仿自然鱼道适用于中低

水头的枢纽，而工程性鱼道适用范围更广泛。工程性鱼道目前比较流行的是竖缝式鱼道，是

由进鱼口、过鱼池、休息池、出鱼口等组成。

[0003] 鱼道进口设计是整个鱼道设计的关键环节，进口水流条件是否有利于洄游鱼类顺

利发现并且进入鱼道，这是鱼道进口设计的关键指标。针对竖缝式鱼道而言，竖缝断面平均

流速不能超过洄游鱼类的克流流速，但鱼道池室的宽度一般为缝宽的6～8倍，因此鱼道进

口断面平均流速远低于竖缝断面平均流速。过低的流速不足以刺激洄游鱼类发现进鱼口，

工程上一般通过鱼道进口补水等措施加大进口断面平均流速，进而达到诱鱼的目的。

[0004] 鱼道可通过机组蜗壳进口引水的方式进行补水，采用流量调节阀对补水流量进行

控制，并配有消能池等消能设施对补水水流进行消能。鱼道进口由于补水水流的加入，使得

局部流态发生较大变化，如局部壅水以及流态紊乱等。相关研究表明，部分鱼类在不同水力

区域内的上溯时间与紊动能、流速相关性较大；由于鱼的趋流特性，水流流速矢量决定了鱼

的上溯方向，而对于局部空间内鱼的游泳运动行为，紊动能是更直接的水力影响因子。由此

可见，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方案设计重点是要解决两方面问题：①流态平顺，使鱼类洄游上溯

方向明确；②紊动能小，消能充分，避免形成鱼类洄游的流速及紊动能屏障区。

[0005] 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通常是局部模型试验，通过试验确定合理的补水消能

方案，为鱼道整体模型试验提供技术支撑。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既有鱼道水流又有

补水水流，其中鱼道水流属明流，而补水水流属有压流，常规模型试验需要建立2套独立的

供水系统及流量计量系统，对于局部模型试验而言费时费力，并且造价昂贵。因此急需提出

一种简易、实用的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相关研究目前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

[0007]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箱形主体左侧下部固定连接配水管，在箱形主体的内

部两个相对边壁间固定连接稳水花墙，在稳水花墙右侧的两个相对边壁间固定连鱼道前置

薄壁堰，在鱼道前置薄壁堰的水流相反方面固定连接封闭的鱼道底板，两根补水管从鱼道

底板的内部穿过，鱼道底板的右端是补水消能池，两根补水管的出水口位于补水消能池内，

补水消能池的右端是鱼道进口底板，鱼道进口底板的右侧连接尾水花墙。

[0008] 所述箱形主体的边壁和箱底、鱼道前置薄壁堰、鱼道底板、补水管、鱼道进口底板

均采用有机玻璃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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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采用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的试验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10] (1)根据《水电工程过鱼设施设计规范》(NB/T  35054-2015)，确定箱形主体1比尺

为1:1～10；

[0011] (2)确定鱼道前置矩形薄壁堰的堰顶高程，步骤如下：

[0012] 已知鱼道流量Qf，通过矩形薄壁堰公式计算堰上水头H，公式如下：

[0013]

[0014]

[0015] 式中，m0为流量系数；b为堰宽，单位是m；g为重力加速度，单位是m/s2；P1为上游堰

高，单位是m；

[0016] 已知鱼道运行水位和计算的堰上水头，计算堰顶高程，由于堰上下游水位差z0完

全消耗于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因此堰顶高程可根据设计补水管流量Qp按下式计算：

[0017]

[0018]

[0019] zw＝zf+z0-H    (9)

[0020] 式中，hf为补水管沿程水头损失，单位是m；n为补水管糙率；v为补水管平均流速，

单位是m/s，可由Qp与补水管断面面积A之比计算得出；L为补水管长度，单位是m；R为补水管

水力半径，单位是m；ζ为补水管局部(进口、出口、弯管段)水头损失系数；zw为堰顶高程，单

位是m；zf为鱼道运行水位，单位是m；

[0021] (3)将补水管进口封堵，测量鱼道设计流量下的堰上水头H；

[0022] (4)将补水管进口打开，固定堰上水头和鱼道运行水位，通过量水堰读取模型流

量，若实测流量Qm减去鱼道流量Qf不等于设计补水管流量Qp，即Qm-Qf≠Qp，则采用式(10)计

算补水管Qp流量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z0p：

[0023]

[0024] 式中，z0m为Qm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单位m；z0p为Qp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

单位m；vm为Qm条件下的补水管平均流速，单位m/s；vp为Qp条件下补水管的平均流速，单位m/

s；

[0025] (5)通过公式(11)重新计算Qp条件下鱼道前置矩形薄壁堰堰顶高程zwp：

[0026] zwp＝zf+z0p-H    (11)

[0027] 计算得出堰顶高程修正值zwp后，对矩形薄壁堰进行修改并重新安装。

[0028] 本发明对比现有技术有如下有益效果：试验装置方面，提出了一种“单管供水、明

满分流”的试验装置，从试验平水箱单管引水，通过试验装置分为鱼道水流(明流)和补水管

水流(满流，即有压流)。针对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设计了一种简易、实用的试验装

置及试验方法，极大的节省了建模成本和建模时间，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对鱼道进口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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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方案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31] 图3是图1的B-B剖视图；

[0032] 图4是图1的C-C剖视图；

[0033] 图5是应用例某水电站鱼道进口补水消能试验装置图；

[0034] 图6是应用例某水电站鱼道进口补水消能试验装置的侧视图；

[0035] 图7是应用例某水电站鱼道进口补水消能试验装置的鱼道前置薄壁堰处剖视图；

[0036] 图8是是应用例某水电站鱼道进口补水消能试验装置的鱼道底板处剖视图；

[0037] 图9是是本发明试验水循环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见图1～4，箱形主体1左侧下部固定连接配水管2，在箱形主体1的内部两个相对边

壁101间固定连接稳水花墙3，在稳水花墙3右侧的两个相对边壁101间固定连鱼道前置薄壁

堰4，在鱼道前置薄壁堰4的水流相反方面固定连接封闭的鱼道底板5，两根补水管6从鱼道

底板5的内部穿过，鱼道底板5的右端是补水消能池7，两根补水管6的出水口位于补水消能

池7内，补水消能池7的右端是鱼道进口底板8，鱼道进口底板8的右侧连接尾水花墙9。

[0039] 所述箱形主体1的边壁和箱底、鱼道前置薄壁堰4、鱼道底板5、补水管6、鱼道进口

底板8均采用有机玻璃制作。

[0040] 采用一种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装置的试验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41] (1)根据《水电工程过鱼设施设计规范》(NB/T  35054-2015)，确定箱形主体1比尺

为1:1～10；

[0042] (2)确定鱼道前置矩形薄壁堰的堰顶高程，步骤如下：

[0043] 已知鱼道流量Qf，通过矩形薄壁堰公式计算堰上水头H，公式如下：

[0044]

[0045]

[0046] 式中，m0为流量系数；b为堰宽，单位是m；g为重力加速度，单位是m/s2；P1为上游堰

高，单位是m；

[0047] 已知鱼道运行水位和计算的堰上水头，计算堰顶高程，由于堰上下游水位差z0完

全消耗于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因此堰顶高程可根据设计补水管流量Qp按下式计算：

[0048]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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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zw＝zf+z0-H    (9)

[0051] 式中，hf为补水管沿程水头损失，单位是m；n为补水管糙率；v为补水管平均流速，

单位是m/s，可由Qp与补水管断面面积A之比计算得出；L为补水管长度，单位是m；R为补水管

水力半径，单位是m；ζ为补水管局部(进口、出口、弯管段)水头损失系数；zw为堰顶高程，单

位是m；zf为鱼道运行水位，单位是m；

[0052] (3)将补水管进口封堵，测量鱼道设计流量下的堰上水头H；

[0053] (4)将补水管进口打开，固定堰上水头和鱼道运行水位，通过量水堰读取模型流

量，若实测流量Qm减去鱼道流量Qf不等于设计补水管流量Qp，即Qm-Qf≠Qp，则采用式(10)计

算补水管Qp流量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z0p：

[0054]

[0055] 式中，z0m为Qm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单位m；z0p为Qp条件下的堰上下游水位差，

单位m；vm为Qm条件下的补水管平均流速，单位m/s；vp为Qp条件下补水管的平均流速，单位m/

s；

[0056] (5)通过公式(11)重新计算Qp条件下鱼道前置矩形薄壁堰堰顶高程zwp：

[0057] zwp＝zf+z0p-H    (11)

[0058] 计算得出堰顶高程修正值zwp后，对矩形薄壁堰进行修改并重新安装。

[0059] 本发明原理如下：

[0060] (1)局部模型试验水循环系统

[0061] 局部模型试验的供水系统设施包括：蓄水池、动力泵、平水箱、供水管、鱼道进口补

水消能局部模型和回水槽等(见图9)。其中流量采用退水量水堰(三角形)进行量测。

[0062] (2)模型相似准则

[0063] 正态模型要求佛汝德数相似和阻力相似，由此模型应满足：

[0064] ①几何相似

[0065]

[0066] 式中，λL为平面比尺；λH为垂直比尺；Lp为原型的长度；Lm为模型的长度。

[0067] ②流速相似

[0068] λv＝λL
1/2    (2)

[0069] 式中，λv为流速比尺。

[0070] ③阻力相似

[0071] λn＝λL
1/6    (3)

[0072] 式中，λn为糙率系数比尺。

[0073] ④流量相似

[0074] λQ＝λL
5/2    (4)

[0075] 式中，λQ为流量比尺。

[0076] (3)边界条件

[0077] 鱼道进口补水消能模型试验边界条件包括：鱼道流量Qf、设计补水管流量Qp、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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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堰宽b、补水管断面面积A、鱼道运行水位zf等。

[0078] 应用例：

[0079] 某水电站鱼道进口采用2根直径为600mm的钢管进行局部补水，补水上限流量为

2.0m3/s，即单管补水上限流量为1.0m3/s，补水最大流速(钢管出口)为3.54m/s，钢管补水水

体与消能池中的水体掺混，对鱼道内水体会产生明显的扰动，导致鱼道内(消能池部位)流

态紊乱，对鱼类洄游上溯造成不利影响，需要通过模型试验对补水消能方案进行优化；

[0080] 根据最不利工况分析结果，当鱼道水深为2.0m时，对应的水位为191.3m，为了使鱼

道进口平均流速达到设计流速1.3m/s，补水管补水流量达到其上限补水能力2.0m3/s，此时

鱼道流量为0.67m3/s；

[0081] 《水电工程过鱼设施设计规范》(NB/T  35054-2015)中规定：鱼道局部模型试验比

尺为1:1～1:10，根据试验厅场地条件，确定鱼道进口补水消能局部模型比尺为1:8；

[0082] 局部模型(见图5)主要采用有机玻璃制作，鱼道主体为混凝土结构，其糙率一般为

0.013，糙率系数比尺为1.414，换算成模型糙率应为0.009，有机玻璃的糙率为0.008～

0.01，正常值为0.009，原型与模型的糙率基本相符，满足试验数据的准确性要求。与局部模

型配套的供水系统设施不再累述；

[0083] (1)鱼道前置薄壁堰堰上水头H初步计算

[0084] 已知鱼道流量Qf＝0.67m3/s(如无特殊说明，所有数据均为原型数据)，通过公式

(5)和公式(6)计算堰上水头H，其中堰宽即鱼道净宽b＝2.5m，经计算H＝0.28m。

[0085] (2)鱼道前置薄壁堰堰顶高程初步计算

[0086] 先按照公式(7)和公式(8)计算堰上下游水位差z0，其中，n取0.014，L为11.66m，v

取3.54m/s；局部水头损失系数方面，进口处取0.5，出口处取1.0，弯管处取0.44。经计算z0

值为1.60m，根据公式(9)计算得到堰顶高程初步计算结果为：

[0087] zw＝191.3+1.6-0.28＝192.62m

[0088] (3)鱼道前置薄壁堰堰上水头H及堰顶高程zw的试验修正

[0089] ①先封堵补水管，当量水堰测得鱼道流量为0.67m3/s时，堰上水头H的实测值为

0.24m；

[0090] ②打开补水管，按照堰上水头H＝0.24m控制堰上水位，实测单个补水管流量为

0.86m3/s，小于单管设计补水流量1m3/s；按照公式(10)对堰上下游水位差进行放大，计算得

出z0p为2.16m；

[0091] ③根据公式(11)计算得出补水管流量为Qp条件下的堰顶高程zwp值为193.22m；

[0092] 由表1所示，鱼道前置薄壁堰堰顶高程修正后，三角形量水堰测得的总流量(鱼道+

补水管)为0.0148m3/s，流量比尺为181，原型总流量为2.67m3/s；其中鱼道模型流量为

0.0037m3/s，原型流量为0.67m3/s，因此补水管原型总的补水流量为2.0m3/s，单管补水流量

为1.0m3/s，与设计鱼道及补水管流量一致；

[0093] 表1堰顶高程修正后鱼道流量及补水管流量实测值

[0094]

项目 模型 比尺 原型

堰上水头/m 0.03 8 0.24

鱼道流量/m3.s-1 0.0037 181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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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流量/m3.s-1 0.0148 181 2.67

[0095] 本发明设置鱼道进口前置薄壁堰，通过堰上下游水位差控制补水管有压流流量，

通过堰上水头来控制鱼道明流流量，实现了“单管供水、明满分流”的目的。本发明可为鱼道

进口补水消能方案优化提供技术支撑；同时节省了大量建模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同

类模型试验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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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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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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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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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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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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